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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大“国际组织短期实践”项目 

培育国际视野和创新思维 

日内瓦箂科咨询中心 – 2019 

 

 

 

日内瓦箂科咨询中心 

日内瓦箂科咨询中心（简称“箂科中心”）于 2017 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致力于在教育培训和企业战

略等方面为大学、国际机构、商协会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咨询服务，尤其是培养高水平的国际组织

人才。 

箂科中心的团队包括前政府高官、国际机构领导、跨国企业高管、资深战略咨询顾问和投资专家。

其核心成员如下：卢先堃教授任箂科中心的执行主任，曾任中国商务部高级官员、前中国常驻 WTO 

参赞；哈拉大使任箂科中心董事会联合主席，曾担任 WTO 副总干事，智利常驻 WTO 特命全权大

使；昆斯鼎先生任箂科中心董事会联合主席，其同时担任世界最大的体育用品销售跨国集团“英特体

育国际公司”（INTERSPORT）的副总裁和首席财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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箂科中心的详细介绍请参见附件。 

活动背景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持续的格局变化，经历了冷战期间的两极秩序和其后的单极历史之后，世界转向

了更加多极化的系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此过程中，多边主义的力量正在受到侵蚀。世贸组织

（WTO）所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开启了中国国际交往的“新时代”，为全球贸易治理带来了变革，也为国际贸

易带来了新兴领导角色的希望。 

另一方面，由于新技术的快速变革，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国

际贸易，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贸易， 也越来越多的支持在线交易。而在所有国家中，瑞士一直被众多

国际组织认为是最具创新性的国家之一。 

在此背景下，中国大学及其学生，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创新驱动的国际世界中，也面临着众多

机遇和挑战。 因此，我们必须让学生们充分了解不断演变的全球化形势和国际治理结构，培养学生

们的国际化视野和创新思维，赋予学生们多边愿景和创新精神，使其具备国际合作的视角和思维，

为其未来参与全球经贸治理和直接投身于国际组织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游学目的 

箂科中心现为中国大学的学生们量身打造此项以国际组织实践为核心的研学项目，旨在为其提供一

个快速的、深入的、沉浸式的多边工作环境，赋予学生们瑞士式的创新思维能力。此活动的首要目

的是使多边体系和创新环境与中国和中国学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箂科中心尤其注重为中国大学的学生们提供一个深入了解 WTO、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瑞士

机构和企业的机会，以确保《联合国宪章》和各种 WTO 协定，特别是多边主义和创新精神所承载

的原则得以传承，帮助新一代年轻人未来能够适应任何多边体系和创新环境中的工作。 

 

日程表 

9 月 29 日（周日）                                      北京/日内瓦 

 从北京乘机，抵达日内瓦 

 当晚入住日内瓦（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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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周一） 日内瓦 

上午 国际贸易中心（ITC）主题培训课程：发展中
国家及其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化 

讲师：ITC 官员 

下午 拜会某国常驻联合国和 WTO 代表团(内容待定) 

10 月 1 日（周二）  日内瓦 

上午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主题培训课程：国
际投资及规则制定 

讲师：UNCTAD 官员 

下午 世界银行驻日内瓦代表处主题培训课程：国际发
展及世界银行的作用 

讲师：世界银行官员 

10 月 2 日（周三）  日内瓦 

上午 世界卫生组织（WHO）主题培训课程：内容待定 

讲师：WHO 官员 

下午 国际劳工组织（ILO）主题培训课程：国际劳工
组织及其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作 

讲师：ILO 官员 

10 月 3 日（周四） 日内瓦 

上午 WTO 主题培训课程：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当前
挑战及未来；WTO 实习和招聘要求 

讲师：WTO 官员 

下午 拜会某国常驻联合国和 WTO 代表团（内容待定） 

10 月 4 日（周五） 日内瓦 

 09:00-10:30 WTO 主题培训课程：WTO 加入及其
作用 

讲师：WTO 官员 

10:30-17:00  国际贸易谈判模拟课程 

讲师：箂科中心负责人 

晚上 和贸大瑞士校友会聚餐并恳谈 

10 月 5 日（周六） 洛桑 

上午 参观奥林匹克博物馆，听取该馆有关奥委会和奥

运精神的讲课 

下午 洛桑观光 

 当晚入住洛桑 

10 月 6 日（周日） 因特拉肯 

 因特拉肯观光 

 当晚入住因特拉肯 

10 月 7 日（周一） 伯尔尼 

上午 伯尔尼观光 

下午 拜会中国驻瑞士使馆经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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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入住伯尔尼 

10 月 8 日（周二） 卢塞恩 

 卢塞恩观光 

 当晚入住卢塞恩 

10 月 9 日（周三） 苏黎世 

 苏黎世观光，并启程返京 

10 月 10 日（周四） 北京 

 抵达北京 

备注: 

根据所拜访的相关国际组织或外交机构的工作安排，箂科中心有权酌情对该计划做相应调整，有关

调整将不影响游学团及其培训课程的整体质量。 

 

费用报价： 

本游学项目的预算需根据最终活动的确定来测算，一般包含课程内容研发、培训活动成本、会议室

租赁、运营成本及其他智力支持成本，但不包含交通、住宿、观光和其他应由参与者自行承担的费

用。以上未提及的其他额外费用也由参与者自行承担。代表团规模不超过 30 人。 

项目资金应在箂科中心与有关大学达成协议后即转账至箂科中心的日内瓦帐户，到账不迟于培训计

划开始前三个月。 

 

以往活动图片： 

 

参访 WTO                    WTO 模拟谈判             WTO 模拟谈判签署仪式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业培训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授课       联合国贸发会议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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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副代表及其同事接待研学团    欧盟副代表接待研学团           中国代表团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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