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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17 年 5 月 15 日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编 

                                                                                      

 

近期上海智库涉美学术动态 
 

美国国会前参议员代表团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 月 24 日，美国国会前参议员代表团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同该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吴莼思、台港澳

研究所所长邵育群、海洋与极地研究中心成员杨立就中美关系进行了

交流。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一行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 月 24 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安德烈·维斯

（Andrew Weiss）和莫斯科中心亚太项目主任亚历山大·戈布耶夫

（Alexander Gabuev）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会见其

一行，双方就中美俄三边关系进行了交流。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李新、

强晓云、钱宗旗、赵隆等研究人员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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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特朗普政府及美国能源改革：国内影响与

外交意义”圆桌论坛 

2月 25日，“特朗普政府及美国能源改革：国内影响与外交意义”

圆桌论坛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美国、日本等国专家及学者参

与了论坛。会议由该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于宏源主持，

该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邵育群做专题致辞。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教授

Dan Guttman、Peter Saundry、斯坦福与气候变化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Tom Heller、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Daniel Garrett、国际能源署

亚太司原司长高桥美佐子、悉尼科技大学教授施训鹏、东盟与东亚经

济研究院李谚斐、上海社科院生态经济所所长周冯琦、山东大学李昕

蕾副教授等就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能源政策变化、气候政策变化以及可

能给国际格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和热烈的探讨。本次圆桌

论坛促进了各国学者间的交流，加深了各方对未来美国政策变化以及

国际环境外交变化的理解。 

 

美国空军战争学院代表团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3 月 9 日，美国空军战争学院代表团访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同该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吴莼思、台港澳研究所所长邵育群、国际

战略研究所薛晨博士、世界经济研究所薛磊博士就中美关系中的安全

议题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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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市场规制中心主任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3月10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市场规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Aaron 

Klein 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就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美中经

济关系等与中方人员进行交流。该院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主持会议，

复旦大学许泽成教授、时代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姚小辛、上海市美国问

题研究所龙菲博士以及该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叶玉、助理研究

员王玉柱、公共政策所副所长唐为红、副研究员孙海泳、助理研究员

周亦奇等出席会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中美城市民间外交座谈会 

3月 11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中美城市民间外交座谈会，

美国城市外交著名智库泰倡议(TAI)领导人泰卡森（Carson 

Tavenner）、美国加哈纳城市长、韦斯特兰市市长、俄亥俄州政府官

员等七人作为美方代表参加会议。上研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所长

于宏源主持会议，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郑华教授、上海市建

管委成键副处长、上海复旦大学许泽成教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叶君、中联部《当代世界》杂志编审徐海娜、上海市民宗委杨纪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崔琪涌等参加会议。中美学者就城市外交、财政、

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中美城市化发展中的异同等议题进行了深

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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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何汉理到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3 月 17 日，美国知名学者、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何汉理（Harry 

Harding）到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作题为“特朗普政府头两月

执政状况”的讲座。何汉理从特朗普的性格特征及成长环境入手，认

为特朗普是位具有颠覆性的领导人，不论是领导风格还是政策取向，

都具有鲜明的颠覆现状、“不走寻常路”的特点。此外，他在人员任

命方面进展缓慢，这将对其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在报告最后，他

还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一行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 

3 月 21 日，美国前国防部长、斯坦福大学终身讲座教授威廉•佩

里（William Perry）一行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社科院院长王

战教授与佩里先生会面，双方就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等议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会面结束时，佩里将其刚刚发布的新书《我在核

战争边缘的历程》（中文版）赠送给王战。佩里随后出席了在上海社

科院召开的 “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 专题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上

海社科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控中心、

上海市美国学会等联合主办。中美两国专家学者就新形势下中美关系

的总体走向、中美经贸关系新特点、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等议题进行对

话与研讨。会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史蒂芬·欧伦斯（Steve 

Orlins）和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上海市美国学会会长黄仁伟做开幕发

言。他们均表示，当前中美关系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希望通过中美两



5 
 

国重要智库的对话交流与沟通，推动中美关系实现良好发展。 

 

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参加“鲍大可-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讲座”  

3 月 21 日，美国前国防部长、斯坦福大学终身讲座教授威廉•佩

里参加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上海美国学会（SAAS）以

及上海美国商会（AMCHAM）在上海主办的“鲍大可-奥克森伯格中美

关系讲座”并发表演讲。对于未来如何解决朝鲜问题，佩里开出了自

己的“药方”。佩里强调要解决朝鲜核问题，首先中美要就谈判的策

略和目标达成一致。而对于解决朝鲜问题的谈判框架，佩里则表示：

“双边、三边或者六边，只要我们还在就这个议题谈判，（形式）就

不重要。” 在中美南海军事遭遇问题上，佩里称，首先，美中两国要

商定双方军舰遭遇时应如何表现的准则；其次，地方层级的指挥官要

给予严格的指示，不要炫耀，不要骚扰他人，谨慎行事，“总统无法

解决这个问题，指挥官必须遵守纪律。”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亚太研究所代表团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3 月 23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会见到访的美国犹

太人委员会（AJC）亚太研究所所长助理 Daniel Silver 一行。代表

团介绍了 AJC 及犹太人群体有关情况，并同该院专家学者就当前国际

形势、美国新政府等议题交换了看法。该院院长助理、全球治理研究

所所长叶青、世界经济所所长张海冰、西亚非洲研究中心李伟建研究

员、金良祥副研究员及周亦奇助理研究员一同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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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美国卡特中心在上海共同举办“中美非公共卫

生合作”研讨会 

3 月 30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美国卡特中心在上海共同举

办“中美非公共卫生合作”研讨会。前中国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

卡特中心副总裁乔丹·瑞恩（Jordan Ryan）等专家参加会议。本次

会议评估了中美在非公共卫生领域合作的进展，总结了各自的经验和

面临的挑战，并讨了可以合作的空间。 

 

美亚学会美国国会议员助手团一行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4 月 12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会见了美国参议院

财委会副首席监督顾问 Christopher Armstrong 率领的美亚学会第

110 批美国国会议员助手团一行，双方就当前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看

法。上海国研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吴莼思、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潘晓明参加了交流活动。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展项目主任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 

4 月 27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展项目主任 Daniel 

Runde 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该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和外交政策

研究所相关研究人员就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际发展政策走向及中美

合作议题座谈交流。外交政策所副所长张春主持座谈。台港澳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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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邵育群、世界经济所所长张海冰、研究人员叶玉、周玉渊、薛磊、

祝鸣参加会谈。 

 

 

 

近期美国智库涉华研究动态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二十世纪全球史：六大国家视角

下的遗产与教训》研究报告 

2 月 21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题为《20 世纪全

球史：六大国家视角下的遗产与教训》的研究报告。报告作者包括该

智库亚洲问题高级副总裁 Michael J. Green、日本问题高级研究员

Nicholas Szechenyi 等。报告分析了美国、日本、土耳其、中国、

印度和德国等六个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入门读物》研究

报告 

3 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题为《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入

门读物》的研究报告。报告作者为该智库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

哲（Richard C. Bush）。报告主要就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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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兰德公司发布《中国不断发展的核威慑力量——对美国的主要推

动力和问题》研究报告 

3 月，美国兰德公司发布题为《中国不断发展的核威慑力量——

对美国的主要推动力和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作者为该智库资深政

治分析师 Eric Heginbotham。报告认为，中国作为核世界“局外人”

的状态正在改变，该国核力量水平将受一系列内外因素影响快速提升，

而美国需要与中国保持密切接触以确保局势稳定。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洋为中用”：外国科技如何助力

中国占领全球冶金行业》研究报告 

3 月 1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题为《“洋为中用”：

外国科技如何助力中国占领全球冶金行业》的研究报告。报告作者

为 Urandaline 投资公司投资总监 Michael Komesaroff。报告主要

探讨了中国冶金行业的快速发展壮大及西方相关产业应如何应对

这一趋势。 

 

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中国基于孙子兵法的海上混合战争”研讨会 

3 月 1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中国基于孙子兵法的海上混合

战争”研讨会。主讲嘉宾为日本自卫队前军官 Fumio Ota。研讨会的

议题为中国海洋战略与战术及其对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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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美台关系的未来”研讨会 

3 月 1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美台关系的未来”研讨会。主

讲嘉宾为美国共和党前议员 Matthew Salmon。研讨会的议题为美国

与台湾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来自前‘总统’的观点：台湾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研讨会 

3 月 7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来自前‘总统’的观点：台

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讨会。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美国前

驻台湾非官方代表包道格（Douglas H. Paal）等与会。研讨会议题

为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现状与未来前景。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中国经济外交的地缘政治影响”研讨会 

3 月 8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中国经济外交的地缘政治影

响”研讨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全球经济与发展问题高级研究员杜

大伟（David Dollar），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 Masahiro 

Kawai 等与会。研讨会议题为中国近期经济外交战略引发的地缘政治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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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世界彼岸：中国、美国与中东安

全角逐》研究报告 

3 月 14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题为《世界彼岸：

中国、美国与中东安全角逐》的研究报告。报告作者为该智库高级副

总裁 Jon B. Alterman。报告阐述了中国在中东地区兴起的利益，分

析了中美两国在该地区的共同目标，所奉行的差异巨大的战略，以及

中国在自身全球化利益逐步深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新现实。 

 

美国进步中心发布《美中关系上升时代的美日同盟》研究报告 

3 月 17 日，美国进步中心发布题为《美中关系上升时代的美日

同盟》的研究报告。报告作者为该智库东亚与东南亚项目主任 Brian 

Harding。报告认为，在美中关系重要性日益上升的背景下，美国和

日本需要制定适当战略原则，避免在美中关系增进的同时损害美日同

盟利益。 

 

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中国蓝水海军》论文集 

3 月 20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题为《中国蓝水海军》的论文

集。论文集作者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前军官 Yoji Koda，东京智库外交

政策研究所所长 Kuni Miyake，日本海上自卫队军官 Yusuke Saito。

日本专家的论文共同研究了中国蓝水海军的发展现状及可能对日美

等国家产生的影响。 

 



11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太阳能与中国、美国与世界的未来”研讨会 

3 月 21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太阳能与中国、美国与世

界的未来”研讨会。该智库荣誉资深研究员 Kenneth G. Lieberthal，

斯坦福大学能源政策与金融中心驻校学者 Jeffrey Ball 等与会。研

讨会的议题为美中太阳能产业发展的前景、美国应推行怎样的太阳能

发展战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