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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致辞 变局之中，
坚持开放、合作的方向

2020年确实是极为特殊的一年。年初，新冠疫情来势凶猛。

时至年末，这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已给人类造成严重的生

命损失、财产损失和社会心理创伤，其经济影响更是难以衡量，

对全球政治、国际安全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了步伐，中国更加稳健地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每个人身处历史大潮之中，见证着变

局的冲击，丰富着对世界的认知。回望全年，虽然大家过得都

很不容易，但是也收获满满。

2020 年，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紧跟形势变化，

围绕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危机中创新机，积极开展研究和撰

写报告，涉及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印关系、抗疫合作、军控、

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等，为决策提供参考，多份报

告和课题成果获得较高评价。

在这一年里，中心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了 30

余场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对话会，确保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

线，学术研究与讨论不停步。作为一家新成立的智库，中心与

国际上多家智库初步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联合研究或者合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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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方式开展交流，对象包括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英国伦敦

国际战略研究所、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兰

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基金会、瑞士人道主义对话中心

等。虽然疫情阻碍了国际交通，但是在视频会议技术的支持下，

中心国际交流的频率反而增加了。

为了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帮助世界了

解中国”，中心的“中国论坛”积极推荐专家学者参加线上

国际研讨会 40余场，在国内外媒体发文 60余篇。论坛还创

办了“热词解码”“参考观点”“大咖说”“中国论坛•现

场”等文字、视频和音频栏目，制作和发布短视频 40余期，

PODCAST节目 7期。

在人才培养上，中心继续承接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公选

课的授课任务，全年举办讲座和授课10余场，还创办了“战略青

年”项目，指导成立清华大学学生全球战略协会，致力于培养有

战略眼光、有国际视野、能到国际舞台发声的青年学生和学者。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中心自身建设也取得新进展，成功引入专职研究人员，充

实了力量。今年 11月，中心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成立了

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深圳分中心，既服务深圳和大湾区建设，

也能利用深圳的区位优势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与合作。

各位朋友，“战略”与“安全”是中心的两大关注焦点。

2020年的新冠疫情昭示了人类面临的安全威胁之复杂，中美

博弈彰显了中国面临的战略挑战之严峻。身处变局，中国学界

要保持政治站位，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坚持开放合

作和增进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了解。这是智库的努力方向，也是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各项工作的归宿。

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中心团队，向关心和支持中心工

作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明年，中心将继续遵循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求，围绕“研究”“传播”

两大任务，脚踏实地，稳扎稳打，朝着将中心建成国际化、专

业化高端智库的目标迈进。

CISS 主任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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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

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

 CISS 与布鲁金斯学会第二轮

“中美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对话”

“外事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课题开题会议

 世界和平论坛线上特别视频会议

“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分论坛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带来的挑

战和中国的选择”

学术研讨会

“国际核军控裁军形势及其影响与挑战”

学术研讨会

战略与安全论坛第 7 期：

“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国际战略安全

形势与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与欧洲”

线上闭门研讨会

世界和平论坛线上特别视频会议

“后疫情时代的人工智能”分论坛

战略与安全论坛第 8 期：

“新时代中国国际形象与国际传播”

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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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

07/29

04/17

09/01

05/28 05/0905/16

03/28-29

07/03

04/20

战略与安全论坛第 9 期：

“美军南海行动与南海形势”

学术研讨会

 “应对中美关系中的迫切挑战”

中美二轨研讨会

战略与安全论坛第 10 期：

“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产业链安全与稳定”

学术研讨会

“美国大选选情”

线上研讨会

战略与安全论坛第 13 期：

“世卫大会后的抗疫形势与应对”

学术研讨会

中美智库抗疫经验交流会

“新冠疫情与中美合作”

中美学者视频研讨会

“疫情冲击下的中美能源和应对

气候变化合作”线上学术研讨会

战略与安全论坛第 11 期：

“当前我国外部舆论环境的分析及应对”

学术研讨会

战略与安全论坛第 12 期：

“两会”舆论环境的分析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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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9

11/07 11/05

12/0912/07

09/15, 09/17

11/12 11/04

09/24

11/13

09/26

第三次学术委员
及研究员全会

战略与安全论坛第 15 期：
“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学术研讨会

“展望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CIIS 与 ACCWS 合办中美学者研讨会

“纪念六方会谈 9·19
共同声明发表 15 周年”

研讨会

中美军控问题二轨研讨会 观摩美国大选线上会议战略与安全大讲堂第五讲 
——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对美战略新视角”
学术研讨会 

“与专家面对面”战略青年座谈第三讲
——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美国大选后的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
CISS 与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学术研讨会

国际传播研讨会、
中国论坛看片会、

中国如何更好对外传播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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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09/27

10/27

09/28

12/14 12/1812/1112/10

10/14

10/11

战略与安全论坛第 14 期：
“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中印关系与

应对周边地缘政治挑战”
学术研讨会

CISS 与布鲁金斯学会第三轮
“中美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对话”

蓝厅论坛
“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分论坛

CISS 深圳分中心成立、
“展望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研讨会、赴深圳企业调研

“美国大选后的国际关系
和中国对外政策”

CISS 与 IISS 学术研讨会

首届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
——“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挑战与机遇”

分论坛

“展望中美关系未来” 
CISS 与 SIIS 合办
中美学者研讨会

“与专家面对面”战略青年讲座第一期
——从外交翻译看中国与世界

“战略青年”项目启动仪式

“与专家面对面”战略青年讲座第二期
——中国外交与大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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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S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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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专家一行先后到访深圳华大基因科技

有限公司和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了解

企业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成果，并与企业相关

负责人交流。

2020 年 12 月 11 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

究中心（CISS）深圳分中心揭牌仪式在清华

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举行。CISS 学术委员、

原中央外办副主任陈小工代表中心致辞。

同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

与中国论坛、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联

合举办 “ 展望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 研讨

会。会议由 CISS 秘书长陈琪主持，CISS 专

家与来自十三家深圳企业的代表就当前中美

关系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CISS 深圳分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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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9 日，CISS 举行第三次学术委员及研究员全会，中心学术

委员及研究员近 30 人出席会议。全会分为两节，第一节主题为 “ 下阶

段中国对美战略 ”，由 CISS 研究员达巍教授主持；第二节就 CISS 秋季

学期研究议题进行讨论，由中心秘书长陈琪教授主持。傅莹主任作总结

发言。

第三次学术委员及研究员全会

CISS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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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活动

16

CISS 积极推荐和支持中国优秀专家和学者出席国际

论坛，并在国际媒体和期刊上发表文章，讲好中国

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2020 年中心主任

傅莹共出席会议 42 场研讨会及对话会，共计发表

中英文文章 29 篇。CISS 学术委员王缉思、姚云竹、

黄仁伟，研究员达巍、周波、李晨等积极参加国际

论坛及会议，积极宣介、阐释和传播中国的理念和

政策主张，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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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7 日，

CISS 主任傅莹出席亚投行 “ 激励日 ” 活动并发表讲话

2020 年 2 月 14-16 日，

CISS 主任傅莹带领中国学者团出席第 56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

介绍中国抗疫努力

2020 年 4 月 29 日，CISS 客座研究员达巍教

授出席印度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举办的 “ 新冠疫情与中美关系 ” 线

上研讨会，并作主题演讲

1.

2.

3.

成员活动

2020 年 5 月 14 日，CISS 主任傅

莹出席德国科尔伯基金会举办的

主题为 “ 面对美中对抗的欧洲 ”

线上研讨会，并作主旨发言 

2020 年 6 月 9 日，CISS 主任傅莹

应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的邀请，

出席中国欧盟商会举办的对话活动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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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9 日，CISS 主任傅莹应中国公

共外交协会邀请，出席主题为 “ 相互尊重、

信任合作 —— 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 ”

的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并发言 

2020 年 6 月 27 日，CISS 主任傅莹应约视频会

见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Dominic Barton）

2020 年 7 月 16 日，CISS 客座研究员李晨

出席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举办的 “ 新冠疫情及其对中印关

系的影响 ” 线上研讨会并发言

2020 年 6 月 29 日，CISS 主任傅莹应约视频会

见挪威驻华大使白思娜（Signe Brudeset）

6.

10.

9.

7.

2020 年 7 月 2 日，CISS 主任傅莹出席北京大

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

际事务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题为 “ 应对新冠疫

情后的中美对立 ” 的视频研讨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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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30 日，CISS 主任傅

莹会见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柯有为

(William Klein)

2020 年 8 月 20 日，CISS 主任傅莹应约

会见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Graham 

Fletcher）

2020 年 7 月 30 日，CISS 主任傅

莹应约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

（Dame Barbara Woodward）

2020 年 8 月 20 日，CISS 主任傅莹应约会见新

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Clare Fearnley） 

11. 13.

12. 14.

成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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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5 日，CISS 主任傅莹应中国南

海研究院邀请，出席在海口举办的首届 “ 海

洋合作与治理论坛 ”，并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2020 年 9 月 23 日，CISS 主任傅莹以线上形式

出席主题为 “ 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建设性开展合

作与竞争 ” 的第六届全球智库峰会 

2020 年 9 月 28 日，CISS 主任傅莹以线上形式出

席 “ 蓝厅论坛 ”，并在 “ 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 ”

分论坛作主旨发言
2020 年 12 月，CISS 学 术 委

员姚云竹与美国企业研究所

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主任科

里 · 舍克 (Kori Schake) 就 “ 新

冷战 ” 等问题接受德国科尔伯

基金会的书面采访，并发表于

其年度报告《柏林脉搏》（The 

Berlin Pulse）上，标题为 “ 选

边站？ ”

17.

15.

16.
18.

2020 年 12 月 16 日，CISS 研 究 员

周波应邀出席美国兰德公司、印度

影响与政策研究院联合举办的 “ 中

印关系僵局：背景与未来 ” 在线研

讨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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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议

21

CISS 致力于打造成战略和安全领域的国际化和专业

化的高端智库，积极举办高质量的国际会议和论坛，

为国内外学者提供对话和交流平台。2020 年，中

心举行线上线下国际会议共 16 场，战略与安全论

坛 9 场，议题涉及国际战略与安全、中美关系、中

欧关系、国际抗疫合作、人工智能治理等，共邀请

中外前政要、专家学者等超过 23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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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
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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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10-12 日，CISS 举行第二届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来自中国、美国、

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等国近 50 位嘉宾围绕 “ 变局下的挑战与选择 ”

主题进行深入的闭门讨论。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主持论坛。外交部副

部长乐玉成应邀出席论坛，并同与会中外嘉宾进行交流。

重要会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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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10 日至 14 日，CISS 连续召开多场以 “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带来的挑战和中国的选择 ” 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围绕美国对华战略演

进、疫情后国际格局变化、全球化前景及中国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

研讨。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带来的挑战和中国的选择”
      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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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2 日，第四届 “ 一带一路 ” 达沃斯论坛在 2020 年世界经济

论坛年会期间举行。该论坛由清华大学发起，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联合主办。本届 “ 一带一路 ” 达沃斯论坛共包含三个

专题讨论会，其中 CISS 承办了 “ 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 ” 讨论会。该环

节由 CISS 学术委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教授主持，主要围

绕如何通过全球治理降低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进行讨论，邀请了来

自美国、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与内地的六位嘉宾，从多个视角共商

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治理之路。

第四届“一带一路”达沃斯论坛
—— 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主题会议

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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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14 日，在慕尼黑安全会

议期间，CISS 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举行 “ 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 ” 项目

对话会。中美学者团分别由 CISS 主

任傅莹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约

翰 · 艾伦（John Allen）带队，部分

中方学者通过视频方式远程参会。此

次会前双方交换了项目第一阶段研

究成果，并在会上进行观点阐述和研

讨。在成果展示后，双方学者就一系

列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包括人工智

能武器目标禁区的划定、比例原则与

人的监管在人工智能安全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训练数据范围的限制、人工

智能规范的构建和风险控制等。

   CISS 与布鲁金斯学会第二轮
 “中美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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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8 日至 29 日，CISS 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DRF）共同主办 “ 新冠疫情与中美合作 ” 视频研讨会。

11 位来自 CISS 的学术委员、研究员及特邀专家，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等智库、高校的 18 位专家学者进行了研讨。

会议由中心主任傅莹主持会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做开场致辞。本次研讨会包含两个议题。第

一节主题为 “ 新冠病毒对中美关系和全球秩序的影响 ”。与会专家从多个视角分析和研讨疫情对中美关系和全

球政治经济秩序造成的影响，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中美合作抗疫的共同认知清单。会议第二节主题为 “ 中

美在应对疫情中的合作 ”，专家们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智库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议。

COVID-19 与中美合作线上研讨会

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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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17 日，世界和平论坛

线上特别视频会议举办第四场分

论坛 “ 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 ”。

CISS 承办此分论坛，中心主任傅

莹主持论坛。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

究院院长、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Kevin Rudd）、清华大学国家

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前全球副总裁朱民、美国加州大

学圣迭戈分校 21 世纪中国研究中

心主任、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谢

淑丽（Susan Shirk）和 CISS 学术

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

长王缉思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并回

答现场提问。

世界和平论坛特别线上会议
—— 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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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29 日，CISS、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耶鲁大学蔡中曾

中国中心与清华 - 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共同举办了主题为 “ 应对中美

关系中的迫切挑战 ” 的线上研讨会。CISS 客座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

校长助理达巍，清华 - 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主持会议。中美

双方共 23 名嘉宾出席并发言，研讨会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科技脱钩、

南海问题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2020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CISS 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以线上方式举

行 “ 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项目 ” 第三轮对话会议。CISS 主任傅莹、美

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约翰 · 艾伦（John Allen）出席并致辞，中美双方

项目成员参会并进行热烈讨论。会上，双方学者就一系列议题展开了

观点阐述和讨论，包括人工智能赋能武器目标禁区的划定、人工智能

赋能武器使用中比例原则的运用与人类监管、对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

限制以及人工智能规范构建和风险控制等。

“应对中美关系中的迫切挑战”
  中美二轨研讨会

  CISS 与布鲁金斯学会第三轮
“中美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对话”

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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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2 日，CISS 联合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与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CAFP）共同举办中美

军控二轨研讨会。会议以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模式举行。出席会议的中方专家包括 CISS 学术委员姚云竹、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驰江、CISS 客座研究员李彬、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伍均、副主任孙向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吴日强、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处长周昶。线上参会

的美方专家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苏珊 · 埃利奥特（Susan Elliott）、美国外交政策

全国委员会亚太安全论坛主任，前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

会董事会主席杰弗里 · 沙弗（Jeffrey R. Shafer）、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高级副总裁扎格里亚（Donald S. 

Zagoria）、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弗兰克 · 罗斯（Frank Ross）、战略风险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安德鲁 · 韦伯（Andrew 

Weber）、前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安妮塔 · 福莱特（Anita Friedt）、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亚太安全论坛项

目副总监罗依 · 丹尼尔斯（Rorry Daniels）、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项目经理李莹（Juliet Lee）等。双方专

家围绕 “ 核政策、现代化和战略稳定性 ” 主题展开坦诚交流。此外，会议就全球战略稳定的走向、美俄裁军条

约存续的前景及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核现代化的基本思路、未来国际军控与裁军对话的可能途径与议题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美军控二轨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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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7日， CISS专家出席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举行的“美国大选后的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学术研讨会。

CISS 高级研究员周波、学术委员黄仁伟、客座研究员达巍、李晨、赵明昊等中方专家出席会议。参与研讨的外

方专家有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郝拓德（Todd H. Hall），前主任、研究员拉纳 ·米德（Rana Mitter）、牛津大学圣 ·安

东尼学院前院长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讲师杰罗姆·道

永（Jérôme Doyon）和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副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许慧文（Vivienne Shue）。

“美国大选后的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
  CISS 与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学术研讨会

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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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9-10 日，CISS 分别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ACCWS）、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SIIS）联合举办

“ 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 ” 系列学术研讨会，邀请中美专家围绕中美关系的历史启示和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参加会议的外方专家有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 · 哈德利（Stephen Hadley）、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

特 · 佐立克（Robert B. Zoelick）、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约瑟夫 · 奈（Joseph Nye）、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主

任葛维宝（Paul Gewirtz）、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莫里斯 · 格林伯格荣誉主任韩磊（Paul Haenle）、美国前

驻阿富汗大使艾江山（Karl Eikenberry）、胡佛研究所杰出军事研究员加里 · 拉夫黑德（Gary Roughead）、美

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及日本研究项目高级副总裁迈克尔 · 格林（Michael Green）、斯坦福大学弗里曼 · 斯

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冯稼时（Thomas Fingar）以及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扎克 · 库伯（Zack Cooper)，

来自 CISS 及合作单位的多位中方专家与会发言。

“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
  系列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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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4 日， CISS 与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联合举办 “ 美国大选后的国际关系及中国对外政策 ”

线上学术研讨会。参加此次线上会议的中方专家有 CISS 研究员周波、达巍、李晨、张熠天，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黄靖、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于铁军、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外方参会专家包括 IISS 国防

与军事分析主任巴斯蒂安 · 吉格里希（Bastian Giegerich）、网络安全和中国问题高级顾问奈杰尔 · 英克斯特（Nigel 

Inkster）、地缘经济与战略高级顾问大卫 · 戈登（David Gordon）、中国国防政策与军事现代化研究员梅亚 · 诺

文斯（Meia Nouwens）。与会专家围绕美国大选后的美欧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未来、欧洲军队与安全防御、

中美潜在的竞争和合作领域等问题展开讨论。

“美国大选后的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
  CISS 与 IISS 学术研讨会

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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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8 日，在首届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上，CISS 成功承办 “ 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

挑战与机遇 ” 分论坛。此次分论坛重点公布和通报了中心与布鲁金斯学会联合研究项目 “ 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 ”

的初步成果，该项目得到博古睿研究院和明德路基金会的共同支持。CISS 主任、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名誉

院长傅莹和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 • 艾伦（John Allen）围绕会议主题作主旨发言。CISS 高级研究员、国际关系

学系教授李彬对联合研究的情况和中方专家关于智能武器风险和治理的思路作了详细介绍。中国电科发展战略

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郝英好、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驰江、博古睿研究院项目副总裁尼尔斯 • 吉

尔曼（Nils Gilman）、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克里斯 • 梅塞罗（Chris Meserole）、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汤姆 •

斯蒂芬尼克（Tom Stefanick）等项目成员，就人工智能的攻击禁区、数据安全风险、对国际法的挑战以及中美在

全球治理上的合作等问题分别发表观点。分论坛由 CISS 副主任肖茜主持。

首届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
——“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挑战与机遇”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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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核军控裁军形势及其影响与挑战”
      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6 月 8 日，CISS 举行 “ 国际核军控裁军形势及其影响与挑战 ”

学术研讨会。会议由 CISS 学术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高级顾问姚云

竹主持。中心学术委员和研究员，以及来自政府机构、军队和大学的专

家学者与会并发言，就国际核军控形势的发展走向及对中国的影响与挑

战、中国应对国际核军控裁军形势变化的新思路与新举措、过去 20 年中

美进行核对话的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建议。

2020年7月3日， CISS举行“疫情冲击下的中美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线上学术研讨会。会议由 CISS 秘书长陈琪和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

杨雷共同主持。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对

外经贸大学、清华大学、中化集团、国家能源集团、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

合作组织等高校和相关机构的近 20 位专家学者参会并发言。

“疫情冲击下的中美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学术研讨会

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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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4 日， CISS 在清华同方举行 “ 对美战略新视角 ” 学术研讨会。会议由 CISS 主任傅莹、客座研究

员周波、安刚主持，CISS 学术委员阎学通、姚云竹、张沱生，客座研究员王帅、樊吉社、胡波、刁大明、赵明昊、

吕晶华、李晨、卞永祖，及特邀嘉宾崔立如、秦亚青、陈东晓、胡鞍钢、李稻葵、黄靖、王鸿刚、王栋、王国

兴、叶玉、陈佳骏等学者参与讨论。会议围绕 “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对美新战略？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构件？ ” 进

行了深入讨论。

“对美战略新视角”学术研讨会



37

战略与安全论坛

“战略与安全论坛”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品

牌论坛，定期围绕战略与安全领域热点话题，邀请国内各

领域专家学者开展研讨。 2019 年已成功举行 6 期，涉

及“一带一路”、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中美关系、中国

的对外传播等议题。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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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的国际战略安全形势与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

“新时代中国国际形象与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3 月 22 日，CISS 举办了 “ 新时代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传播 ” 主题研讨会。会

议由CISS 主任傅莹主持，中心学术委员、研究员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社科院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机构的资深编辑、记者等

30 余人参与讨论。会议认为，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近

年显著提高，“ 中国话语 ” 在世界上的权重不断加大。外界意识到中国日益成为国际

格局和全球体系的塑造力量，普遍希望了解中国的看法和主张，这是中国国际传播面

临的主要机遇。中国人需要更多参与国际论坛发出自己声音，也有必要更多利用国际

平台发表自己的作品。

2020 年 3 月 13 日，CISS 以线上会议形式举办了 “ 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国际战略安全形

势与大国关系 ” 学术研讨会。会议由 CISS 主任傅莹主持，主要围绕 “ 疫情对各国乃

至国际议程的冲击 ”、“ 疫情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冲击 ”、“ 疫情对国际格局和大国关

系的影响 ” 及 “ 疫情冲击下的东亚 ” 四个议题展开讨论。专家学者们认为，在疫情全

球蔓延的背景下，全球化面临更大的倒退风险，中美欧俄大国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迄今仍未形成共对疫情的全球合作，制度竞争的阴影却越来越重。中国应把握机会，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以更积极的姿态和专业化的方式倡议、引导区域和

国际防疫合作，推动改革和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促进中国建设性负责任大国形象

的改善和提升。

战略与安全论坛
第7期

战略与安全论坛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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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产业链安全与稳定”学术研讨会

“美军南海行动与南海形势”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4 月 17 日，CISS 举行 “ 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产业链安全与稳定 ” 学术研讨

会。会议由中心主任傅莹和学术委员陈小工、姚云竹共同主持，中心学术委员、研究

员以及特邀嘉宾 20 余人与会并发言。与会专家学者着重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全球产业

链调整特点和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认为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行，

导致经济全球化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全球产业链调整实际早已开始，一些离岸外包

被近岸外包取代，中外企业均有参与，中美贸易战升级后更呈加速之势。疫情将促使

主要经济体进一步重思产业布局和供应链安全问题，中国企业也有动力更加积极地参

与全球布局，部分制造业产能自中国向外迁移的趋势可能加剧。

2020 年 4 月 7 日，CISS、中国论坛与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 “ 美军南

海行动与南海形势 ” 线上学术研讨会。会议由 CISS 学术委员姚云竹、客座研究员安刚、

胡波共同主持。CISS 学术委员陈小工、张沱生，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南京大

学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锋、《现代舰船》主编崔轶亮等 18 位专家学者参会。

会议围绕 3 月 28 日 “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SCSPI）发布的《2019 年美军南海军

事活动不完全报告》展开评议，并对美军南海行动趋势及影响进行了深度讨论。

战略与安全论坛
第9期

战略与安全论坛
第10期

战略与安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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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大会后的抗疫形势与应对”学术研讨会

“当前我国外部舆论环境的分析及应对”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CISS 举行 “ 世界卫生大会后的抗疫形势与应对 ” 线上学术研讨会。

会议由 CISS 秘书长陈琪主持，中心研究员及特邀嘉宾约 20 人与会并发言。会议就如

何加强国际合作战胜疫情，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推动国际组织引领抗疫合作等问

题进行深入讨论，并提出具体对策建议。与会专家认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需要

国际间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欧盟与广大发

展中国家是推进国际抗疫合作的多边主义支持力量。在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过程

中，应坚持抗疫防疫合作与经济合作并重的理念。同时注意，由于国情和体制上的不同，

中国的防疫经验和做法未必适用于其他国家。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应强调增加世界卫生

组织为核心的网络能力建设，立足于为国家的本土防疫赋能。

2020 年 4 月 20 日及 5 月 16 日，CISS 举行 “ 当前我国外部舆论环境分析及应对 ” 学术

研讨会。会议由 CISS 主任傅莹、中国论坛秘书长张立荣及 CISS 客座研究员达巍共同

主持，中心学术委员、研究员与来自国内著名高校、媒体的 20 余位专家与会并发言。

研讨会就当前我国外部舆论环境、下阶段我国外部舆论环境预判展开讨论，并提出具

体对策建议。与会专家分析当前海外涉华舆论的总体形势，认为近几年，我国外部舆

论环境日趋消极，我国面临严重形象修复等挑战。针对美西方污名化，我们应坚决抵制。

针对不实言论，我们可更多提供真实和准确的信息。

战略与安全论坛
第11、12期

战略与安全论坛
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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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中印关系与应对周边地缘政治挑战”
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9 月 27 日，CISS 举行 “ 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中印关系与应对周边地缘政治挑战 ”

学术研讨会。会议形式为线上线下结合，近 20 位中心研究员及嘉宾与会并发言。研讨

会由 CISS 研究员周波主持，分为 “ 当前中印关系走向研判及相关政策评估 ” 和 “ 大

国竞争与中国周边地缘挑战 ” 两节展开讨论。

战略与安全论坛
第14期

2020 年 11 月 7 日，CISS 举行 “ 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 学术研讨会。中心研究员

及特邀嘉宾 20 余人与会并发言。会议由 CISS 主任傅莹主持，分为 “ 美国大选后的

政策走向 ” 和 “ 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及工具箱 ” 两节展开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

为，中美关系迎来机遇空间，中国应主动作为，尽快开展两国在疫情防控、人文交流、

经贸谈判、军备控制等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先行为未来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战略稳定

框架。

“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

战略与安全论坛
第15期

战略与安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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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安全大讲堂

CISS 开设 “ 战略与安全大讲堂 ”，旨在通过邀请国际关系领域知名专家为

学生带来精彩课程。2019 年已成功举办 4 讲，分别邀请美国前常务副国务

卿詹姆斯 · 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耶鲁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专

家温德尔 · 瓦拉赫（Wendell Wallach）、英国前外交大臣大卫 · 米利班德

（David Miliband）、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 · 哈德利（Stephen 

Hadley）开展讲座活动，为学生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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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被认为是 “ 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 ”。疫情冲击下，本

次大选不确定性增加，选举结果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11 月 5 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邀请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

院院长王缉思，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

长朱锋，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达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

明等四位中心学术委员、客座研究员及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做客战略与安全大讲

堂第五讲暨 “ 时事大讲堂 ” 第 250 讲，钛媒体国际事务合伙人、央视前著名国

际对话主持人杨锐担任主持和点评。与会嘉宾以 “ 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 为

题展开热烈讨论，为清华师生解读大选形势和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共话全球治

理战略格局。本次活动由共青团清华大学委员会、清华大学学生全球胜任力发

展指导中心、CISS 联合主办。

战略与安全大讲堂第五讲

战略与安全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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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坛

“中国论坛”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在上

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支持下，于 2019 年建立

的常设项目。主要目的是推荐和支持国内优秀学者、

前官员、企业家和媒体代表出席国际会议，在国际

国内媒体发表文章，制作发布视频音频，介绍中国，

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

主席：傅莹

副主席：李世默

委员：张立荣（秘书长）、韩桦、肖茜、李波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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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办会 & 推荐专家参会

中国论坛特邀嘉宾、前国务委员戴秉国、中国论坛主席傅莹与数位中国论

坛特约专家出席英国迪驰力基金会举办的主题为“世界秩序：当前意味着

什么？”的线上研讨会。

中国论坛举办“中美关系走向及国际新形势”

讨论会。

中国论坛与英国迪驰力基金会合办“后疫情

时代的中国与欧洲”线上研讨会。

中国论坛举办主题为“中国如何更好地与世界交流”的国际传播研讨会。

2020/12/03-042020/11/06

2020/06/25 2020/09/26

中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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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坛定期采访政要、知名学者

并制作《大咖说》、《中国论坛·现

场》等系列视频

媒体传播

2020 年 9 月，中国

论坛特约专家、中

国前驻德国大使史

明德就中欧关系接

受了中国论坛执委

韩桦的专访。

2020 年 8 月，外交

部副部长乐玉成接

受中国论坛执委韩

桦的专访，回答了

七个关于中美关系

的重要问题。

2020 年 9 月 28 日，

中国论坛参与承办

蓝厅论坛，并录制

会议现场、制作视

频集锦。

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参加国际会议的发言材料、见闻
思考、观点评论，在中国论坛的推荐下，以新闻稿、
专访、专栏文章等形式在国内外主流媒体发表。
2020 年发表数量超过 50 篇。

2020年2月3日，《纽约时报》
头版刊登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周波的评论文章 “ 中美能够
竞争共存 ”。

2020年2月7日，《金融时报》
网站发表中国论坛副主席李
世默专访文章 “ 你怎么封堵
一个 14 亿人的国家？ ”

2020 年 6 月 12 日，德国《国
际政治与社会》杂志发表上
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中
国论坛特约专家姜锋的评论
文章 “ 口罩不是为了搞政
治 ”。

外媒发文视频制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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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

CISS 积极承担各类课题，紧跟国际形势变化，努力

做好基础研究，为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与世界知

名智库合作研究、加强对话与交流，建设世界一流

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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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S 注重与国际顶尖智库开展项目合作与交流。

目前，已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美国

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团队、能源基金会开展合

作研究项目，研究领域涉及中美利益的重合与分

歧、中美关系、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中美能源

合作等广泛内容。与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英国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瑞士

人道主义对话中心等机构就国际秩序等不同议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

研究成果

中心成立不到 2 年时间，已承接国家社科重大课

题 1 项、国家高端智库课题 5 项、外交部、工信部、

科技部等委托课题 5 项。向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部

门报送 150 余期内部报告，涉及中美关系、中欧

关系、中印关系、抗疫合作、军控、国际秩序、

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等，为决策提供参考，多份

报告和课题成果获得较高评价。

积极承接国家课题，
报送政策研究报告

与国际顶尖智库开展项目合作

2020 年 CISS 承接项目

1.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我主场外交政治设计和工作建议

2. 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国际发展路径研究

3. 中美战略 30年前瞻

4. 对当前及今后几年国际局势的总体分析研判

5. 外事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6. 大国政治变化下的中印关系的定位与思考

7. 中长期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思路和对策研究

8. 在对美关系上主动出牌，应对紧迫挑战，筹备政策 “工具箱 ”

9. 当前中国国际形象与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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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15 日，《参考消息》刊登清华大

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组织中心专家学者对

美 “ 战略指针 ” 的回应。

2020 年 4 月 29 日，《经济学人》杂志网站发

表 CISS 主任傅莹文章《新冠病毒疫情之后

的世界》。

2020 年 11 月 24 日，《纽约时报》刊登 CISS

主任傅莹文章 “ 中美构建合作 - 竞争关系是可

能的 ”，并获《人民日报》转发。

2020 年以来，中心学术委员及客座研究员在《参考消息》、《经

济学人》、《纽约时报》、《南华早报》、中美聚焦等国内外知名

媒体、期刊共计发表文章 50 余篇。

智库专家学者在国内外媒体上积极撰文

2020 年 CISS 承接项目

1.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我主场外交政治设计和工作建议

2. 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国际发展路径研究

3. 中美战略 30年前瞻

4. 对当前及今后几年国际局势的总体分析研判

5. 外事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6. 大国政治变化下的中印关系的定位与思考

7. 中长期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思路和对策研究

8. 在对美关系上主动出牌，应对紧迫挑战，筹备政策 “工具箱 ”

9. 当前中国国际形象与国际传播

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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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特色文宣产品

截至目前，已刊发 257 期（2020 年 248 期）《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动态》，17 期（2020 年 9 期）《国际战略与安

全研究报告》，4 期《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动态》。其中《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动态》坚持每工作日刊发，及

时跟踪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界最新动态，为国际关系学者及学生提供最前沿信息，获得一致好评。 

CISS 报告

报告 9 也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 安刚

报告 10 国际生物安全治理：议题与争论 贺刚

报告 11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安刚、王一鸣、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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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 1 月 1 月开通微信公众号至今，共发表

了 800 余篇文章、视频等，其中 260 余篇原创文

章，获 14000 余人关注。自年初中心网站（http://

ciss.tsinghua.edu.cn）上线至今，获近 7 万点击量。

自 2020 年 3 月 30 日开通今日头条账号至今，已

获得了超过 7 万人的关注。

自 2020 年 4 月 14 日开通设立 Twitter 账号以来，

已发送 120 余篇推文；

2020 年 10 月底，中心开设 Apple Podcast 及 Stitcher 

Podcast 账号（CISS Podcast），旨在通过主流自媒

体平台宣传中国外交政策，发出 “ 中国声音 ”。在

Podcast 平台上，中心已向全球发布了 7 期 Podcast 音

频节目，主要宣传中方专家在中欧关系、中英关系、

中美关系及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观点与立场。未来，中

心还将继续通过该类境外社交媒体及自媒体平台推广

国内专家的研究成果，对标国际主流智库，更好地宣

传我国外交政策。

@China Forum微信公众号 CISS Podcast@CISSTsinghua 今日头条号

报告 12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 李岩、达巍

报告 13 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与应对 赵明昊

报告 14 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关系 傅莹

报告 15 美对华战略调整与中国的选择 CISS专家

报告 16 大选背景下的美国对华政策走向 赵明昊

报告 17
把握“机会之窗”，稳定中美关系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者一席谈 CISS专家

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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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教育

52

作为高校智库，CISS 也注重人才培养，承接清华大

学《当代世界与中国》公选课的授课任务，全年举

办讲座和授课 10 余场，创办“战略青年”项目，

指导成立“清华大学学生全球战略协会”, 致力于培

养有战略眼光、有国际视野的青年学生和学者。



53

面向未来

青年主导 多元参与

中心指导与资源支持 面向高校学生、青年研究员、
政府部门青年从业者

为青年提供知识获得、写作分析、演讲口才等多方面能
力提升的机会

以丰富的资助和推荐机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面向未来
的战略与安全青年后备人才

青年自主策划与组织

培养模式与目标
战略与安全中心

秘书处
秘书长、副秘书长、人事内联负责人
学术部长、联络部长、媒体部长

战略青年会员

学术部 联络部 媒体部

战略青年项目

战略青年项目是面向国际问题领域的青年学生和青年专业

从业者的研究交流组织，作为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

指导下的专门项目运行，由青年自主组织，通过讲座、研

讨会、圆桌及年度大型论坛等多样形式，培养有战略眼光、

有国际视野，能够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青年学生和学者，

推荐并资助其中的优秀人员去国际论坛学习、观摩和发言，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项目介绍

联谊政府、企业、海外智库

战略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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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1 日， CISS 举办战略青年

项目启动仪式。CISS 客座研究员达巍、

李晨、姚锦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孙成昊及外交部政策规划司

两位青年外交官应邀作主题发言并与现

场青年交流，CISS 中心副主任肖茜主持

启动仪式。

2020 年 10 月 14 日，CISS 举办 “ 与专家面对面 ”

战略青年讲座第一期 “ 从外交翻译看中国与世界 ”。

外交部翻译司副司长戴庆利应邀担任本次讲座的主

讲人并与现场学生互动，CISS 中心副主任肖茜主

持讲座。

战略青年
项目启动仪式

“与专家面对面”战略青年讲座第一期
从外交翻译看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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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8 日，CISS 举办 “ 与专家面对面 ” 战略青年讲

座第二期 ——“ 中国外交与大国之路 ”。外交学院副院长、中

国论坛特约专家王帆教授应邀担任本次讲座的主讲人并与现

场青年互动。中国论坛秘书长张立荣、执委韩桦出席讲座。

2020 年 11 月 13 日，CISS 举办 “ 与专家面对面 ” 战略青年

讲座第三期 ——“ 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清华大

学国际关系学系孙学峰教授应邀主讲并与现场青年互动，

CISS 中心副主任肖茜主持本场讲座。

“与专家面对面”战略青年讲座第二期
中国外交与大国之路

“与专家面对面”战略青年讲座第三期
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56

2020-2021学年秋季学期清华大学本科生公选课
《当代世界与中国》公选课

日期 课题 授课老师

第一讲 9 月 16 日 全球大变局与中国大战略 赵可金

第二讲 9 月 23 日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赵可金

第三讲 9 月 30 日 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上） 章百家

第四讲 10 月 7 日 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下） 章百家

第五讲 10 月 14 日 中美人文交流：历史与现实 达　巍

第六讲 10 月 21 日 全球能源与气候治理 邹　骥

第七讲 10 月 28 日 美国政治与 2020 年大选 刁大明

第八讲 11 月 4 日 中美关系中的军事安全问题 姚云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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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与中国”课程是面向清华大学全体本科生的公选课，主要介绍当代世界

格局与国际关系焦点问题，帮助学生立足中国、放眼全球，掌握国际问题的基本分

析思路，学会理性、平和地认识世界。

日期 课题 授课老师

第九讲 11 月 11 日 美国的战略调整与世界秩序变迁 刁大明

第十讲 11 月 18 日 科技进步与百年战争演变的思考 李　莉

第十一讲 11 月 25 日 中美关系：历史·现实·展望 王缉思

第十二讲 12 月 2 日 核武器、核战略与国际核秩序 樊吉社

第十三讲 12 月 9 日 朝核问题与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 樊吉社

第十四讲 12 月 16 日 理性平和看世界：超越现实主义 达　巍

第十五讲 12 月 23 日 南海、海洋法与国际秩序 师小芹

战略青年项目



58



59

4
关于CISS 

59



6060



61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是清华大学校级研究

机构，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旨在打造国际战略和

安全领域的国际化和专业化的高端智库。中心有两大目

标：一是就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以及战略与安全等问题

开展研究，跟踪形势变化并做出判断，为决策提供参考

意见和建议；二是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宣介、阐释和传播中国的理念和政策主张，增进国际社

会的了解，提升清华大学在战略与国关界的国际影响力。

研究中心以战略与安全、外交与国际关系等问题为

主要研究领域，以全球秩序、国际安全治理、人工智能

与国家安全等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实行管委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主任由清华大学

兼职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荣誉院长傅莹担任。中心设

立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术指导和顾问机构，并设立咨询委

员会和发展理事会作为顾问机构。研究中心下设五个分

中心和一个秘书处，分别是国际安全治理研究分中心、

中美关系研究中心暨新技术与国家安全跨学科研究分

中心、亚太海洋安全与治理研究分中心、地区安全风险

研究中心、战略与政策咨询部和中国论坛秘书处。

CISS 简介

CISS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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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

中心已建成稳定的学术

研究力量，现有学术委

员 11 人，研究员与客

座研究员 20 余人，均

为战略与安全、国际问

题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

傅　莹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
全研究中心主任

章百家

历史学家、华东师
范大学特聘教授

姚云竹

军事科学院原中美
防务关系研究中心

主任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
研究院院长、教授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
研究院院长、教授

陈小工

中央外办原副主任、
空军原副司令员

薛　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
院院长、教授

黄仁伟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
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执行院长、特聘教授

张　钹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
研究院院长、中科院

院士

张沱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
究基金会研究员

刘涛雄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

研究员

陈   琪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长聘教授、战
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秘书长

安　刚

《世界知识》杂志
编辑

刁大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副教授

董　汀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
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达　巍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
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卞永祖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
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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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

李　莉

西工大国防创新中心
主任

胡　波

“南海战略态势感
知计划”主任

周　波

前中央军委国际军
事合作办公室安全

合作中心主任

朱荣生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
全研究中心博士后、

助理研究员

邹　骥

能源基金会北京办
事处总裁、原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战略

中心副主任

师小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研究员、中国
南海研究院研究员

宋　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
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马国春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
全研究中心博士后、

助理研究员

李　彬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教授

李　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余   翔

中国建设银行研究
院高级研究员

曾　毅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中英人工智能伦
理与治理中心主任

李睿深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信
息科学研究院高工

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
究院研究员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
发展研究中心人工
智能研究室主任

张熠天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
金会网络政策项目

访问学者

吕晶华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院发展中国家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姚锦祥

贺　刚

外交学院讲师

樊吉社

中共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国际
战略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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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

行政人员

傅　莹

徐峥嵘

王　洁

国　佳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
全研究中心主任

CISS 办公室主任

CISS 行政助理

CISS 中国论坛

项目主任

陈　琪

黄萧嘉

陈　曦

武一琪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
全研究中心秘书长

CISS 研究助理

CISS 行政助理

CISS 中国论坛

项目专员

赵可金 肖　茜

周武华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
研究中心副主任、社
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教授

张　奕

CISS 研究助理

许馨匀

CISS 中国论坛

项目专员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
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副处长

CISS 文宣专员





ciss@tsinghua.edu.cn

010-62771388

清华大学明斋 217室 /清华同方科技广场 B座 1908室
http://ciss.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