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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2021 智库周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加强复旦智库的品牌建设，全方位提升复旦智库的影响力，复旦发展研究院于 5 月

10 日至 29 日期间，组织开展了“智库周”系列活动。共有校内外 16 家机构参与其中，举办

了形式多样的各类学术活动共计 18 场，90 余位专家学者做了主题发言，850 位校内外（线

上线下）专家学者、青年学生参与活动，围绕中外人文交流主题集中发布复旦智库报告 6 份。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VPPFM9UqIxDLnW5cMIWh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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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 - 欧洲中国研究中心（奥斯陆）开幕报告会举行

5 月 18 日，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复旦大学 2021 智库周系列活动暨复旦 - 欧洲中国研究中
心开幕报告会在线上线下同时举行。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奥斯陆大学校长斯万·斯杜伦（Svein 
Stølen）在线出席会议并致辞，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以后，以气候变化、
大脑健康以及文学与未来想象为主题的三场报告会分别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奥斯陆大学、耶鲁
大学、隆德大学等高校的近 30 位学者和专家针对上述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

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政策逻辑 ——复旦发展研究院举办 2021 智
库周系列活动暨校庆报告会

5 月 25 日，复旦大学 2021 智库周系列活动暨复旦发展研究院校庆报告会会在线上线下同时举行。
报告会以“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政策逻辑”为主题，由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
学研究中心教授杨庆峰主持。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发展研究
院高级顾问陈家宽教授，发展研究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 大气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汤
绪教授担任本次报告会的评议和总结。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张怡，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昊等复
旦师生出席本次活动。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MqsddfyJx9S_M7w1llqMZg
https://mp.weixin.qq.com/s/QehXHQN42Psrp37Q2RDc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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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9 日上午，智库周最后一场学术活动“民心相通与持续开放 新发展阶段的中外
人文交流”学术研讨会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和复旦发展研究
院主办。来自复旦发展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中外
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欧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经济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等智库和院系的专家学者，“双一流”建设办公室、国际合作与交
流处等部处负责人，以及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华大学、上海科学技术政
策研究所、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兄弟高校和机构的代表参加了研讨。

书信留存着一代学人的心灵图景——“夏氏书信与海外
中国文学研究会”举行

今年是夏志清诞辰 100 周年，简体版《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五卷本经夏志清太太王
洞女士授权，苏州大学季进教授注释整理，由活字文化完整推出。5 月 7 日，由复旦
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协办的“夏氏书信与海
外中国文学研究会”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二十多位来自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参与研讨。
作为书信集的主要编者，也是此次活动的召集人季进从情感史、学术史、文化史和个
人史四个方面肯定了书信集整理与研究的重要价值。“这些书信展现了作为知识分子
的夏氏兄弟如何凭借个体努力不断对话现实，增延历史。”

“民心相通与持续开放 新发展阶段的中外人文交流” 学
术研讨会举办，复旦大学 2021 智库周系列活动圆满收官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jzLK09Y3sOXGPh93PKNikw
https://mp.weixin.qq.com/s/9DXp4wCMyOb5grKVyxfg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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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经济金融

张军：
What Explains America’s Antagonism 
Toward China?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view of China as a strategic rival has 
taken ov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mainstream, with leaders largely 
choosing confrontation over cooperation. Two features of this 
shift stand out: how quickly it occurred,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Americans – and their leaders – have united behind it.

孙立坚：
打击比特币炒作，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质
近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在会议中指出，
“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金
融委的重磅发声，向市场传递了金融监管部门对于比特币的严监管态度，
也是对于近期比特币市场炒作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一次有力回应。虽然从
比特币自身的“去中心化”属性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比特币等加密货币
或许还会存在一定的需求，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加强比特币交易监管对于
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具有重大意义。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机遇与挑战
2035 年虹桥国际枢纽要全面建成“一核两带”，覆盖沪苏浙区域；而关
键是在“三功能四着力”的特色体现。“三功能”是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要围绕大交通、大会展、大商务三大功能。“四着力”则是指着力建设国
际化中央商务区、着力构建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着力提高综合交通管理
水平、着力提升服务长三角和联通国际的能力。事实上，从去年的数据看，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已经做的相当不错，域内经济总量接近 2.3 万亿元，已
经上了万亿元的能级。具体而言，虹桥国际枢纽的功能定位的理念要新，
目标要准。

>> 全文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UBONw_j05oCzLyctSkUK8g
https://mp.weixin.qq.com/s/Tcjnp2fuQKh9_Sj_ffSdzw
https://mp.weixin.qq.com/s/J0aIDnuZjlSThI_N-I9N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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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巴以冲突，中国能做什么？

今天的内容讲巴以冲突。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武装冲突引发了各方的关
注，之前王毅外长到中东六国出访的时候，对于整个中东地区有过一番
描述：从历史上的人类文化高地，到现在当今世界的安全洼地，源自于
域外国家把中东地区当成一个地缘政治争夺的对象。这番话当时听起来，
我们对它的理解还相对比较抽象，停留在某些概念和术语的层面。已经
持续了 5 天而突然升级的巴以冲突，让大家明显感觉到了什么叫“世界
安全的洼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问题，是整个中东地区的核心焦点
之一。在全球面临新冠疫情风险的情况下，这个洼地呈现出一种激烈冲
突的场面。所有对人类的共同命运，对基本人道主义有着关切的人们，
都会感到痛心、焦虑，同时也会有一丝疑惑，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办法
得到有效解决？

我们如何看待欧盟出台的人工智能监管草案？

2021 年 4 月 21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名为“Laying Down Harmonised 
Harmonised Ru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And Amending Certain Union Legislative Acts”的草案，对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进行了风险评定。根据这份草案，欧盟将全面禁止大规
模监控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信用体系，同时对特定领域的“高风险”
应用进行严格限制。这一草案是迄今为止，尝试规制人工智能发展的最
为系统的构想之一，人们可以从中发现，更加倾向于关注个体化权益，
看中隐私保障，并愿意为其承担相应成本的欧盟，准备如何对人工智能
相关的技术创新及其实践运用进行有效的规制。

>> 全文

>> 全文

https://fddi.fudan.edu.cn/b8/14/c18965a309268/page.htm
https://mp.weixin.qq.com/s/OA-V1JWuNmP2wy0EvY4qVA


Ejaz Hussain：“Higher than the 
mountains, deeper than the seas”

In order to improve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Pakistani 
authorities have to tackle terrorism at multiple levels. 
Strategically, the country needs to engage with its neighbours 
especially Afghanistan meaningfully. China can play a role by 
encourag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BRI. Politically, 
Pakistani government needs to devise a workable strategy 
to deal with locally active extremist and insurgent groups. 
Ideologically, there is a growing need to conceive and 
implement a pluralist narrative to ideationally counter the 
hate mongers in the society. Above all, China and Pakistan 
have to play a central role by reinforcing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nationally and extra-regionally.

08FDDI观点·区域发展
08FDDI观点 · 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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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骄：
美国智库联合中国专家撰写中美战略报告的启示

智库报告是智库对外传播研究成果，增加影响力，并参与到决策过程的

重要方式。常见的公开智库报告主要由一位或者多位作者围绕同一个主

题进行撰写，主要内容是分析问题，研判趋势，并提出政策建议或解决

方案。对于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也有智库会邀请持不同观点的专家学

者进行辩论，并把双方的意见都记录下来，供决策者参考。无论采取何

种形式，智库报告都应当满足三项基本要求：第一，回应决策者或委托

人的需求；第二，尊重客观事实；第三，平衡各方立场。美国的智库行

业尤其发达，各类智库报告层出不穷，也成为美国影响世界和世界认识

美国的重要窗口。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H21yBkTIuw5OtxRri7-PbA
https://mp.weixin.qq.com/s/viKo7-1Fq9UKG4qooim_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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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军波：
理性看待G7外长会议，无需过分强调“联合威胁”
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3 日在英国伦敦开幕，值得注
意的是，这次外长会议不
仅邀请了 G7 成员国，还
邀请了印度、韩国和澳大
利亚等非 G7 成员国，整
个会议都将中国置于讨
论热点。重提人权问题，
支持台湾参加世卫论坛，
避谈全球抗疫合作，提议
建立“对中国举动协调回
应”的 G7 磋商机制……
一场经济峰会变成了“中国讨论会”。这场近两年来 G7 外交部长首次面
对面的会议于 5 月 5 日闭幕，与会方发表联合声明称将致力于加强开放
社会、共同价值观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文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学术
助理王宇景访谈整理而成。

09

邢丽菊：
加强中韩人文交流，助力两国友好发展

2021 年是中韩文化交流启动之年，明年又是中韩建交三十周年。正所
谓“三十而立”，建交三十年正好是给我们一个反思中韩关系将来如何
更好地向前发展的良好契机。尽管遭遇了萨德事件这样的曲折，但两国
依旧邻里情深，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两国相互援助，更加深化了两
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今年的文化交流年为契机，今后中韩两国人文交
流有望迎来一个比较好的转机。本文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学术助理白珍基
于访谈整理而成。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BjX0R9s7Xpb7uIN0B58HaQ
https://fddi.fudan.edu.cn/db/bd/c18965a31839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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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昌建专访彭希哲教授 | 人口普查数据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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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蒋昌
建就刚出炉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大家关心的问题
对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人口
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教进行了微视
频专访，以下为前三期的文字整理。

· 人口红利问题

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人口红利的荣枯线有可
能是在 2030 年。到那时，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人口红利（或者更严格一点说是收获人口红利
的机会窗口）已经彻底关闭了。这是个比重关系，
就是能够干活的人和需要抚养的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我们为了延续这种人口红利，鼓励大家
多生点小孩，但是多生小孩就意味着我们需要
负担的人更多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会使
荣枯线更快地到来。但从长远来说，它可以减
弱未来人口负债的严重程度。

· 出生率问题

我们现在如果用 OECD 公布的各国关于家庭和
生育的数据作为参考，法国现在总和生育率到

1.8，英国是 1.7；生育率比中国低的（发达国家）
现在还有西班牙、意大利，也包括日本、韩国。
那么现在大部分的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
原来也是到 1.5、1.4 这个状况，近几年它的总
和生育率有所回升。所以如果中国的生育率是
1.3，应该是一个非常低的总和生育率水平。

· 如何认识老龄化社会的来临

人口对于我们国家未来社会经济有影响。我们
现在有一些对未来的恐慌或担忧，是基于把
现在或者工业革命时代的劳动力和社会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外推到 2050 年或者更长的时
间，由此觉得这个社会可能会因为年轻劳动力
越来越少而使得经济走下坡路。这是我们在做
对未来研究时的一种外推方法，但是我们现在
觉得未来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按照传统的经济
模式、劳动就业市场来说年轻人少了有问题，
工作的人少了有问题。但如果说我在一种新的
就业模式呢？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需要这
么多劳动力？

>> 全文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vPTkp7kTBh7FiQbYWR5rvw
https://mp.weixin.qq.com/s/hOpNq_Im00qowVa1i5LgLQ
https://mp.weixin.qq.com/s/i1AJ3gu-Gd5gYUFK6w_l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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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希哲：
人口数据官宣 “摸家底”后如何补“短板”？

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开启于上世纪 90 年代，未来或将还有 10 年可

以继续享受“人口红利”，当“人口红利”关闭窗口后，接踵而来的就是“人

口负债”。这也是生育率快速下降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对社会经济发展

产生的必然影响。也意味着，在前期享受到“人口红利”的同时，必然

要准备好在后期承担“人口负债”。而要应对这一问题，应当未雨绸缪，

投资教育、投资于人力资本，使未来的人们能够用较少的劳动力创造出

更多财富，是的社会经济能够持续均衡的长期发展。
>> 全文

https://fddi.fudan.edu.cn/d3/da/c18965a316378/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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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绪：

中国的气候治理决心和
行动为世界树立标杆

Accord ing to  the  landmark 

climate pact, each country should 

implement its NDCs that they 

submitted from 2020 and update 

their targets before year-end. Up 

to now, more than 70 countries 

have submit ted new NDCs , 

among which about 30 countries 

have set targets for carbon 

neutrality, net-zero emissions 

or so called climate neutrality 

through laws and/or edicts . 

Among others, China’s climate 

ambitions and decarbonization 

efforts have impressed the world.

李琴：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
创新中做更多探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我国推动生态

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的一场深刻变

革，也是一次全新的实践探索。近

30 年来，国际上有生态系统服务付

费（PES）等类似实践，在生态保

护补偿、生态产权交易、经营开发

利用、政策制度激励等方向上已有

成功案例。从国际案例上看，一些

发达国家形成了以系统化的制度体

系、多元化的激励体系、契约化的

公私合作体系以及市场化的交易体

系为主体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实现

体系。成功经验主要有三条：一是

以法律、资金、技术、监管等制度

体系为坚实保障；二是让清晰的产

权制度体系和发达的市场交易机制

发挥重要作用；三是用多元化的激

励计划作为调节生态产品供求主体

间矛盾的重要手段，吸引多方参与。

FDDI12

观点 · 生态环境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eF8GkYgxYfLgP5SIFztI-A
https://mp.weixin.qq.com/s/1UULHJJSuKAvDOkYA57s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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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欣 杜晓馨：

跨境科研合作背景下加强学
术人研究伦理教育的意义

高校是社会开展学术活动和科研创新最

为集中的组织机构。因而，高校的学术

研究伦理水准不仅是整个学术圈伦理文

化形成的根本；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内的

高校而言，形成三地互认共识的学术研

究伦理规范更是建设国际化科研团队、

持续开展跨境科研合作、分享科研成果、

共创产学研合作发展之路以及实现区域

联动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笔者认为，

构建共识性学术研究伦理文化的核心是

对学术人研究伦理规范的培养。这里的

学术人应包含教科研人员、行政管理人

员和全体学生。

2021 年 4 月 16 日晚，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

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新书讲谈会在腾讯会议

云端举行，主讲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弗雷多

尼亚分校历史系副教授范鑫携其新著 World 

Hist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 

The Twentieth Century（《二十世纪中国的

世界史学和民族认同》），与听众分享了其研

究经历与心得体会。范鑫教授曾于 2018 年担

任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本次讲谈会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华文明

国际研究中心副教授章可主持，邀请美国罗

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

座教授王晴佳和美国

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

郡分校历史系副教授

宋念申担任与谈人。

本文系范鑫教授讲座

整理稿，末附与谈学

者发言的简要整理稿。

范鑫：

二十世纪中国的世
界史学和民族认同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t7KuiIFuZwjigzqbHmzFAQ
https://mp.weixin.qq.com/s/sSE7yyun1RY0Leg_SZ7hCg


报告
0101 复旦-ZEW 经济景气指数第93 期发布：中国经济景气指数上扬释放结

构优化信息，美国经济回暖挑战新兴市场货币金融稳定

0202 复旦智库报告（总第38 期）：新中国70 年中外人文交流的经验与启示

0303 复旦智库报告（总第39 期）：后疫情时代的中外人文交流

04 04 复旦智库报告（总第40 期）：一带一路沿线人文资源梳理及应用策略

05 05 复旦智库报告（总第41 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战略研究

0606 复旦智库报告（总第42 期）：中欧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务实合作项目

建议

0707 复旦智库报告（总第43 期）：中外人文交流智库建设研究

FDDI



报告

复旦 -ZEW 经济景气指数第 93 期发布：中国经济景气指数上扬释放
结构优化信息，美国经济回暖挑战新兴市场货币金融稳定

2021 年 5 月 23 日，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 (FDFRC)
发布第 93 期 CEP 的调查结果。本次共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1. 中国经济的景气指数从 40.00 上调至 47.37，美国经济的
景气指数从 10.00 上调至 18.42， 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
从 0.00 下调至 -5.26；

2. 未来 3 个月中国的通胀率为 1.00%，未来一年的通胀率为
1.64%；

3. 本期发布的金融行业指数与 4 月调查结果相比，专家对金
融行业的景气指数预期均出现下调；

4. 与 4 月调查结果相比，调查对象各地区中经济景气指数均出现下调。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邀请相关专家对 2021 年 5 月《复旦 -ZEW 经济景气指数》
报告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并与 2021 年 4 月的复旦 -ZEW 景气指数报告对比分析，结

合目前的经济形势形成了以下 3 个主要观点：

1. 中国高质量发展京津冀领跑

2. 人民币会短期升值长期贬值

3.  推动双循环战略要稳中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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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FSFDPlw93rWAeBOa9cKljg
https://mp.weixin.qq.com/s/hV1tDxNZGIHGPq0RH3YfeA


复旦智库报告（总第 38 期）：
新中国 70 年中外人文交流的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外人文交流的发展与成就，带来了经验启示：

一是始终围绕总体外交的中心任务和核心挑战开展工作；二是坚持

人民在外交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三是国家的发展进步是人民

对外交往的基础和保障；四是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处理好“官

民”“央地”“政经文”三对关系；五是超越权力政治和文明冲突，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复旦智库报告（总第 39 期）：
后疫情时代的中外人文交流

报告分析了后疫情时代的新形势、新特点、新挑战后，针对如何更

好地开展中外人文交流提出了建议：一是坚决落实元首外交对中外

人文交流的高层引领；二是切实把握中外人文交流的本质要求；三

是努力完善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四是大力创新中外人文交流方式。

FDDI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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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

>>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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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复旦智库报告（总第 40 期）：
一带一路沿线人文资源梳理及应用策略

报告对“一带一路”沿线人文资源做了梳理，分析了“一带一路”

建设中人文资源应用的经验，并以欧盟文化资源应用为例介绍了人

文资源应用的国际经验，最后提出了人文资源运用的策略建议：一

是加强统筹规划，二是做好配套机制建设，三是要完善活动设计。

复旦智库报告（总第 41 期）：
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战略研究

报告指出教育交流合作在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建设和人文交流活动中

发挥着基础性、广泛性和持久性作用。其课题组提出了高等教育促

进中外人文交流战略的构想：立足高等教育基本职能，着力扩大中

外人文交流的对象和内容，形成有出有进、零散结合的交流机制。

>> 全文

>> 全文

https://fddi.fudan.edu.cn/db/fd/c19047a318461/page.htm
https://fddi.fudan.edu.cn/dc/00/c19047a318464/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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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复旦智库报告（总第 42 期）：
中欧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务实合作项目建议

报告阐释了中欧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开展务实合作具有的重要意义，

分析了中欧职业教育合作的基本模式和特色：一是借鉴德国双元制，

促进职业院校与企业的结合度；二是对欧合作从起步阶段发展到交

流、参与、合作阶段；三是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逐渐建立“走

出去”品牌。

复旦智库报告（总第 43 期）：
中外人文交流智库建设研究

报告指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外人文交流需要智库精准发力，

当前中外人文交流智库工作的两个重心转变，在交流逻辑上，要从“讲

好中国故事”转变为“回应国际关切、讲好中国故事”；在交流形式上，

从面对面的线下交流形式转变为“线上 + 线下”结合的方式。

>> 全文

>> 全文

https://fddi.fudan.edu.cn/dc/01/c19047a318465/page.htm
https://fddi.fudan.edu.cn/dc/02/c19047a318466/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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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作者介绍：

徐炜 | 复旦发展研究院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 

Finbarr Murphy | 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凯米商学院会计与金融系

许闲 | 复旦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中国保险与社

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邢文鹏 | 香港浸会大学理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网络风险的动态沟通和认知：来自媒体大数据的证据

Dynamic Communication and Perception of Cyber Risk: Evidence from 

Big Data in Media

网络风险一直被视为对正常商业和社会活动的威胁。无论这种风险是真实的还

是被感知的，了解社会对它的风险沟通和认知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对

监管当局和保险公司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 2009-2018 年的 19.6 万篇

中国线上和线下媒体新闻，以识别网络风险来源的动态性和相关的社会评估。

本文综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和统计学方法，

确定了 34 种网络风险来源。事实证明，互联网金融

欺诈和移动手机信息泄露最受中国民众关注。政府的

行动影响公众对不同网络风险来源的关注，而这一影

响在过去的研究中一直被忽视。社会对大多数网络风

险来源的厌恶随时间呈倒 U 型变化，适应和学习效

应可以解释这种动态变化。另一项发现是，在较长的

时间尺度上，网络风险感知与新闻情绪而非新闻数量

具有强相关性，这对监管机构和保险公司具有一定启

发。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ZTyqXgHYKv_UwCP8Eliy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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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三号人物被换：特郎普为何人走茶不凉

当地时间5月14日，众议院共和党内部通过投票表决，将众议员伊莱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委任为共和党会议主席（Conference Chair），取代一贯反对特朗普的原
共和党众议院领袖利兹·切尼（Liz Cheney）。这一事件显示，之前甚嚣尘上的反特朗
普运动似乎开始落幕，“特朗普”这一符号对 2022 年中期选举的政治加成，使其本人
及其支持者依然在党内保留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布林肯最新专访：G7 外长峰会下全球格局博弈的注脚

当地时间 5 月 5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编辑鲁拉·哈拉夫（Roula 
Khalaf）线上专访。专访当日，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落下帷幕，与会各方发表了
一份联合声明，在不断被强调的“民主价值”与“国际规则”背后，中国议题成最主
要内容。无论是布林肯的言论还是联合声明，都勾勒出了后疫情时代全球格局博弈的
基本轮廓。

人口数据背后的政治博弈： 2020 美国人口普查引发的三
大热议

2020 年美国人口普查初步结果于 4 月底出炉，由于疫情等原因，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
公布时间较以往有所推迟。根据公布的数据结果，7.4% 的增长速度创下了美国历史上
第二低，从地区差异来看，美国各州人口增长符合长期以来南部和西部的增长较快，
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增长较缓的总体趋势。 虽然仍有更详细的数据要在夏季陆续公布，
但已经引发了美国国内对于选举制度走向、各州财税政策和少数族裔权利等美国国内
政治热点问题的讨论，具体包括：（1）众议院席位及选举人票增减及选区重新划分的
博弈；（2）伊利诺伊州、密西西比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人口下降的原因；（3）拉美
裔人口统计是否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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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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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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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救赎”后，拜登处理后续疫情的三大步调

在拜登执政百日的成绩单里，最亮眼的成绩莫过于通过大规模的疫苗接种
实现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根据白宫最新宣布的抗疫时间表，2021
年 7 月 4 日前，政府力争为 70% 的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即福奇博士认
为的群体免疫所需的最低水平，开始恢复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随着疫苗
接种工作的不断深入，说服那些对疫苗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人进行接种成为
下一阶段拜登政府的首要问题。与此同时，在国内疫情明显好转的形势下，
拜登政府也开始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以稳定全球疫情，挽回美国应对
公卫危机的领导力。

李成教授独家授权 | 拜登的对华战略：“联盟驱动的
竞争”还是 “冷战式的对抗”？

本 文 为 李 成 教 授 撰 写 的《 解 构 拜 登 总 统 的 100 天： 展 望 和 前 景》
（Deconstructing President Biden’s 100 Days in Office: Outlooks 
and Prospects）的一章，刊载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独家授权给“中
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进行全文翻译。

“头号威胁”与“层叠”挑战：美国情报界年度
威胁的焦点转向

2021《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将中国全球实力的上升列为美国在
未来一年内面临的首要威胁。与之前发布的类似报告相比，该报告对中国、
俄罗斯等国家带来的威胁，以及对网络安全的强调体现了关注的连续性。
与此同时，这份报告中蕴含着明显的潜台词，即情报中心的焦点正从反恐
转向与之实力接近的竞争对手（near-peer）。此外，美国对国家安全的
定义不断拓宽，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移民、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
威胁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这些危险相互联动给美国带来“层叠”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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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氏书信与海外中国文
学研究

  复旦大学复宣酒店五号
会议室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

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海

外汉学研究中心

5 月 7 日

“金融学术前沿
seminar”第 117 期

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部门增长趋势变化的加总影响

  智库楼 209 会议室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

究中心

5 月 11 日

跨学科国际研讨会
追寻遗失的诗性：

19-21 世纪中法诗歌的交
错与融汇

  线上会议

 巴黎高师文化迁变与跨
学科人才培养中心、复
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
究 中 心、 复 旦 大 学 －

巴黎高师全面合作计划

5 月 7-8 日

复旦金砖青年工作坊

金砖国家合作中的巴西

  智库楼 203 会议室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

家研究中心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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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术前沿
seminar”第 118 期

全球宏观及市场展望：正

常化与新周期

  智库楼 209 会议室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

究中心

5 月 18 日

“金融学术前沿
seminar”第 118 期

浅析《绿色债券支持项目

目录（2021 年版）》

  智库楼 209 会议室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

究中心

5 月 18 日

“上海论坛·全国重点中学
校长圆桌会议

迈向新阶段的双高合作：新理
念与新格局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崔钟贤学术院

5 月 20-22 日

复旦 - 欧洲中国研究中心
（奥斯陆）开幕研讨会

新展合作 交响放送

  复旦大学智库楼会议室

 复旦大学、奥斯陆大学

5 月 18 日

FDDI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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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发展研究院校庆
报告会

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政策
逻辑

  智库楼 106 会议室

5 月 25 日

“金融学术前沿
seminar”第 119 期

浅析《民办教育促进法实
施条例》的修订
信用评级虚高与企业投资

  智库楼 209 会议室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

究中心

5 月 25 日

复旦大学 2021 智库
周系列活动·智库联建

青年对话 | 百年中国奥

运圆梦等你来对话

  上海体育学院绿瓦体
育书店明月堂

 上海体育学院复旦发展

研究院

5 月 26 日

复旦大学 2021 智库周
系列活动·智库联建

金融数字化创新研讨会

  智库楼 209 会议室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智能金融研究中心、复
旦大学发展研究院

5 月 20 日

>> 全文 >> 全文

>> 全文 >>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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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2021 智库周系
列活动

民心相通与持续开放 新发展
阶段的中外人文交流

  智库楼 106 会议室

 复旦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
中心、复旦发展研究院

5 月 29 日

“宏观金融理论与政策
Seminar”第 156 期

地方政府债务对当地企业
杠杆的影响——基于省级
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智库楼 209 会议室

 复旦大学中外人文交流
研究中心、复旦发展研
究院

5 月 28 日

FDDI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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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通知公告

招聘

复旦大学智库研究员、副研究员招聘启动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作为复旦大学智库统筹管理机构，现招聘

复旦大学专职智库研究人员（研究员、副研究员）6 名，根据

研究方向安排至发展研究院、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中

国研究院开展工作。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15 日。

交流

2021 中韩大学生领导力暑期交流项目报
名启动

为纪念中韩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中韩领导力交流暑期项目于

2012 年正式启动。每年暑假，来自中韩两国顶尖大学的青年学

生有机会汇集一堂，与全球政治家、企业家与学者沟通，思考

交流区域与国际发展问题，为成长为兼具发展眼光与世界格局

的领军人物进行初步准备。九年来，该项目的参与者逐步在商业、

医学、艺术、学界崭露头角，在多个领域取得骄人成绩。2021

年中韩领导力暑期项目期待与新时代青年领袖相见。

FDDI 27

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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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通知公告

征文

“新冠疫情下的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
治理”主题征文

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造

成巨大冲击，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亦难以置身事外。伴

随新冠疫情，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微妙而错综复杂的变化，

金砖国家该如何在历史的漩涡中运筹帷幄，既寻找符合本

国国家利益的良方，又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和发

展？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是实现国际秩序

稳定的重要手段。金砖国家应如何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才能为后疫情时代的新文明做出贡献？

诸多问题引发我们的深入思考，期待我们超越瞬息万变的

时事动态，进行扎实的学理性研究。就此，中心以“新冠

疫情下的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为主题，面向广大高

校学生和研究机构青年学者，开展主题征文活动。

FDDI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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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谁？那是一个个在历史和现实中鲜活的个体，或许曾经璀璨，或许甘于

平凡，但他们每一个人的青春岁月，都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奋斗，属于自己的理想，

属于自己的澎湃，当然，也有属于自己的“丧”，属于自己的“悲”，属于自

己的“怨”——一切动能，都构成了这个国家发展的势能：弘扬正面、消解负

面，这正是青年人最易做到的，因为青春是无畏无惧的，是经得起鲜花和掌声，

也是经得起磨折的。百年来的实践和经验，既无数次地证明这一点，又时刻告

诉着关注青年的人们，青年的关切，不仅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不仅是群体的，

更是个体的。

青春青春：：
与国家发展同辉 —— 写在五四青年节之际

( 作者 | 沪青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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