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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5 月 31 日，国务院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第三批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

室名单，复旦大学“数字文化保护与旅游数据智能计算重点实验室”

名列其中。这是复旦大学学科融合发展取得的重要突破。数字文化保

护与旅游数据智能计算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围绕文化与旅游产

业，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网络空间安全等技术，研究文

化与旅游信息智能计算的基础学术理论与核心关键技术，服务于构建

秩序规范、产业融合、传播有效、服务精准的文旅产业新格局。

复旦大学获批“数字文化保护与旅游数据智能
计算”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

发展研究院党支部荣获复旦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
光荣称号

6 月 24 日上午，复旦大学 2021 年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先进基层党组织（“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举行，发展研究院党

支部荣获“复旦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成立伊始，支部就

在学校机关党委的指导下投身到抗

疫斗争中，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和

政治引领作用，2020 年 9 月，支

部所在的智库党总支还荣获“上海

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上

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光荣称号。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RqON02P7aVZQvV-AEQ6fsw
https://mp.weixin.qq.com/s/l2IvgsJEHA2VALfDlYRV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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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第三届沪港所城市、乡村和区域经济学讨论会 (SSURRE) 举行

6 月 11 日，复旦发展研究院沪港联合发展研究

所举办第 3 届沪港所城市、乡村和区域经济学讨

论 会（SHKDI Seminar on Urban, Rural, and 

Regional Economics, SSURRE）。本期讨论会

邀请到来自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西

南财经大学和湖南大学等国内院校的学者，他们

报告了各自和合作者的最新研究论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V2-8aKHGB0b-B8YwY1Nb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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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全球研究动态 打造上海智库品牌——“国际智库成
果编译”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

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消息，首批上海市重点智库成立以来，复旦发展研究

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等智库在市社科规划办支持下开展“国际智库成果编译”项目。该

项目资助相关智库密切跟踪国际智库研究动态，编译国外智库最新研究报告，发布国际

智库研究分析简报，打造具有上海特色的新型智库成果品牌。其中，发展研究院聚焦“发

展、治理、创新”三大主题进行研究评析，采取“爬虫系统自动抓取 + 人工筛选”形式，

通过自主开发的数据系统，每周从 51 个国家的 130 家国际知名智库网站抓取其公开发

表的观点内容，再进行人工筛选，既保证数据具有较高的广度又保证了选题的高质量，

形成了《从全球智库看上海》等特色品牌。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欧阳卫民一行访问复旦大学

6 月 11 日，国家开发银行行长欧阳卫民同志一

行到访复旦大学。双方在智库楼围绕智库建设、

科技创新、基础研究合作等进行了交流座谈。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主持座谈会，文科科研

处、科学技术研究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发

展研究院、经济学院、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

究院、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等相关部门、院系负

责人和专家学者参加座谈会。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VGhvg--hWOp85BQwpMci1g
https://mp.weixin.qq.com/s/2F90JoWybTFgXpRp9Ezt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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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大学生领导力暑期交流项目圆满结束

7 月 5 日至 11 日，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与复旦大学共同主办的 2021 年中韩大学生领导

力暑期交流项目顺利进行。为建设全球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平台，中韩大学生领导力暑

期交流项目于 2012 年正式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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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跨国境交流遭遇前所

未有的挑战。为此，本年度项目创新性地以“线上 + 线下”结合方式，筛选并邀请来

自复旦大学与北京大学的中方 20 名优秀大学生代表，与来自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

世大学等韩方 20 名优秀大学生代表，分别在上海与首尔，以 Learning，Experience，

Argumentation 和 Discovery 四大主题板块，通过讲座课程、小组项目、线上游戏等

多元活动推动参与者的深度交流与相互了解。

2021 年上海暑期学校（金砖国家项目）线上开学仪式成功
举行

7 月 12 日晚，2021 年上海暑期学校（金砖国家项目）开学仪式在线上平台举行。席间，

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处、发展研究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

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十多位领导与老师，和来自巴西、俄罗斯、

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的 29 名优秀外国留学生及 10 名中国学生共同参与了开学仪式。

开学仪式由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江天骄主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院长苏长和、外国留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主任张向荣和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沈

逸分别进行了欢迎致辞，金砖国家各国学生代表依次进行了发言。

>> 全文

>> 全文

https://fddi.fudan.edu.cn/eb/7d/c18985a387965/page.htm
https://mp.weixin.qq.com/s/ys_MMb_hCnQ0_gmeUyQ2TQ


FDDI06

0101 国际治理

02 02 经济金融

0303 上海发展

0404 社会治理

05 05 传播治理

0606  技术哲思

观点
FDDIFDDI



FDDI 07

观点 · 国际治理

吴心伯：

十年左右将看到新型中美关系

当下中美关系是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美国在调整它的对华政策，在把中国作

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从特朗普到拜登是一脉相承的。从中国来讲，我们也

是要在新的形势下引领和塑造中美关系，更好的维护我们的发展，主权和安全利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和过渡期。我认为大概会有 10 年左右的时间，我

们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新型的中美关系。那么 10 年左右的时间，中美力量对

比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引领，

更多的是改变中美关系的动力和面貌，届时，中美关系会往一个更加稳定，更加

积极的方向发展。

“斗争对斗争，合作对合作”——解读美国副国务卿
访华

本次舍曼访华的目的，是美方切实希望在具体问题上推进跟中国的协调，升级与

中国的合作，但美方希望在朝核及伊核问题上得到中方支持，可能性不大。阿拉

斯加会谈后中美面对面外交中断，美国考虑将其恢复，并且提升层级和扩大范围。

但要讨论升级合作甚至 G20 峰会元首会晤，需要关注美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中三

大严峻挑战：新冠病毒溯源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舍曼访华能否起到“承

上启下”的作用，也要看多个方面：中美对彼此的外交限制是否会调整？新冠疫

苗接种后商务旅行能否开放？双边经贸关系能否改善？中美在阿富汗问题和其它

议题上能否加强合作？拜登政府上半年的表现，我们很失望。可以总结为“三个

没有”，即没有对中国形成正确的认知，没有找到跟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没

有走出特朗普的阴影。中方要继续听其言观其行，以斗争对斗争，合作对合作。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GAa8GEoi3OJVZU6CA9Zfdg
https://mp.weixin.qq.com/s/QxPXI3oc1xGZxumvD5Tw1A


FDDI08 08FDDI观点 · 国际治理
08

6 月 8 日，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暨国际关系系主任

朱志群教授以《中美博弈的三个层次》（Three Levels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Rivalry）为题进行讲座分享。该讲座也是国际智库中心博享沙

龙系列、复旦发展研究院博享线上访问讲座第 73 期，由复旦大学美国

研究中心韦宗友教授主持。他提出：在双边关系层面，中美两国至少在

五个领域中存在分歧，包括经济 / 贸易、军事 / 安全、政治 / 人权、文

化 / 教育交流和新兴挑战；在多边关系层面，往往涉及第三方，即中美

两国以外的国际组织或国家行为体面临 “选边站”（forced to choose 

sides）的情况；在国际层面，中美之间在许多国际议题和国际组织中存

在根本性的分歧。

朱志群：
中美博弈的三个层次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fCVCudc9s2zbxo5TVWry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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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国际治理

Daniel Barredo Ibáñez: 
The China miracle as a model for Latin 
America

At the beginning of 1960, China was suffering negative rates of the 

GDP growth per capita. At that time, in comparison, som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were expected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2021, China is studied as a miracle, with millions 

of people lifted from extreme poverty.China is an amazing country 

that has prove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build a successful model of 

development beyond the Western colonialism.It is urgent for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o replace a model of development which 

has been ineffective in reducing poverty and violence. For that 

reason, the China miracle should be thoroughly examined.

Daniel Lemus：
什么叫“有志者事竟成”？看看中国就知道了

在脱贫攻坚领域，中国生动诠释了何谓“有志者，事竟成”。中国消除极

端贫困的事实表明，只要有必要的决心，实现贫困“清零”的目标是完全

有可能的。中国在消除极端贫困上取得了非凡成就，引起了全球发展中国

家的关注。尽管各国发展道路不同，政治体制也因历史原因而各具特点，

但仍可以从中国的脱贫经验中受到启发。中国意识到，这项艰巨的历史任

务不能仅靠政府的力量来完成，而要让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力量团结起来，

持续不懈地同贫困作斗争。

>> 全文

>> 全文

https://fddi.fudan.edu.cn/00/f7/c18965a327927/page.htm
https://mp.weixin.qq.com/s/KWHf492iGhto0_OM1V74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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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国际治理

Kiril Tochkov：Bridges of Cooperation

Cross-border trade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goods, services, 

capital and labor to generate economic growth and revitalize 

borderlands.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ve witnessed a surge 

in trade agreements, free trade areas, customs union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itiatives that have facilitated tourism, 

investment and the exchange of goods. Regions along the 

more than 4,000-kilometer China-Russia border have also 

benefited from deepening cross-border interactions. The 

two neighboring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complementary 

economic structures, with China emerging as a global 

manufacturing hub and Russia turning into a key world supplier 

of natural resources.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qYk3_uy7g702qoNM9NBD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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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经济金融

张军：
关于中国经济如何持续发展的三个想法

2020 年，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 72447 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 1 万美元。如何

从目前中等偏上的人均 GDP 的水平，进一步提升到高收入国家

行列？如何达到这样的发展目标？张军教授认为有三个途径：

一是转向大城市驱动的发展模

式；二是推动区域融合发展；三

是更好地发展非贸易部门，不断

提升国内购买力。

发展产业互联网是数字转型的一个大考

在消费互联网蓬勃发展大约 20 年之后，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前景

最近两年才受到越来越高的关注。这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到了

新的阶段，也反映了结构变化的趋势。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将为

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机会和动能。简单说，产业互联网就

是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技术帮助和推动传统产业结构的变革

和价值链的优化，当然会降低成本，但更重要的是提高生产与

运营的效率，创造新的价值和价值空间。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00ocIdMtXMQ1IaJMf7KtCg
https://mp.weixin.qq.com/s/Ww2RwMWAW-PnQwPYqiOQ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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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念，建设好中国特
色资本市场

当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资本市场所要扮演的金融为实体经

济服务的功能更加重要，更加艰巨，更加紧迫。如果不及时总结我国

资本市场一路走来的经验教训，不抓住依然存在的一些痛点问题的本

质，不能尽快实现市场参与者对其发展的美好愿景，那么，很有可能

出现今天我们在追求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资本市场资源错配、

资源闲置、资源流失等现象，会让我们错失发展的良机，把中国改革

开放 40 年积累下来的高储蓄、利投资、助消费、促增长的比较优势，

变成了脱实向虚所形成的金融堰塞湖等阻碍发展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这会严重影响我们双循环战略这盘大棋的实施，乃至这些问题最终演

变成为给国家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挑战。

孙立坚：
优化税率改善营商环境，间接利好股市

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宏观调控干预市场的手段会弱化。这对于未来印

花税政策的连续性，尤其将来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一些调整，要符合

国家正在推进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原则”的市场环境来打造。

这一点提振了市场对股市长期走势的信心。当然，认为今天过度反应

的理由也是容易理解的，即在全球后疫情的环境当中，虽然基本面是

在渐渐复苏，但中长期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所以，不管国内

还是国外，市场更多的是从消息面或热点和风口题材当中，去寻找短

期获利的投资机会，这也是市场出现过度反应的根源之一。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jv8ekPvqFQs1OUv4Crx4Mg
https://mp.weixin.qq.com/s/L3fNUVUnt-0lBSybWF8A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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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经济金融

孙立坚：
企业家的格局需要上一个台阶

对于国家来讲，数字科技的发展模式和数字金融的业务模式出现颠覆性

的创新和改变是势不可挡的，这给我们的监管部门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尤其是企业底层技术的去中心化的能力。如果企业家没有足够的社会责

任感，而我们的监管部门又不能与时俱进地应对这场去中心化的市场挑

战的话，可能我们今后会付出一些惨痛的代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各个职能部门都应该要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国作为世界经

济第二大国，今天又处于中美关系复杂化的风口浪尖上，以国家利益为

重的大企业情怀也要尽快建立起来，否则，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企业

发展到这个时期，都会因为目前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出现的新的

风险而耽误我们的前程，浪费我们过去积累的宝贵的发展资源。

经济发展仍不均衡，拉动消费成关键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 6 月 28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新闻中心记者会上，谈到疫情下的中国经济，他表示，当

前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内生动力逐步增强，但不同行业和企业恢复还不

均衡，交通、旅游等行业恢复相对滞后，中小企业的困难仍然较大。中

国下半年针对增长薄弱环节该如何应对呢？孙立坚教授认为：未来最主

要的改善措施，首先要加强疫情的管理；其次要严格防范上游价格向下

游传导引起乱涨价的问题，以及企业互相挤压到期应付的资金的现象，

这就不能形成应收账款，会使得企业抗衡成本上升压力的能力减弱；最

后，国家也要通过资源储备的功能，将其投向市场，增加供给，缓冲供

不应求的问题。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CTLGbkE2FipW9Ddf7UHPZQ
https://mp.weixin.qq.com/s/iuaDfvGMvXJASbPdsEnG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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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闲：
新人口结构特征与保险业发展 ——写在第七次
人口普查与三胎政策出台之际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正式发布。人口资源是

我国实施人才强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基石，是民

族生生不息的命脉。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发布的 20 天后，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中国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

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保险业所具备的防灾防损与经济补偿功能，

赋予其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的天然使命。因此，保险业的发展必然

与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型相捆绑，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0AEq7vEXU3-p64AGcalb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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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浦东新区将拥有独立法规等于给上海松绑

6 月 1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多项法案及两项决定，

包括关于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授权地方政府给一个

新区立法，给予一个新区自主立法权，这意味着什么？张军教授认为：全国人大常委

会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给上海立法授权，等于给上海“松

绑”，大幅度缓解行政管理体制为地方政府带来的约束，使实现目标变得相对容易。

张军等：
7 个首次、122 项任务：浦东政策“大礼包”的
干货有哪些？

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开放、深化改革的制度创新

任务措施基本可归集为两个板块：一是商品和

要素流动层面开放；二是制度层面开放。特区

对立法授权的深度和广度还比较小，给予浦东

的范围更广，比如可以涉及海关、金融监管、

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汇率、资本跨境流动这些

层面。中国的户籍制度将逐渐转化为一个在常住地的登记制度，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

口来配置。浦东作为引领区，应高标准地从顺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从引领整个国家制

度改革的高度去做制度建设。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C2oRG-DE_hL8hReKg8AChw
https://mp.weixin.qq.com/s/hl46hm__X0q43QPsBm5n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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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浦东发展规划深度解读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指出，

支持浦东率先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施路径；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

岸金融体系，支持浦东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支持在浦东设立国

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试点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使用人民币参与科创板股票发行

交易；加快推进包括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在内的中国债券市场统一对外开放，进

一步便利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中国债券市场。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孙立坚教授受澎湃新闻、南方周末和 21 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邀请对此进行解读。

以改革开放为引领，探索国际大都市高质量发展之路

上海的大发展将成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最好的

诠释，它带来的示范效应、溢出效应，不仅能释放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同效应，

而且还会在“一带一路”发展中产生巨大的凝聚效应。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巨大影响，

是因为上海软实力的追求理念和方向，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央交给

上海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任带来的新动能——通过“创新”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和由此带来的新的全球化动能，也是通过追求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和政企之间的“协调”，

以及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更是通过追求“开放”的国际大都市等最高标准，

来实现人人都可以“共享”上海发展的大机遇和由不断提升的软实力带来的源源不断

发展“红利”。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AhhWfVmlNuBIZ10IaVHwGA
https://mp.weixin.qq.com/s/mZnxnI4424WehT5bGZS0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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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上海为什么要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具备了改革开放四十

年给我们带来的高储蓄水平，这种高储蓄让我们具有了支配全球资源配置的能

力。国家赋予了上海内外循环的战略连接和中心节点的地位，所以上海被确立

为资管中心实际上是符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表现，

让我们不是继续在现有的资本市场中承受金融开放可能带来的金融堰塞湖的问

题，具体反映出来的就是资产泡沫催生的系统性风险，而是通过合作共赢让全

球参与到我们这样的资管中

心业务当中，来优化市场资

源配置的效率，从而提升所

有人的幸福生活的质量，这

也是我们现在的比较优势。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2V5-uB0dAbZA390t-QLx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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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琴：
拓展多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

为加快推动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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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应以我国制度优势为发力点，科学

设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机制、主

导模式和创新政策，以法律制度作为保

障，重视市场化的机制和手段，将生态

产 品 价 值 实 现 上 升

为国家战略，促进生

态 产 品 价 值 实 现 理

念转化为全民行动。

许宁生：
工业文明以来，人与自然
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

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

资源的消耗，人与自然深层次的矛盾日

益显现。”在 6 月 4 日下午举行的浦江

创新论坛·未来（科学）论坛上，许宁生

校长在致辞中如是表示。“气候变化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际社

会共同面对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各

国，包括科技界，只有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才能打赢这场气候战斗。”

许宁生期待，当天举行的论坛可以让气

候、环境、生态及健

康 领 域 的 国 际 顶 级

科 学 家 碰 撞 出 思 维

的火花。

>> 全文

>> 全文 >> 全文

https://fddi.fudan.edu.cn/f1/44/c18965a323908/page.htm
https://mp.weixin.qq.com/s/KPehyASwlT7__9ePNEtm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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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三孩生育，实际上已经标志着基本上生育放开了。因为

现在即使没有政策，如果做生育率调查，很少有年轻夫妇愿

意生三个或者以上。 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生育数量已经开始持续的下降，

一方面是育龄人群的减少，第二个就是我们持续低迷的生育意愿。那么三孩政策本

身会提升生育率，可能它的作用会有限。在三孩政策中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这些

配套措施确实包括了很多鼓励生育的内容。比如说 0~3 岁的托育、普及教育、教

育的优质资源的配置、降低育龄人群的教育的成本，同时也包括住房保障等一系列

措施。 所以我想，中国会进入一个生育控制基本消除，有更多生育配套政策会不断

出台。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就像世界各个国家一样，生育水平要能够快速回升，

还是非常困难。

党的人口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要加快构建中
国人口发展话语体系

中国的人口学的体系基本是从西方人口学的体系中过来。西方人口学科发展只有两

三百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简单地用西方的人口理论、人口研究方法和人口指标来对

中国的人口发展进行研究，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中国现实问题无法解决。因此，这就

给我们中国的人口学界提出了要求。特别是在中国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如何构建中

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吸收世界人类文明，包括人口科学发展的先进经验和理论体

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能够解释中国社会发展并对中国未来人口科

学合理预测的科学体系。

彭希哲：
开放三孩，生育水平会快速回升吗？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vIi6VOoPZcKYWgQa-JxhCQ
https://fddi.fudan.edu.cn/fe/bb/c18965a327355/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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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中国经济应控制人口风险

张 军 教 授 在 世 界 著 名 思 想 评 论 平 台 网 Project 

Syndicate 撰 文“China's Accelerating Fertility 

Crisis”，并获 China Daily 转载。特将此文翻译

为中文，以飨读者。在文中他认为：中国总是对放

松计划生育规定保持谨慎。但是，如果中国要在未

来几十年中保持自身经济活力，就必须努力扩大劳

动力规模，包括延迟退休年龄、鼓励家庭多生育。

否则，中国人口会像美国作家海明威描述的那样“慢

慢地，然后一瞬间”变老。

杜晓馨：
在世界青年技能日看青年就业趋势

纵观近十年以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布的

《世界青年报告》，其中最为关心的问题便是，

青年人是否能够成为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聚焦

在青年人的就业问题上的讨论尤为凸显，几份报

告都展现了青年人没有良好的工作，因而很难真

正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主题。

如果用《世界青年报告》的相关内容对标中国的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的相关

内容，近年报告所关注的内容与“青年就业创业”、

“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青年社会保障”

三方面的内容关切问题的重合度是最高的，可以

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相当

一致的。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bMxi0fomvnFEWMM-VWitZw
https://mp.weixin.qq.com/s/yJDCGSpkr04_DNhD5YW7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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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甫：
优化算法，需要平台、管理者、用户等各方“共治”

以算法为核心的智能技术正在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与此同时，也

对算法等技术在价值创造、裨益人类、社会发展等层面提出更高的期许。

张涛甫教授认为，算法有助于缓解海量信息和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信息

过载问题必须通过技术来解决。技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算法推荐更多

考虑到效率和功用的最大化；现在，则更多考虑到技术背后的价值关怀问

题。算法的优化包括以下这几个层面的事情：一是技术本身的优化，二是

技术的社会化，三是算法的优化和规制。

失调的世界，需要中国之声

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话语上，我们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们在

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在

由西方主导的话语霸权之下，中国之理，因“词穷”而变得“理屈”。中

国话语的建构不应依附于他者话语，而应基于中国独特传统和现实语境，

基于中国自身历史和现实规定性的理论阐释，基于中国道路，应具有鲜明

中国精神特质，具有中国力量。柏拉图曾说：“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

沈逸：
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时
代对我们的必然要求

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更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导国际社会

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迫切需要。从传播的需求来说，这

个新的时代方位，迫切要求通过建设有效的国际传播能力，将中国在发展

中取得的经验与世界共享，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形

成惠及全世界的知识体系。借助更加有效的国际传播，提升中国的对外发

声能力，让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惠及全人类，为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加有效的贡献。

>> 全文

>> 全文

>>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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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峰：
哲学能为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多，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指导说”、“证明

说”，前者是哲学为科学发展提供原则或者方法论指导；后者是科

学发展证明了哲学观念。另外，海德格尔曾经批判过概念总结、分

工协作等理解方式。以“证明说”为例，这是其中的观点之一。我

一直在想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我们怎么对待科学技术？传统的“指

导说”是以大的哲学原理作为一种方法论指引科学怎么发展，但这

种模式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不适用了，相比之下，“证明说”能有效

解释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以人工智能为例，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哲学对人工智能能够做什么，这也是目前哲学界热议的问题。

反思增强技术以增进人类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有两个亮

点，一是要贡献中国智慧，让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二是要注

意到诸如生命技术带来的与生命设计和改造有关的伦理、风险与治

理问题。这为思考当代新兴增强技术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关注技

术本身及其问题的理性反思路径，是技术哲学所要承担的责任所在。

>> 全文

>> 全文

>>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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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
大国争锋信息时代新疆界

冷战结束后，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标志，互联网快速突破东西

方阵营的地缘政治边界，在全球范围高速拓展，促成了现在被

称之为全球网络空间的新场域。在全球网络空间成型的过程中，伴随着技术的跃迁，

商业应用的高频迭代，以及产业生态的不断拓展，全球网络空间这个由关键基础设

施、逻辑代码以及交互互动的数字化人格等共同形成的复杂系统，以远超人们预期

的速度，与此前已经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形成复杂的化合反应。

人们最终发现，这个原先曾经一度以“虚拟”为主要特征的空间，已经在陆地、海洋、

天空、外空之后，成为人类活动的第五疆域。

美国创新曾经是怎么成功的？中国能学到什么？

科技发展如何助推经济增长，促进繁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2021 年国内引

进出版了美国研究者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逊共同撰写的《美国创新简史》一书，

该书尝试用历史长时段的深度洞察分析，对 1940 年开始至 2018 年的美国实践，

进行深度的剖析；继而在此基础上回答这样几个问题：美国创新在历史上取得巨大

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美国创新为什么事实上走向了某种歧途，并产生了严重的

负面后果？以及，在当下，美国应该做些什么，重现历史上的荣耀时刻，在 21 世

纪再度重新启动创新引擎，让创新为重新促成美国的繁荣，实现美国梦，注入新的

动力。该书的作者可能无意间为全球其他国家如何推动自身的科技创新发展，及时

地提供了相当难得的对照方案和参考选择。通过对本书的深度阅读，以及建立在自

主思考基础上的借鉴，正处于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相信也能有相当的收获。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5kw1T_IwjVlnw4wYRwZJXg
https://mp.weixin.qq.com/s/KVhCSQ10g3zDFoM8HXj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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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0101 复旦-ZEW 经济景气指数第94 期解读全文发布：外循环

需求增加，内循环市场向好

0202 复旦-ZEW 经济景气指数第95 期发布：政策红利利好内
循环发展所需要的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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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报  告

复旦 -ZEW 经济景气指数第 94 期解读全文发布：外循环
需求增加，内循环市场向好

6 月 25 日，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 (FDFRC) 发布第 94 期 CEP 的调查结果。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邀请相关专家对2021 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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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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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国家疫情管理逐步到位，需求反弹利好中国出口；

2. 中国高质量发展提升市场活力；

3. 通胀预期的管理需要管控好房价和物价水平。

复旦 -ZEW 经济景气指数第 95 期发布：政策红利利好内
循环发展所需要的结构调整

7 月 29 日，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 (FDFRC) 发布第 95 期 CEP 的调查结果。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邀请相关专家对2021 年7月《复旦-ZEW经济景气指数》

报告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并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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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储加息和美国对中政策变化冲击世界经济复苏；

2. 央行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发挥抵御外部冲击的作用；

3. 出口的增长和外汇储备减少的状况并存提醒我们资本流出的风险。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1v-3KQREUJ3diBGZGVNe-Q
https://mp.weixin.qq.com/s/M3oSd1wh07k24oc_nZV8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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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0101 张军、李睿、于鸿宝：交通设施改善、农业劳动力转移与

结构转型

0202 许闲：颠覆型保险科技

0303 许闲、刘淇、王怿丹 ：自然灾害的股价效应——来自A 股
市场的实证证据

04 04 郑雯、李良荣、许愿：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我国传媒
业新生态

05 05 汉斯·维德、张延人：企业中的人浮于事意味着低效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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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本文以县级高铁站点开通的冲击为切入点，运用多期双重差分的

实证策略，并结合县级层面的宏观数据和家庭层面的微观调查数

据，尝试对以下问题进行考察：高铁站点的开通促进了中国农业

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吗？其影响的幅度有多大？通过何种具体的机

制发挥了作用？在不同区域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异质性？

自 2017 年中国保险学会与复旦大学联合发布《中国保险科技发展白皮书（2017）》

以来，保险科技在中国的运用与探索逐渐深入。此前中国的保险科技探索大多在被冠

以“互联网保险”的框架下进行尝试。“保险科技”概念在 2017 年被正式提出之后，

“互联网保险”逐渐成为保险科技的子概念，许多 2017 年以前便在中国尝试的科技

创新与运用正式回归到保险科技的范畴之中。近年来中国的保险科技迅速发展，尤其

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保险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加快，中国保险市场已

经成为国际保险科技创新的重要前沿市场和创新试验场所，保险科技也逐渐形成了两

大明显的派系：赋能型的保险科技与颠覆型的保险科技。本文重点介绍颠覆型保险科技。

张军、李睿、于鸿宝：交通设施改善、农业劳动力转移与
结构转型

许闲：颠覆型保险科技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gvE43Os8tJqb7NnQmicTNQ
https://mp.weixin.qq.com/s/B_TnZ8crJ7M-_s8Ee2W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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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许闲、刘淇、王怿丹 ：自然灾害的股价效应——来自 A
股市场的实证证据

本文利用 2008-2017 年间中国自然灾害数据，构建了自然灾害致损金额占 GDP 比重

这一指标来衡量全年自然灾害对各城市的影响程度。按该指标构建股票组合，并运用

四因子模型研究各组合控制典型风险因子后的超额收益，发现自然灾害影响程度最高

的股票组合，收益率显著为负，平均每月为 -0.9％，显著低于受影响最低的股票组合。

进一步，本文从公司层面数据来分析自然灾害影响股价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自然

灾害变量对公司基本面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公司市盈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据此，本

文从行为金融的角度，推论自然灾害通过影响消费者情绪及公司估值从而对股票收益

率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对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环球时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经济日

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等党媒，新京报、澎湃新闻、财新网、第一财经、南方周

末、三联生活周刊、楚天都市报、湖北日报等市场化媒体，以及大象公会、在人间

living、谷雨实验室、胡锡进、半佛仙人、呦呦鹿鸣等自媒体，基于百度指数和相

关微博博文进行了质化、量化相结合的研究。研究发现：党媒最受信任，人民日报

关注度遥遥领先；中国境内专业机构媒体成为境外媒体的主要消息源，党媒与市场

化媒体形成协同影响力。

郑雯、李良荣、许愿：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我国传
媒业新生态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E4H_BoBVE8FYmWMiJdkEHw
https://mp.weixin.qq.com/s/8GPEuhRSapn2X1twWaId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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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早在上个世纪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就断言，科层机构具有不断自

我膨胀，并最终陷于臃肿低效的趋势。目前，由卑尔根大学经济学系汉斯·维德（Hans 

Hvide）教授与复旦发展研究院张延人博士共同完成的论文，《企业中的人浮于事意

味着低效率吗？》（Too Big to Succeed? Overstaffing in Firms）重新考察了这一

问题，并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里也依然存在管理层人员过

度膨胀的可能。他们在静态 Lazear-Rosen 锦标赛模型里引入了迭代结构，构造了具

有一个无限期界的动态锦标赛模型，从而在理论上证明，当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雇员

为晋升而竞争，过多的员工会被晋升到管理层，但这是企业解决资源配置与员工激励

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并不意味着低效率。

汉斯·维德、张延人：企业中的人浮于事意味着低效率吗？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ECK6JASEH5wj6vGrYmHr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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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著

《治理、发展与安全：公共产品与全球治理》

“复旦发展研究院智库丛书”之《治理、发展与安全：公共产品与全球

治理》以公共产品与全球治理为主题，内容包括：国际公共产品视角下

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模式的重塑；区域性公共产品视角下中俄北极油气

合作的风险及管控：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供应链的中国布局；区域性公共

产品视角下中国国际技术转移机制建设；中亚有效环境类区域性公共产

品；澳大利亚船民治理模式与区域性公共产品（1975-2018 年）；“一

带一路”安全合作体系的建构――以中国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为例等。

《技术有病，我没药》

享用技术的后果，还是放弃技术的便利，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

恐怕没有选择权。在技术时代，我们如何自处，技术的开发者又该如何

思虑和布局？从手机到孟婆汤，从忘忧枣到性爱机器人，从技术拒绝到

人类增强，从海德格尔到斯蒂格勒，本书由四位科技哲学的研究者，联

合澎湃·思想市场，用 8 个现实问题，挑起科技到底是人类社会的毒药还

是解药之争。他们说：技术有病，我没药。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公元前 91 年八月，西汉都城长安被戾气笼罩着。遵照皇帝的旨意，一

群胡巫（有可能来自中亚）在禁苑、宫殿和朝中高官的私邸宅基大肆挖掘，

寻找用于祝诅巫术的人偶。作者通过汉武帝时期和随后的昭帝、宣帝、

元帝时期高级官员出身身份的数据统计和比较，认为汉武帝后期的巫蛊

之祸导致大批担任高官的军功贵族后裔被杀，导致儒生阶层在官僚群体

中迅速崛起，成为其后三公九卿的主体，从而促成了第一个儒家帝国的

兴起，在秦汉史研究领域中可谓独辟蹊径。作者蔡亮教授曾于2016年5-8

月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从事访问研究，该书为其在中心访

问期间展开的持续研究的成果。

>> 全文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MwLT3ZJwToF1S9m4FqhzTA
https://mp.weixin.qq.com/s/ep0U4xROTNVLhwvwVKKcNg
https://mp.weixin.qq.com/s/CEVUyG1IjAmpyRSzSUX-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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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观察
0101 放过TikTok：拜登先生的数字治理有了新思路？

0202 首批新冠疫苗全球分配计划：美国抗疫战略转变进行时

0303 “防疫模范”失守：台湾疫情背后的政治角力

04 04 释放对华接触混合信号？复杂格局下的中美关系走向

0505 拜登扩大对中国涉军企业证券投资禁令范围，“变”还是
“未变”？

06 06 外媒综述 | 连续立场与复杂政策：透视舍曼访华“成效”

07 07 外媒综述 | 改善关系？美副国务卿访华的诉求分析

08 08 新任临代就职，副国务卿来华：大使“真空”期中美关系
扑朔迷离？

0909“拜普会”能否让转入“新”阶段的美俄关系“行稳致远”？

10 10 布丁口味：美俄首脑会晤中的分歧与克制

11 11 布林肯闪电访印，美印关系紧密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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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观察

放过 TikTok：拜登先生的数字治理有了新思路？

当地时间 6 月 9 日，拜登宣布暂时撤除针对 TikTok、微信和其它相关中国应用的限制

性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将开启一轮全新机制的系统性审核，以应对“外国对手大规模

接入美国公民数据造成的重大危险”，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不受

威胁”。在可预见的未来，拜登政府将呈现更为清晰的、与前任特朗普不同的方法论，

以应对与中国的数字治理竞争。

首批新冠疫苗全球分配计划：美国抗疫战略转变进行时

拜登政府于 6 月 21 日公布了一项 5500 万剂新冠疫苗全球分配计划，该方案是本月初

白宫公布的首批 2500 万剂新冠疫苗全球分配计划的后续。由于全球疫苗供应一直严

重不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疫苗接种率差距巨大，随着“德尔塔”变异毒株在全

球的快速蔓延，这些国家疫情暴发的风险不断加剧。美国此时公布疫苗全球分配计划，

将从行动上落实新的、具有外交性质的抗疫战略。

“防疫模范”失守：台湾疫情背后的政治角力

自今年 5 月中旬以来，曾被外媒誉为“防疫模范”的台湾迎来新冠确诊病例的大规模

爆发。全台自 5 月 19 日进入三级警戒以来，疫情仍未有效好转。台当局疫情指挥中

心 6 月 23 日下午宣布，将三级警戒再次延长至 7 月 12 日。在此过程中，疫情防控、

疫苗购置成为岛内政治角力的关键议题，各方势力都试图针对这波疫情获取政治增效，

拉抬美台关系。

>> 全文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tN_9GdYar1sXG9Zit0rXxw
https://mp.weixin.qq.com/s/uMmMNPfDuA5n3jCccY4muQ
https://mp.weixin.qq.com/s/Wwr4L7gFQuQdpdcPIbB0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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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观察

释放对华接触混合信号？复杂格局下的中美关系
走向
拜登政府上任后在对华议题上始终保持强硬态度，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结束后突然释放出积极信号，寻求在 G20 一系列会议上同中国高层官员

会晤，启动新一轮的双边接触。但多种迹象表明，拜登政府释放混合信号，

同中国尝试接触，并非出于中美双边关系考量，而更多服务于其实力外

交与国内政治。因此，拜登政府难以平衡短期政党利益与长期战略利益，

无法破解中美在双边层次上的诸如经贸、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分歧，

中美高层会晤的可能性仍然有待观察。

拜登扩大对中国涉军企业证券投资禁令范围，
“变”还是“未变”？
美东时间 6 月 3 日，拜登签署了《应对为中国特定公司提供资金的证券

投资所带来的威胁》行政令，修订并取代了特朗普政府发布的两项关于

禁止“中国涉军企业”证券交易的行政令（第 13959、13974 号行政令），

扩大了国家紧急状态的范围以及对中国企业投资的“黑名单”。这项行

政令禁止美国实体和个人买卖列入清单的中国企业证券股份。禁令将于

2021 年 8 月 2 日生效，对涉军企业做了更明确的界定，引发了外界对

中美关系走向的新一轮讨论。

外媒综述 | 连续立场与复杂政策：透视舍曼访华
“成效”
北京时间 7 月 26 日，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温蒂·谢尔曼（Wendy 

Sherman）结束了其在中国天津的访问。根据中美两国发布的新闻简报

以及谢尔曼本人在会晤结束后的诸多表态来看，此次会谈成效更多体现

在高层对话这一沟通机制上，中美两国在具体议题上的矛盾性和大国博

弈的战略竞争背景下，凸显了较以往不同的对话特色，同时也彰显了美

国对华政策立场的连续性和未来施政的复杂性。

>> 全文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dqp2iiQize5bmw8ZGbKcRQ
https://mp.weixin.qq.com/s/u-N00haeqjlz4P0gA9AU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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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观察

外媒综述 | 改善关系？美副国务卿访华的诉
求分析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美国常务国务卿温蒂·谢尔曼（Wendy 

Sherman）将于 7 月 25 日 -26 日访问中国（即本周周末），并

在天津与包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内的官员会面。她也将是克里

访华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

新任临代就职，副国务卿来华：大使“真空”
期中美关系扑朔迷离？

7 月 15 日，美国驻华大使馆迎来了去年 10 月以来的第二位临时

代办。此前，在任八年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宣布离任，两国进

入了一段没有互派大使的“真空期”。7 月 21 日，美国国务院证实，

副国务卿温蒂·谢尔曼（Wendy Sherman）将于本周末到访中国

天津，与中国外长王毅展开会谈。结合此前美方在多个领域重启

对华挑战，“缓和”了半年的中美关系正在滑向一个更微妙的阶段。 

“拜普会”能否让转入“新”阶段的美俄关
系“行稳致远”？

6 月 10-16 日，美国总统拜登将开启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前往欧

洲先后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美欧峰会，最后与俄罗斯

总统普京举行首脑会晤。相较于特朗普时期的美俄峰会时隔近两

年才得以举行，且成果差强人意，拜登首次外访就安排“拜普会”

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拜普会”前期和筹备期的俄美激烈

博弈，体现出的是两个世界大国既咄咄逼人又相对克制的两面性。

>> 全文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oYEBZ-l3g8Tqxu83VG7Vtw
https://mp.weixin.qq.com/s/FIr-a-Jv6OayGVTIZwwElg
https://mp.weixin.qq.com/s/0u4ZVhg99V8HYuX_yaK0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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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丁口味：美俄首脑会晤中的分歧与克制

当地时间 6 月 16 日，美俄首脑日内瓦会晤在持续了 2 个多小时后

结束。根据双方在各自新闻发布会上的各项回应和美国白宫发布的

联合声明，可以看出此次拜普会虽然体现了两国之间的深度分歧，

但双方都较为克制地愿意首先在网络安全和军备控制上举行低级别

会谈，也同意派回大使。从一定程度来说，此次会议虽然不能推动

美俄关系正常化，但可以被视为美俄为关系稳定、可预期都迈出了

较为“扎实”的一步。

布林肯闪电访印，美印关系紧密为哪般？

7 月 27 日至 28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度，就新冠疫情、

阿富汗局势、“四方”合作机制等问题与印方交换意见。在阿富汗

问题上，美印两国各有考量，仍在观望阿富汗局势变演变。在对华

问题上，两国将借“四方”机制更密切地配合，在中印边界、南海、

西藏等问题上继续向中国发难。

美国观察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bHDuUJWI1Giv0SPeRhGeXA
https://mp.weixin.qq.com/s/wswqFFSJstfIVQTHE3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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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发展研究院博享线
上访问学者讲座 73 期

中美博弈的三个层次

  智库楼 209 会议室

 复旦发展研究院

6 月 8 日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
究中心访问学者讲座

节奏与前卫艺术

  智库楼 209 会议室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

国际研究中心

6 月 9 日

“金融学术前沿
seminar”第 121 期

对近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的分析

  智库楼 209 会议室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

究中心

6 月 8 日

“宏观金融理论与政策
Seminar”第 157 期

Long-term reversals 
in the corporate bond 
market

  智库楼 209 会议室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
融研究中心

6 月 11 日

FDDI学术活动

>> 全文 >> 全文

>> 全文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CX5NXqPapGZPzrCqaWnIg
https://mp.weixin.qq.com/s/PCWCD8j5Jew-DML21S1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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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术前沿
seminar”第 122 期

限购与泡沫：政策的空间

溢出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智库楼 209 会议室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

究中心

6 月 15 日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
研究中心学术工作坊

15-18 世纪欧亚政权的自
我调适

  复宣酒店三楼 5 号
会议室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
究中心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6 月 24 日

Session 6 of XIX Triple 
Helix Conference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Inventor 
Mobility in China

  Online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Fudan-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Consortium

	June	18th

FDDI学术活动

>> 全文

>> 全文 >> 全文

复旦发展研究院博享线
上访问学者讲座 74 期

China's Trade with 
Russia: Patterns, 

Potential, and Prospects

  智库楼 209 会议室

 复旦发展研究院

6 月 17 日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MP5OyXHwcGpQtCbbaeqvQQ
https://mp.weixin.qq.com/s/bmp_BtZZJoSJdb6awkZ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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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6 月 26 日

智库楼楼宇党建

长 江 禁 捕 历 史 回 顾 与 启
示——兼论新时代智库的
使命

  智库楼 106 会议室

 发展研究院党支部
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
究院党支部、泛海国际
金融学院党总支

6 月 29 日

第十届社会理论工作坊，
社会—CJS 学术论坛

社会生活资料的跨学科研究

  线上会议

 上海大学社会杂志
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
社会生活资料中心

7 月 10 日

复旦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
主义哲学研究”开题暨“人类增
强与当代哲学”学术研讨会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当代新兴
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
开题汇报会

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二楼会议室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发展
研究院、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
理研究中心、上海市自然辩证
法研究会（中青年技术哲学论
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
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课题
组、“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科
技化前景的哲学研究”课题组、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

6 月 26 日

复旦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
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开
题暨“人类增强与当代哲学”
学术研讨会

“人类增强与当代哲学”学术
研讨会

复旦大学智库楼 106、402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
发 展 研 究 院、 复 旦 大 学
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
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中青年技术哲学论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
前 沿 的 人 文 主 义 哲 学 研
究”课题组、“智能革命
与人类深度科技化前景的
哲学研究”课题组

>>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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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通知公告FDDI 39

通知公告

哈佛燕京学社一直以来致力于推进亚洲地区人文和社会科

学领域的高等教育发展，尤其关注亚洲的文化研究。为推

动中国的印度研究，哈佛燕京学社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

际研究中心合作，面向复旦的青年学者，设立“印度研究

访 问 学 人 项 目 ”（Indian Studies in China Fellowship 

Program），入选者可在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

详情查看链接。

2022-2023 年度哈佛燕京学社印度研究
访问学人项目候选人选拔启动

>> 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IQRHfyYo5BOov2PeqG4H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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