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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运营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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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分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运行机制、研究产出以及主要特
点，为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方法/过程]主要采用案例研究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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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等方法，参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相关成果及活动介绍等，同时参考
智库相关的研究文献，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成立与定位、运营机制、研究内
容及成果产出、主要特点等进行分析。[结果/结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研究视
野、运营机制、技术方法、研究产出形式等方面，都对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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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库作为国家的“外脑”和“参谋”，是国家智慧的来源和国家软实力的重
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出一系列新
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2015 年 1 月 20 日，我国颁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建设的意见》[1]，标志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程将加速推进。
美国是世界上智库发展实力最强的国家，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
项目（TTCSP）《全球智库报告 2016》[2]数据显示，美国智库数量达 1835 家，
位列全球第一，且在全球综合排名前 10 位的智库机构列表中有 6 家美国智库，
占比高达 60%。其中，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以下简称 CSIS）在全球顶级智库排名中位列第 4，在美国顶级智库排名
中位列第 1。
CSIS 是一家具有保守色彩的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以“强硬路线者之家”
和“冷战思想库”[3]著称，在美国乃至全球战略与政策研究机构中占据重要席位。
2007 年，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在 CSIS 发表了他上任之后的首次讲话[4]。
近年来，CSIS 重视对亚太以及中国问题的研究，是对中美关系具有重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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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库之一。2016 年，我国外交部长王毅在 CSIS 发表了题为《发展中的中国和
中国外交》的演讲[5]。鉴于 CSIS 智库建设成就及其在中美关系方面的重要影响，
本文拟选取 CSIS 为案例进行分析，以期为当前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提供参考。

2 成立与定位
2.1 发展历史
CSIS 最早是由美国前海军上将 Arleigh Burke 和保守派学者 David Abshire
于 1962 年冷战最严重时期，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联合创立的。CSIS 成立的初衷
很简单，即为美国的国家生存和民族繁荣寻找出路。它自成立之日起一直致力于
美国外交政策及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其研究结果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制定产生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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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响。如，1966 年，CSIS 一项研究引发美国政府召开关于中苏分裂的众议院
听证会，类似案例还有很多。1987 年，CSIS 与乔治城大学脱离隶属关系，正式
成为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组织。目前，CSIS 已成为世界上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
问题研究方面最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之一，现有 220 名全职工作人员以及数
量庞大的兼职学者网络，并将研究总部设于华盛顿繁华区。研究内容除传统的防
御和安全项目之外，还关注健康、能源等全球性问题，研究范围扩展至全球每个
角落，致力于为全球的决策者提供战略分析和政策解决方案[6]。
2.2 基本定位
从 CSIS 起源、发展历史[7]以及相关研究文献[8]来看，可以将其基本定位概
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机构属性：非盈利、非党派、非官方政策研究机构；
（2）宗旨和目标：以发挥政策影响力为宗旨，致力于为政府、国际组织、
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提供战略分析和政策解决方案；
（3）研究内容：包括防御和安全、区域研究、以及涵盖能源、贸易到全球
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等在内的全球范围内的各项跨国挑战；
（4）社会评价：世界和美国顶级智库之一，其中，在防御与国家安全专项
智库排名第 1，详见表 1。
表 1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全球智库报告 2016》中的排名情况
Table 1 The ranking of CSIS in 2016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全球/ 美国顶级智库
排名类型
全球顶级智库排名

[键入文字]

战略与国际研
究中心排名
4

较 2015 年变化
情况
--

该表单排名前 3 名智库
1.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2. 查塔姆研究所（英国）
3.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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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顶级智库排名

3

--

1.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2. 对外关系委员会 (美国)
3.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

各个研究领域的顶级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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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类型

战略与国际研
究中心排名

较 2015 年变化
情况

防御与国家安全领
域顶级智库

1

--

能源和资源政策顶
级智库

8

↗1

外交政策和国际事
务顶级智库

6

↘1

国内健康政策顶级
智库

19

↘3

全球健康政策顶级
智库

3

--

国际发展顶级智库

8

↘1

国际经济顶级智库

15

↘4

该表单排名前 3 名智库
1.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
2. 兰德公司(美国)
3. 国际战略研究所（英国）
1. 牛津能源研究所（英国）
2. 莱斯大学詹姆斯• 贝克第三公共
政策研究所(美国)
3.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日本)
1.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2. 查塔姆研究所（英国）
3.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
1. 剑桥健康服务研究中心（英国）
2. 彭博公共健康研究中心(美国)
3. 兰德公司(美国)
1. 剑桥健康服务研究中心（英国）
2. 彭博公共健康研究中心(美国)
3.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
1. 韩国发展研究所 (大韩民国)
2. 查塔姆研究所（英国）
3.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1.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
2. 勃鲁盖尔（比利时）
3.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拥有特殊成就的顶级智库
排名类型

战略与国际研
究中心排名

较 2015 年变化
情况

最具新想法或范式
智库

4

↘1

社交媒体和网络利
用最佳智库

3

--

拥有最佳对外关系
和公众参与项目的
智库

1

--

互联网利用最佳智
库

5

↘4

媒介(电子印刷)利用
最佳智库

1

--

最具创新性政策构
想或建议的智库

1

↗3

[键入文字]

该表单排名前 3 名智库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勃鲁盖尔（比利时）
查塔姆研究所（英国）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大赦国际（英国）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
大赦国际（英国）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大赦国际（英国）
美国进步中心 (美国)
传统基金会(美国)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
查塔姆研究所（英国）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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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 (波兰)
对公共政策最有影
响力的智库

6

--

拥有最优秀政策导
向性研究项目的智
库

9

↘2

全球最佳独立智库

9

--

1.
2.
3.
1.
2.
3.
1.
2.
3.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
对外关系委员会 (美国)
兰德公司(美国)
查塔姆研究所（英国）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
亚当史密斯研究所（英国）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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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提供最佳政
该子类以机构音序排序，机构排名不分先后。CSIS 位列其中。
策研究报告的智库
注：数据来源于《全球智库报告 2015》和《全球智库报告 2016》，“↗”代表排名较上一
年上升，“↘”代表排名较上一年下降，“--”代表排名较上一年没有变化。

3 运营机制
3.1 组织架构及人员安排
董事会是 CSIS 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设计 CSIS 的总体发展方向和大政方
针。现任董事会主席由普利兹克组织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Thomas J. Pritzker 担任。
现任董事会名誉主席由“核威胁倡议”副主席 John J. Hamre 担任。现任董事会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ohn J. Hamre 是国家导弹防御以及网络安全专家，他上任之
前先后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其研究方向包括政
治、经济和美国外交政策等方面。董事会由 46 名董事和 4 名荣誉退休董事共同
组成。
CSIS 的顾问委员会由 13 名过去曾在政策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以及在公益机
构或者私企担任要职的人员组成，如美国前参议员、前劳工部长 William E. Brock、
美国前国防部长 Harold Brown，其中部分顾问也同时会在董事会任职。受聘顾问
将为 CSIS 提供全方位的智力支持，尤其是为 CSIS 解决许多复杂性全球性问题
上提供重要指导。
CSIS 的管理层由 18 名高层管理人员组成，负责全面运营和管理工作。
CSIS 的专家团队包括 100 位以上世界顶级全职专家以及规模庞大的兼职专
家网络，负责提供全方位研究支撑。
CSIS 的日常工作由分设在 8 个部门的 100 多名助理研究人员来完成，部门
设置包括总裁办公室、发展规划部、对外关系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信息系
统部、设备部和项目运行部。
3.2 财务状况
CSIS 作为一家非盈利、非党派、非官方的政策研究机构，其主要经费来源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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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捐助资金。与石油财团关系密切，以洛克菲勒为首的 40 多个石油财团是其较
为固定的支持者和资助者。2000 年以后，年度经费收入逐年上涨，已从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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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6. 2 百万美元增至 2016 年的 43. 8 百万美元。见图 1。

图 1 经费增长情况（百万美元）
Figure 1 Revenue Growth in Millions

从 2016 年财务报告[9]（时间节点：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来看，CSIS 近一年来的经费收入 43.8 百万美元，其中，公司资助 34％，政府项
目经费 27％，基金会资助 23％，个人资助 10％，其他捐助 3％，其他收入 3％。
详见图 2。

图 2 2016 年经费收入 43.8 百万美元
Figure2 FY16 Operating revenue $43.8Million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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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S 近一年的经费支出 43.7 百万美元，其中，项目支出 76％，管理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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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支出 18％，发展规划费用 6％。详见图 3。

图 3 2016 年经费支出$43.7 百万美元
Figure 3 FY16 Operating expenses $43.7 Million

近年来，CSIS 为吸引个人捐助，不断推出各类活动，如以捐助者姓名来命
名研究计划、研究项目和研究基金，吸引捐助者参与议题和讨论等相关活动等。

4 研究内容及产出
4.1 研究内容
4.1.1 研究主题
（1）网络安全与技术：分析技术变化如何变革国内外相互关联、发展和追
求安全的方式，涉及情报、监视、加密、隐私、军事技术和空间等问题。相关研
究项目包括“技术政策项目”和“国际安全项目”。
（2）国防与安全：CSIS 是全球防御和安全问题方面的权威，研究课题包括
资源、国土安全、战略、重建、核问题和恐怖主义等。该项研究由“国际安全项
目”牵头，具体包括“国防预算分析”
“国防工业行动项目”
“导弹防御项目”
“核
项目”“民用军事关系”“扩散防御计划”“航空安全项目”和“七次革命”。
（3）经济：分析经济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考察经济学对外交政策的影
响以及利用外交作为改善经济成果的手段的作用。相关研究项目包括“西蒙政治
经济学讲座”和“绍尔国际商务讲座”。
[键入文字]

ChinaXiv合作期刊

（4）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分析全球和国内能源概况，尤其是对可持续发展、
技术、市场和政策的研究。该项研究在“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的领导下，分析
政策法规、商业框架和技术解决方案，以确定未来能源发展走向，做好经济、环
境和安全相关事项的平衡。
（5）全球健康：健康与安全之间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全球健康政策中
心”通过制定美国参与全球健康战略，搭建美国外交政策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桥梁，
研究课题包括计划生育、孕产妇和儿童健康、免疫接种和传染病等。
（6）人权：分析如何在人类安全和自由受到威胁的全球变化中的人权问题。
分析影响世界各地人权和人类安全的关键问题，该项研究主要由“人权倡议”项
目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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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际发展：分析美国在促进发展和创造高效、有效和可持续对外援助
计划方面的领导作用，以延续华盛顿对国际发展的话语权，并制定一套新的、可
操作的政策建议以应对当前的挑战。相关研究项目包括“繁荣与发展项目”、
“美
国领导力项目”和“全球粮食安全项目”。
4.1.2 区域研究
（1）非洲：针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马格里布有关问题开展研究。“非洲
项目”和“中东项目”分别就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北非存在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趋
势开展研究。“全球健康政策中心”“人权倡议”“繁荣与发展项目”以及“全
球粮食安全项目”针对非洲问题开展专题研究。
（2）美洲：包括从北极圈到美国边界问题，再到南部经济体。分析西半球
的许多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美洲项目”负责该地区的主要研究工作。此
外，相关的研究项目还有“繁荣与发展项目”“国际安全项目”“西蒙政治经济
学讲座”“绍尔国际商业讲座”、“跨国威胁项目”和“全球健康政策中心”项
目。
（3）北极洲： 针对北极不断增长的地缘政治和战略挑战提供分析和政策建
议。CSIS 在北极问题的研究上占绝对优势。通过研究项目和分析报告等，它与
加拿大、挪威、丹麦、芬兰和美国官方就北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及其
对美国、欧洲和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进行充分讨论，以增强政策制定者、研究界
和公众对北极问题的认识，并及时针对美国和国际社会如何应对这一地区变化提
出建设性建议。该项研究主要由“欧洲项目”和“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来完成。
（4）亚洲：重视亚洲问题研究，研究范围广泛而深入。主要研究项目包括
“弗里曼中国研究讲座”、“日本讲座”、“韩国讲座”、“西蒙政治经济学讲
座”、“美国-印度政策研究瓦德瓦尼讲座”、“东南亚项目”、“中国国力项
目” 以及“太平洋论坛”。此外，相关研究项目还包括“国际安全项目”、“能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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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国家安全项目”以及“全球健康政策中心”项目等。
（5）欧洲：重视欧洲问题研究。近年来，欧洲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挑战，
如经济动荡，恐怖袭击，移民危机，俄罗斯侵略以及对欧洲机构和领导人持续的
政治信心等危机。“欧洲项目”承担了涵盖美国和欧洲对这些危机的应对机制的
相关研究。其他相关项目包括“俄罗斯和欧亚大陆项目”、“土耳其项目”和“国
际安全项目”等。
（6）中东：分析中东和北非地区广泛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经济问题，特别
关注中东和北非的跨地区影响研究。“中东项目”主要负责该地区的研究工作。
此外“能源和国家安全项目”、“国际安全项目”等其他专题性项目涉及中东方
面问题，往往与中东项目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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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俄罗斯和欧亚大陆：主要分析俄罗斯以及地处欧洲、中亚和高加索地
区的前苏联国家。研究课题包括区域安全、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贸易、国防科
技和能源等，还分析了前苏联各国与其他重要的地缘政治国家，包括美国、欧盟
以及东北亚，南亚和中东各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该项研究主要由“俄罗斯
和欧亚大陆项目”来承担，并由“欧洲项目”、“国际安全项目”等作补充研究。
4.2 研究产出
4.2.1 传统出版物
包括研究报告、图书、评论、时事通讯、学术期刊等多种类型。其中，最重
要的两本期刊是《华盛顿季刊》和《外交政策新视角》。另外，不定期发表各种
会议报告和研究报告，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两年出版一本的《世界各国实力评估》。
此外，《CSIS 晚间新闻》也是其出版的一份权威新闻通讯。2016 年，CSIS 发布
了将近 130 份正式报告、100 篇评论文章以及各类月度时事通讯，比较有代表性
的出版物，如《2017 全球预测》[10]。
4.2.2 数字产品及创意实验室
CSIS 充分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和数字媒介，不断地在寻找新兴传播平台，以
扩大其影响力。包括，每日发布原创分析评论和视频报告，建立原创播客，并每
周进行更新。公众可在 iTunes 上或直接从 CSIS 网站查阅。2016 年 CSIS 播客的
下载量超过 50 万次。
Dracopoulos 创意实验室创立于 2011 年，通过利用最新的网络技术、设计和
视频来提升 CSIS 的研究影响力。CSIS 专家通过与创意实验室合作创建图像、视
频、播客、网站、交互式数据库以及数字研究工具等，有效地向全球传达其政策
建议。该实验室的成立促使 CSIS 的研究工作突破了传统政策报告的局限性，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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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其政策建议的传播范围和落实能力。当前，创意实验室项目已取得明显成效，
如，亚洲海事透明计划是将传统的政策分析与创新媒体格式相结合的典范。
4.2.3 学术活动
CSIS 每年举办超过 2000 次活动，从大型的公开演讲到一些小型的活动，公
众通过简单的注册就可以参与这些活动。代表性的活动，如：
（1）
“西佛学院对话”：由 CSIS 董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传奇人物 Bob
Schieffer 主办的月度系列讨论，讨论者由政府高级官员、立法者、记者和专家组
成，探讨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全球挑战等关键问题。2016 年的主题包括美国
新政府所面临的各项外交问题，如叙利亚问题、中美关系以及促进全球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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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领导人论坛”：为各国领导人提供在 CSIS 和在线观众发表政策
主张的机会。2016 年的发言人包括当时的英国国务卿(现任总理) Theresa May、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Jeh Johnson。
（3）“军事战略论坛”：是国际安全项目长期以来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防政
策上的系列重要演讲，主题包括国家军事战略的发展、军事能力和技术进步、战
略级国防规划相关挑战、情报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未来全球军力态势等。
（4）“海上安全对话”：由国际安全项目和美国海军研究所共同领导的海上
安全问题系列讲座，主题包括海事战略发展和安全政策、海军和海军能力和技术
的发展，以及潜艇战、水面战、远征战和海军航空的未来战略等。
（5）“智慧女人，智慧权力”：旨在彰显女性领导人在外交政策、安全和国
际事务中所取得的成就和贡献。2016 年的系列讲座人包括多个顶级世界领导人，
如美国空军部长 Deborah Lee James、前澳大利亚总理 Julia Gillard 等。该项目还
开设了播客，话题包括现代奴役、人口贩卖、退欧、恐怖主义、慈善事业等。
（6）“雪佛龙发展论坛”：与雪佛龙公司合作成立，召集来自政府和私营部
门的高级官员，探讨了全球发展的新思路和创新方法，主题包括全球基础设施发
展、促进劳工权利、税收作用等，强调私营部门在全球发展中的创新作用。
（7）“全球安全论坛”：年度会议，会议形式包括小组讨论、嘉宾演讲和互
动全体会议。2016 年的主题是关于下一届总统任期内国会外交和安全政策相关
的议程。
（8）“全球发展论坛”：内容涉及从外国援助到私人投资和创新融资，为期
半天，旨在研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关键机遇和挑战。
4.2.4 国会事务
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CSIS 一直是最受国会议员信任的智库资源之
一。2016 年，CSIS 专家参加了 32 次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听证会，听证会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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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美国国防部的改革、欧洲的恐怖主义、朝鲜的核项目以及中国南海安全等
问题。此外，CSIS 还为国会提供许多有价值的简报和论坛等。
4.2.5 高管教育
CSIS 全年为企业和政府高管提供培训机会，以提高他们对地缘政治趋势、
华盛顿的政治生态系统的了解，并提高他们的个人领导能力。这些课程可进行个
性化设置，课程形式包括地缘政治研讨会、领导力技能建设研讨会、模拟演习等。
CSIS 每年都会针对政府机构、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等设计一系列合作
教育项目。2016 年，CSIS 启动了“女性全球领导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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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特点
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CSIS 产生了大量形式多样的研究成果，在全球产生
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其全球著名战略与政策研究智库和世界顶级国际安
全问题研究智库的地位。分析认为，CSIS 发展主要呈现以下 5 个主要特点：
5.1 从研究视野来看，致力于解决美国以及世界性难题
从研究视野来看，CSIS 作为世界著名政策研究机构，定位很高，研究视野
很广。首先，影响并参与美国政府决策是 CSIS 的宗旨之一，许多研究成果对美
国国家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 CSIS 关于美国对伊拉克动武[11]、中国崛起以及
中台关系的研究[12]都对其影响美国外交政策起到一定作用。为了达到影响并参
与政府决策的目标，CSIS 的主要措施有两个方面，第一，利用“旋转门”机制[13]，
影响政府决策。第二，通过出版物、举办活动等各类研究产出宣传政策主张，影
响政府决策[12]。与此同时，CSIS 不局限于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致力于为全球
的决策者提供战略分析和政策解决方法。研究内容除包括防御和国家安全项目之
外，还关注健康、能源等各类全球性问题，研究范围涉及世界各大区域。研究成
果也立足全球问题，如《2017 全球预测》。CSIS 每年举办的学术活动，如“全
球领导人论坛”“全球安全论坛”等也都具有全球视野，CSIS 与世界许多国家
的政要和研究所保持密切合作，对解决诸多世界性难题发挥突出作用。
5.2 从运营机制来看，坚持研究独立性与运营开放性相结合
从运营机制来看，CSIS 首先是一家非盈利、非党派、非官方的政策研究机
构，坚持研究独立性和运营开放性相结合是其突出特点。从 CSIS 网站信息[14]
来看，CSIS 坚持进行独立分析和政策研究工作，不代表任何政府、企业或私人
利益，力求提供客观和务实有效的建议。秉承三个基本原则： (1)两党合作；(2)
研究的独立性；(3)分析严谨。与此同时，为加强与媒体关系、拓展机构及其学
[键入文字]

ChinaXiv合作期刊

者知名度、吸引赞助资金和扩大政策影响力，CSIS 在运营政策上保持“尽最大
可能的”开放态度。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登录 CSIS 网站了解近期活动安排及报名
参加。此外，CSIS 也会采用多种形式，如邀请捐助者深度参与其重要议题和讨
论等相关学术活动，以吸引更多的社会捐助。
5.3 从技术方法来看，重视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与融合
从技术方法来看，注重对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与融合，是 CSIS 的一项成功
举措。创意实验室是利用最新的网络技术、设计和视频来提升 CSIS 的研究影响
力的典型代表，创意实验室的项目很多，如“亚洲海事透明计划”将传统的政策
分析与创新媒体格式相结合，包括卫星图像，在线地图绘制工具、播客和信息图
表，为亚洲海上安全问题提供有吸引力和定期更新的信息和政策交流渠道。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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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自 2014 年底推出以来，已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反响，被国会听证会引用，有
超过一百万人员访问其网站。这一举措促使 CSIS 突破了传统智库研究的局限性，
更好地扩大了其研究影响力。
5.4 从研究产出来看，逐步构建高端智库产品集群
从研究成果及产出形式来看，CSIS 研究内容涉及网络安全与技术、防御与
安全、经济、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全球健康、人权和国际发展 7 个方面，研究区
域涉及非洲、美洲、北极洲、亚洲、欧洲、中东、俄罗斯和欧亚大陆 7 个地区。
CSIS 以 50 多个重点项目支撑各项研究工作，依托其全球顶级专家队伍和广泛的
研究选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群，研究产出不仅包括研究报告、图书、
评论、时事通讯、学术期刊等各类传统出版物，还包括视频、播客等新媒体产品
以及创意实验室，此外，还包括举办各类学术活动、参与国会事务以及开展高管
教育等多种形式。规模化的研究产出便于形成叠加效应，便于成果的推广和影响
力的扩大。
5.5 从研究重心来看，越来越重视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研究
从研究重心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CSIS 越来越重视对亚太地区
和中国问题的研究，重点对当前中国发展中的热点问题进行预测性研究，特别是
那些对美国战略利益构成或可能构成威胁的问题，例如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美贸
易、中美关系、对华战略、中国崛起、中国外交政策。CSIS 主张建立并巩固中
美最高层对话机制，主张中美建交三十年的立场。同时也非常关心中国的恐怖主
义、网络安全、艾滋病防治、老龄化等问题，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项目包括“弗里
曼中国研究讲座”、“中国国力项目”以及“太平洋论坛”。借助这些研究项目，
CSIS 对中国问题以及中美关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成为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华
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智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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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启示与借鉴
从智库建设整体环境来看，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处于高
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全球智库报告》的主持者詹姆斯·G·麦
甘指出[15]，中国智库发展存在两个桎梏因素：一是本土智库的自主性不足，二是
智库之间缺乏平行沟通与合作，导致“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效率受到抑制”。
从专业智库建设情况来看，国家安全问题受到高度重视。2015 年 7 月 9 日，
继《国家安全法》实施之后，解放军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智库“中国国家安全问题
研究中心”在国防大学成立。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主要任
务包括致力于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安全问题，展开相关课题研究、战略研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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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咨询、人才培训和国际交流，形成《中国国家安全年度报告》等。
在这样的环境下，CSIS 是世界顶级政策与国际安全问题研究智库，其先进
经验对当前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尤其是安全类智库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
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重点考虑：
（1） 我国智库建设应该立足解决全球性以及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秉持
智库建设与研究的国际视野和格局。
（2） 赋予智库建设的独立性与合作性。重视发展非官方智库，搭建智库
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增强智库建设活力。
（3） 重视对数字信息技术的融合与运用。如，要建立健全功能完备的信
息采集分析发布系统，要充分考虑到信息技术对研究产出的价值等。
（4） 提高智库研究产出的质量，形成智库产品集群，强化成果推广和扩
大机构影响力。
本文也发现，和西方其他智库一样，CSIS 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局限性。如，
第一，过分强调利用旋转门机制来影响政府决策所带来的弊端，导致智库专业人
员尤其是核心骨干成员过快的、随意的流动，不利于智库的人才稳定以及队伍的
专业化和持续性发展；第二，公众对其研究独立性的质疑。尽管 CSIS 一直强调
自己是一家非盈利、非党派、非官方的政策研究机构，但是以洛克菲勒为首的
40 多个石油财团是其重要的资金来源，因此 CSIS 的研究成果难免会受到石油财
团政治倾向和政治背景的影响[16] 。因此，CSIS 的这些局限性也是我们在智库建
设中需要特别注意和努力规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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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research output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SIS, so a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Method/process]With the case studies and website research methods，
related data is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ublications, introduction of
activities and related think tank literature, it analyz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positioning, operational mechanism, research output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SIS.[Result/conclusion] It shows that CSIS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think tanks in terms of research field, ope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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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method and research output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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