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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国际化发展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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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发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支撑公共外交、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国智库应注重提高全球性议题设置和研究的能力，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质
量，积极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和组织建设，创新国际传播技能和方法，主动开展智库外交，做好国际化发展
的体制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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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上领先的智库发展已呈现明显国际化

国际影响力提升速度相对较慢。中国智库在国际上进

特征，国际影响力很大。而随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

行议题设置的较少，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成果和活

放，以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

动不多，在全球宣传发声的渠道还需要畅通，效果还

为支撑中国内政和外交的重要力量，越来越意识到提

需要改善。这种现状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 [1]。因

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并开始逐步探索国际化发展

此，研究并采取切实举措以推动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发

道路。 2015 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

展十分必要且紧迫。

意见》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

1 中国智库国际化的意义

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提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
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可以说，智库国际化发

1.1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展是中国智库建成世界一流智库的必由之路。然而，

组成部分，是思想先导、理论动力和重要推手。在研

从现实情况看，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决策影响

究国内外问题时，中国智库必须立足中国，放眼全

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

球，在世界政治经济大变局中思考问题，熟悉国际研

资助项目：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210001）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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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界前沿情况，才能推出更多、更好的世界一流智库
产品和人才，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本国国内，而拓展到区域和全球性公共问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以其高质量的研究产品闻名全

1.2 提升我国公共外交能力的重要举措

球。纵观其成立百年来的研究内容，可以发现其研究

一流智库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在全球层面

视角从以美国为核心转变为全球视野，研究领域也随

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

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由聚焦美国本土经济、外交、治

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 [2]。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

理、城市等议题，逐步拓展到全球经济、国际秩序、

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气候环境、社会就业等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智库作为国家“公共外交”的
重要主体 [3]，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国家话语权的

2.2 研究机构国际化

在智库不断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其组织架构和管

重要载体。相比于政府外交，智库外交具有特殊的优

理体制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特征，逐渐开始全球

势，国际对话交流相对容易，方式更加灵活，因此是

布局。一些智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办事处、调研

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大外交的重要环节。

中心；有的与海外智库、政府机构、高校及企业合作

1.3 增强中外人文交流成效的重要方式

建立分中心、研究中心；还有的通过为当地智库或研

智库通过人员互访、知识交流的方式，促进中外

究机构提供资助等方式，在全球“开枝散叶”，成为

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中国智库应当以更开放的姿态

一类新型的跨国组织。智库的全球布局，有利于其及

走向国际舞台，通过各种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时掌握海外市场动向，为项目研究前期的区域和国际

中国声音，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从

调查提供了渠道；这样既可以解决研究信息不对称的

而增进互信、促进和平，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难题，又可以整合当地资源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具有

2 智库国际化的内涵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方案，从而真正融入全球事
务研究。

朱旭峰等 [4]从 4 个方面研究智库国际化，包括研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是在美国成立的最早又颇

究领域国际化、交流活动国际化、组织结构国际化

有影响的智库之一。其总部在美国华盛顿，并在中国

和影响力国际化。王辉耀 [5]认为智库国际化体现在研

北京、黎巴嫩贝鲁特、比利时布鲁塞尔、俄罗斯莫斯

究领域国际化、全球化，研究视角国际化，人才队伍

科、印度新德里等 5 地设有研究中心，以开展区域项

国际化，影响力国际化，以及传播方式开放性等。赖

目研究。

[6]

先进 将智库国际化发展分为研究领域国际化和全球

野村综合研究所是日本智库的代表，从成立至今

化，研究视角国际化，智库产业和市场的国际化，以

始终贯彻向海外发展的方向，在世界不少发达国家、

及智库分支机构设置的全球化。在这些学者研究基础

新兴国家及地区设立了国外分支机构，积极搜集政

上，本文认为智库国际化内涵包括以下 5 个方面。

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信息[7]。纽约、伦敦、

2.1 研究领域国际化

莫斯科、新加坡、上海等地分公司的建立为野村综合

加深，人类也共同面临着经济发展、人文交流、国际

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能源信息提供了极大便利。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

关系、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
带来的挑战。智库的研究领域和议题早已不再局限于
990 2022 年 . 第 37 卷 . 第 7 期

研究所调查研究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和中国地

2.3 交流合作国际化

在信息化时代，交通工具便利化的当下，全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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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智库间和研究人员间的交流互动也愈加频繁、顺
畅。除了传统的面对面实地调研互访，网络语音、
邮件、视频连线等已成为智库日常工作之一。积极参

誉世界。

2.5 智库人才国际化

人才是智库组成的核心要素。一流智库重视吸

与和主动搭建全球性或区域性的智库交流平台，举办

引、留住、使用和培养各国优秀人才，促进人才的多

大、中、小型的会议活动是全球智库合作交流的主要

元化。① 重视发挥智库领军人物国际知名度的优势。

方式之一，从而实现信息互通、互相学习、促进共

② 通过向海外派遣研究人员，以中长期驻扎海外的方

识。

式，拓宽研究人员全球视野，提高自身人才队伍的国

此外，通过组建智库网络、智库联盟、国际智库

际化水平。③ 以全职/兼职/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等

合作组织来实现聚智、聚力、聚资源已成为一种趋

方式引进国际人才。同时，向海外招募实习生和留学

势。智库“联合体”越来越多。“东亚思想库网络”

生，设置青年人才培养项目，为智库注入国际化多元

（ NEAT ）是东盟与中日韩（“ 10+3 ”）区域合作机

化的“新鲜血液”。

制中“二轨外交”的一个活动平台，是“10+3”国家

英国的查塔姆研究所于 2014 年创办了国际事务领

领导人会议正式认可的学术交流与研究机制。通过建

导学院，为世界各地人才提供学习机会；从而，吸引

立东亚国家智库之间，以及政府和企业界的网络化联

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和工作经历的青年学者一同

系，形成政、学、产三方互动，共同研究东亚合作面

学习交流，培养了一大批国家事务方面的领导人才，

临的重大问题，形成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战略性思

同时也拓展了智库的人才储备，搭建起智库未来的人

路和具体的政策建议，并向“10+3”国家领导人会议

脉网络。

报告研究成果，为推动东亚合作提供智力支撑。

3 中国智库国际化发展的建议

2.4 成果传播国际化

国际化智库有大量话语资源和话语能力，注重运

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大力推动国际化

用其专业能力、跨国关系和网络资源，通过多种渠道

发展；智库研究议题从国内议题逐步拓展到世界政

和方式手段，提高其在国际上的显示度和影响力。

治、经济与贸易、军事、能源与环境等议题。一些

① 充分发挥传统会议论坛和媒体的作用。在国际性会

有条件的机构向海外发展、设立海外网点，为其研究

议论坛、国际性报纸、期刊、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

提供一线真实的调研资料。不少智库开展形式多样兼

将出版的专著、论文翻译成多国文字进行推广。② 活

具影响力的国际化交流合作，同时推进国际转播体系

跃于各类社交媒体。建设多语种且个性化的网站，开

的转型。还有一些智库积极探索国际化研究团队的建

设新媒体账号，以获得更多国际受众。③ 与知名国际

设。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高端智库“领雁效应”突

媒体建立常态化沟通合作机制。设立媒体关系部门或

出，在国际社会频频发出中国声音，阐释中国观点，

者专职联络人，精准投放研究成果，达到较好的国际

增强国家软实力；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和社会科学院

宣传效果。

（所）的智库搭建起各类国际交流平台，为政（府）-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将其出版物翻

智（库） - 企（业）合作提供机会；高校智库利用学

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分送各国政府、联合国代表团、

术资源和渠道优势，大力推动机构、课程、研究团队

非政府组织、决策者、专家及新闻机构，并将研究所

和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国际化；社会智库积极开展各

的出版物免费送给世界各国的图书馆，促进其成果享

类“二轨外交”活动，有效发挥民间外交功能。可以
院刊 991

智库研究

说，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和经
验。

此外，中国智库还要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网
络，组建由中国主导的智库联盟、智库联合体等，整

但我们也看到，对比中央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

合并利用这些平台网络中的国际化资源，共同形成具

要求，国内外日益复杂的形势，以及国外顶尖智库在

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产品，促进跨国、跨领域、跨专

国际化方面的实践经验，中国智库整体的国际化水平

业的长期交流和务实项目合作。

仍然处在初级阶段。比如：整体上对智库国际化的认
识还不够，国际化程度高、全球影响力大的知名智库

3.3 积极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和组织建设

要解决目前中国智库国际化人才紧缺的问题，就

不多；对国际重大战略问题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

要创新方式方法，“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还不够，引领全球性议题设置的能力不强；缺少有国

探索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新模式。① 打造中国智库领

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对研究人员的国际化

军人物的国际知名度和品牌效应；② 建立智库特聘

能力培养不足，机构在海外的基地还不够多；国际宣

专家、咨询委员会、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机制，到

传推广上，新媒体运用还不充分，效果还有待提升。

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国际组织中物色智库人才；

有鉴于此，对中国智库国际化发展提出 6 个方面的建

③ 招募海外实习生和留学生，乃至吸引外国专家为

议。

本机构研究提供智力支持，提升国际人才的比例；④

3.1 提高全球性议题设置和研究的能力

派驻本机构人员赴国外开展中长期访学和实地调查研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问

究；⑤ 做好本地人才国际化能力培训课程，不仅针对

题国际化的态势日益明显，仅仅专注于国内问题研

研究人员，还要对管理人员进行国际化能力培训；⑥

究恐怕无助于产出符合全球化时代需求的政策知识

探索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调研网点，与国际智库合

产品。全球性议题的设置是智库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策

作创办研究中心，吸纳当地研究人员，掌握各国第一

略。这要求智库及时、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既要

手的资料信息，共同合作开展研究工作，实现智库组

做好热点问题的及时性研究，又要做好重大问题的前

织机构的国际化。

瞻性、战略性研究。诚如美国智库报告、学者文章时
常都能被中国决策者批阅，中国智库应有能力针对全
球性议题，做出被外国领导人关注的研究成果[8]。

3.2 提升智库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质量

3.4 创新国际传播技能和方法

中国智库要在国际互联网平台上构建多维度的传

播体系，不断提高在国际上的显示度，提升国际影响
力。

要充分发挥各类型智库在国际交流中的优势，提

在新媒体时代，应充分借助国际化的新平台。例

高国际合作交流的质量。国家高端智库和党政军智库

如，通过 Twitter 、 Facebook 、 Youtube 、 Instagram 、

拥有更多接触国外高级别智库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机

LinkedIn 等互联网社交平台，探索传播方式的革

会，高校智库拥有更多联系国外高校和学术机构的渠

新。有研究选取中国 40 家影响力较大的智库，对其

道和资源，社会智库和企业智库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在以上 5 个国际新媒体平台上的账号进行分析，发

时具有更高的灵活性。

现 65% 的智库没有开设过任何账号，在 5 个平台上均

智库国际交流合作不仅包括在本国构建各国驻华

有账号的仅占 7%[9]。其中，既有意识不强、人才不足

使领馆、主要国际大企业、外媒驻华记者的日常联系

的原因，也有网络技术限制过多的困境。这导致中国

网络，还要推动与境外智库、学者、媒体的联系。

智库在国际新媒体舆论场上的话语权丢失。因此，中

992 2022 年 . 第 37 卷 . 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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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智库还应如在国内新媒体上一般活跃，在国际新媒

Influence the World. Beijing: People ’ s Publishing House,

体上积极发声。

2016: 20-21. (in Chinese)

3.5 主动开展智库外交

3 李国强, 李初. 加快中国智库国际化建设是一项重要而紧

中国的对外开放环境为智库提供了国际交流的土

壤。中国智库要发挥好自身优势，做好国际问题的
深入调研和精准分析，做好国家外交政策的“研究
者”；配合重大外事活动及主场外交活动开展相关智

迫的任务.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1, 6(2): 2-7.
Li G Q, Li C. Some understandings on accelera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think tanks. Think
Tank: Theory & Practice, 2021, 6(2): 2-7. (in Chinese)

4 朱旭峰 , 礼若竹 . 中国思想库的国际化建设 . 重庆社会科

库论坛，借助重要高端访问或外事活动扩展智库“国

学, 2012, (11): 101-108.

际朋友圈”[10]，做好“支持者”；积极参与各类国际

Zhu X F, Li R Z.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think tank.

会议论坛，对国际形势、热点问题和发展趋势发出中
国声音，做好“代言人”；组建区域性和国际性组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 2012, (11): 101-108. (in Chinese)

5 王辉耀 . 中国智库国际化的实践与思考 . 中国行政管理 ,
2014, (5): 20-24.

织，增进国家间的联系和合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

Wang H Y.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think tank

促进共同发展的“促进者”。通过多方面探索和实

internationalization.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4, (5):

践，努力使智库的国际化发展逐渐发展成为独具特色

20-24. (in Chinese)

的“智库外交”，使“智库外交”成为中国特色公共

2017: 249.

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1]。

3.6 做好国际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

中国智库要建立和完善国际化发展的相应措施和

机制，做好体制机制保障

6 赖先进. 国际智库发展模式.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2]

。① 在智库机构内部组

Lai X J.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
Beijing: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ess,

2017: 249. (in Chinese)
7 柯银斌, 吕晓莉.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国外智库国际

建专门的国际部门，将智库的国际化工作统筹管理。

化案例研究.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95-96.

② 制定国际交流、国际项目合作、国际人才引进培

Ke Y B, Lv X L. How Do Think Tanks Come into Being?—

养等相关文件规定，让国际化工作的开展有章可循。
③ 智库要在每年的运作经费中拔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国
际交流合作，还可以通过基金会渠道募集资金来确保
国际化工作有稳定、充足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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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Think Tanks
GAN Chunhu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ink tank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upporting public diplomacy and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ese think tanks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set and research global issue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carrying out international talent training and organization building, innovating skills and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itiating think tank diplomacy, and providing guarantee o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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