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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的发起 

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UCTPF）于
2015年启动成立，是推动中美两国
双边关系的杰出践行者。基金会创
始人坚信，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具
影响力的两大经济体，其积极的双
边关系对世界的福祉有着至关重要
的影响。

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
性质的公共组织（属501(c)(3)类）
，具有MECEA资格认证（由中国
外交部相关部门申请并经由美国国
务院批准），可开展符合1961年教
育文化互惠法案[公法87-256]第
108A节要求和满足22 CFR第65部
分所列实施规范的美中跨太平洋交
流项目。

宗旨

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力图通过政治
、经贸论坛以及文化和教育交流等
促进中美人民的双边利益，并推动
中美两国建立卓有成效的合作伙伴
关系。

基金会的宗旨是增强公众和企业层
面对中美两国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
识，打造更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间友好双边关
系的发展。

UCTPF



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自成立以来，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基金会促成了美国国会领袖与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的会谈；亦
多次协助中方外交、人大和企业界等访问美国国会的活动。此
外，基金会长期与美国国会重要议员保持交流并先后组织了四
十多位美国国会高级助手访华，开展一系列政治、教育以及文
化交流活动。

2018年基金会组织了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华史上的第一次以知识
产权保护为主题的访问活动，对全面加深中美两国知识产权制
度交流与沟通起到重要作用。美国国会派出了包括参议院临时
议长的行政经理、司法委法院、知识产权和网络小组委的首席
顾问、民主党领袖的立法助手和参议院领袖的公共关系主任等
在内的资深幕僚。

我们竭力为中美两国提供一个建设性交流平台，为两国更好地
了解彼此重要而又充满变化的关系提供渠道。 

基金会领导层每年都会与中国政府外交事务最高层进行会面交
流。就中美关系发展问题进行商讨。同时基金会也与全国人大
及中国相关重点智库进行交流。

最近，中美两国进入了一个对全球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贸易谈
判时期。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更加增强了基金会希望超
越其目前努力，制定更加非凡的新方案和倡议以支持政府和非
政府层面的建设性对话的愿望。

2019年，我们正在寻求开创更多相互交流的途径，包括中美外
交高层对话，中美建交40周年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政商学界
代表团、智库访美等项目。

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感谢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与无私帮助，感
谢为我们项目的成功做出贡献的朋友们。 在您的不断支持下，
我们相信基金会将达到新的高度，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加强中美关系，为两国乃至世界的福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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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罗仕杰 

会长 陈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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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
关系无疑对两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处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对中国国内企业健康发展也
有着深远影响。作为企业家，我们更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以切实行动
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界朋友加入我们
，共同努力，一同为中美两国间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克服中美建立建
设性经贸关系的挑战。也期待基金会在促进两国关系和谐发展的过程
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崔天凯大使
祝贺信 

副主席 柳志伟

副主席致辞



政治与政策

基金会旨在创造一个尊重和积极
的环境，使两国的政治代表团能
够公开和透明的对话，探讨影响

全球格局的重要问题。

文化

基金会协助双方了解两国的文
化，增进相互尊重和宽容。

企业与教育 

基金会鼓励双方交流思想，促
进中美领导人之间的
更多理解和善意。

 

基金会项目

项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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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致力于建立强有力的政府间对话，文化交流，互访，并为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文
化和教育相互交流思想创造机会。 国际形势时刻变化，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始终为世界两大经济体的关键
决策者们建立积极、有意义的关系打开了大门。 我们基金会希望，通过了解和欣赏中美之间的共同点和差

异，两国都可以寻求在广泛领域进行更深层次合作的机会。

以下将从三方面回顾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2017 - 2018年的工作。 



政治与政策
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协助政策制定者组织交流活动，就双
边关系面临的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基金会有助于促进政
府间的双边交流和高层公开对话，加深沟通渠道，更好地
了解政府的立场。



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晤 

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发展，外交在推动高层对话和深化沟通渠道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基金会致力于促进两国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联系，以促进思想交流，了解彼此的决策理念和意见分歧，加强
各领域的密切沟通与合作。

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见基金会主席罗仕杰

2018 年 6 月 ，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主席罗仕杰与基金会会长陈佳文于中南海武成殿同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进行会面。双方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并就双边关系面临的挑战进行
商谈。

杨洁篪先生称赞基金会多年来在促进双边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基金会
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他希望基金会进一步促进中美交流与沟通，推动中美关系积极发展并落实推进共同计
划的重要项目。

同日，罗仕杰主席与外交学会会长吴海龙先生就中美关系及加强基金会与外交学会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
见。



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在拉斯维加斯为

崔天凯大使举办招待会  

基金会美国国会之行 

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及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罗林泉先生参加鸡尾酒会及晚宴
，并与政商领袖在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举行会面。嘉宾包括州政府政要、市政府官员、工商界领袖及
学界权威。

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受邀于美国华盛顿参加国庆69周年庆祝活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对基金会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参加活动的还有东英金融集团董事长张志平先生、众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安那
州共和党议员比利•陶辛等。



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一行陪同中国驻美
国大使崔天凯先生一行前往拜访了美国
参议院临时议长及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
席奥林•哈奇(Orrin Hatch)。会面过程中
，崔大使和奥林•哈奇议长进行了会谈，
并重申了落实中美四个对话机制的重要
性。

基金会一行在华盛顿特区参议院办公大楼
造访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
恩(John McCain)参议员。双方都认识
到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两国应加强在
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基金会拜访了参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阿拉
斯加参议员丹•沙利文（Dan Sullivan）
，讨论了中美在新建项目和阿拉斯加能源
开发方面的合作问题。

基金会负责人就当前中美关系中的一些热
点议题与格雷厄姆参议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参议员表示今后中美间将有更多的交流
机会，交流的形式也会愈加丰富多样，为
此他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持乐观态度，
认为两国能建立稳定、积极的双边关系。



美国国会助手团之行

2017 & 2018

基金会组织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活动旨在促进多个行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促进思想交流，探索更为广阔的合
作领域。

2017-2018年间，基金会主办了四次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活动，所到之地涉及中国南北及西南各省
，活动涉及40多名国会代表，包括参议院临时议长、财政委员会主席奥林•哈奇(Orrin Hatch)的幕僚长塞
勒斯特•戈尔德(Celestine Gold)、行政经理、组织服务主任科里• 梅瑟维(Corey Messervy)、参议院少
数党领袖查尔斯•舒默(Chuck Schumer)的助理秘书瑞安• 麦康奈希(Ryan McConaghy)、参议院军事
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立法助理米卡拉•莫左(Mikayla Mowzoon)，首席法律顾问克
里斯•贝茨(Christopher  Bates)、民主党资深参议员罗恩•怀登 (Ron Wyden)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立法主
任约书亚• 辛克曼 (Joshua Sheinkman)以及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爱德华•罗伊斯(Ed Royce)的副
幕僚长皮特•弗李曼(Peter Freeman)等人。

基金会竭力为中美双方提供交流政治政策、文化观念的契机，构建双方信任，深化相互理解。

与政府机构对话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吴晓灵女士主接待代表团

美国国会代表团于2017年10月访问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题为“中美在金融改革与稳定领
域的机遇，挑战与合作”的讨论中，代表团进行了热烈而真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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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湖南省人大及湖南省政府

代表团于2018年4月访问了湖南省人大侨务委员会和财政经济委员会，
以及湖南省侨务办公室和湖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会见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文华及成都市政
协副主席杨林兴

代表团了解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和国家事务审议中的作用。

访问外交部   

2018年8月及10月，基金会组织的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了外交部，就中
美关系面临的挑战以及科学技术正常交流中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和见解。

会见天津市政协副主席赵仲华

2018年11月，科里•梅塞(Corey Messervy)维带领的代表团了解到美
国企业在天津本地市场中所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挑战，以及政协在中国
政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会见上海市政协秘书长贝晓曦

2017年10月，上海市政协秘书长贝晓曦会见了由塞勒斯特•戈 尔德
(Celeste Gold)率领的美国国会议员幕僚长代表团。双方围绕部分感兴
趣的话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外交学会副会长赵卫平为代表团举办欢迎宴会  

代表团于2017及2018年间多次受邀访问外交学会，并参加由外交学会副会长赵卫平举办的欢迎宴会。并
于席间与诸多专家学者深入讨论了未来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方向。代表团表示，非常感谢中方周到而热情
的接待，并祝愿两国能开展更多形式丰富的交流活动。

智库交流  

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与众多智库密切合作，为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学者及企业家打造高层对话平台。对
话涉及当今时代最具挑战的众多话题，尤其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及中美关系未来走向问题。中美双方均可有
效参与深度交流，互相交换意见。

中信改革与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接见代表团

基金会于2018年4月及10月与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共同组织多场高规格座谈会，并邀请美国国
会高级助手代表团与多位中方专家、学者，包括原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先生共同就目前
中美贸易摩擦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代表团受到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孔丹
的热情欢迎。



代表团访问北京知名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8年8月，美国国会高级助手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并与受邀专家及知名学
者就当前中美摩擦与两国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座谈交流会。在热烈的讨论与谈话中，来宾们深入
交换意见。

访问中国国际战略学会 

代表团团长塞勒斯特•戈尔德(Celeste Gold)受邀于2017年10月率美国国会议员幕僚长代表团
一行赴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参加主题对话。对话围绕“政治政策”和“区域安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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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知识产权保护主题代表团

代表团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朱理法官

交流中，代表团对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以
及中美最高法院之间的合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双方最后都表示，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依
然任重而道远。

 

美国国会高级助手代表团访问中
国国家版权局并会见版权管理司
汤兆志副司长

访问期间，汤副司长发表了关于保护中国知识产
权，中美版权交易的讲话，并与代表团深入交换
有关国际版权案例与中美两国版权贸易交流现状
的意见。代表们对中国的版权法与双边版权贸易
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日益严峻，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于2018年
10月首次举办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主题的美国国会高级助手团访华项目。

在为期一周的交流中，代表团访问了国家版权局、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法院等一系
列中方知识产权相关部门，从立法、司法、行政三个层面深入了解中方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深入推进了中
美知识产权交流与合作。

通过此次交流，代表团成员深入了解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相关问题，并始终努力推进知识产权保
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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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合作司吴凯
司长会见代表团

吴凯司长向代表团介绍了行政部们的主要职责，
同时强调开展中美专利工作的联络、合作与交流
活动也同样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协同配合。双
方就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的多方因素展开热烈讨
论。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王金山院长会
见代表团

在谈话中王院长提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为司法
机关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处理、相关法律的执行以
及法院相关职责，并表明随着“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时代趋势不断推进，新兴企业不断增加
发展，商标数量也持续上升，知识产权的重要度
也迅速提高，如何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成为需审慎
思考的问题。代表团就以上问题发表各自看法，
并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司法体系有了全新
的了解。

 

天津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行政
副主任郭成明先生与代表团对话

代表们就天津各行各业的市场监管与产权保护等
方面进行对话。通过互动会议，代表团深入了解
到中国城市的本地监管体制框架。

 



文化项目
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是中美之间不可分割的文化桥梁。

通过参观文化古迹和观看传统表演，基金会旨在更好地向代
表们介绍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 一个国家当前的政治
和政策发展与该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密切相关。 我们希望通
过文化传播建立两国间持久的纽带，将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联系在一起。 我们相信，通过这些交流，两国都能够建立新
的友谊和永恒的回忆，增进相互了解和互信，为今后的合作
奠定基础。



中信改革与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接见代表团

基金会于2018年4月及10月与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共同组织多场高规格座谈会，并邀请美国国
会高级助手代表团与多位中方专家、学者，包括原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先生共同就目前
中美贸易摩擦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代表团受到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孔丹
的热情欢迎。

参观文化遗址 

游览毛泽东故乡湖南省

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人民共和国第一届领导人毛泽东
的故乡湖南韶山。 

代表团参观了毛泽东同志的故居、毛泽东纪念馆，
并向毛泽东铜像致敬。随后，代表团又前往橘子洲
头进行参观，橘子洲头的美景正像毛泽东的诗句描
写的一样美丽。 

此次湖南之行让代表团深刻领悟毛泽东同志的革命
成就。

参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二战期间，一些逃离集中营的犹太人前往
上海寻求庇护。在这里，犹太人与中国人
和睦相处。基金会希望通过举办系列活动
，让更多人了解到这段历史的真相，与之
建立情感上的共鸣。

 

代表团参观杭州G20峰会会址

代表团参观了2016年杭州G20峰会的举办场
馆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聆听讲解介绍及2016
年G20峰会的举办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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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圆明园和南锣鼓巷

代表们从天津返回北京，参观了一系列传统景点，领略
北京当地风俗人情。 成员们在圆明园遗址感受到中国
历史的严肃与厚重。

之后，他们参观了南锣鼓巷，体验了古今文化的交融与
传承，对北京这座传统的现代城市有了更加立体的了解
。 访问使代表团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了良好的印象。

游览长城，故宫博物馆

2018年4月代表团成员参观了长城。代表团不仅一睹了
中国万里长城的雄伟气势和长城内外的壮丽山河，更了
解到长城在中国历史中的文化内涵和独特意义。 

代表团还游览了故宫博物院。透过故宫中琳琅满目的文
物，代表团以另一种形式了解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化。

访问四川省文化遗址

代表团访华期间参观了一系列四川省文化遗址。

在德阳三星堆，代表团领略了拥有三千年之久的先秦
青铜文化，进一步了解了四川的历史人文风情。此外
，代表团也感受了中国1500年之久的传统酿酒手法，
欣赏了川剧变脸艺术。

代表团亲身见证、亲身感受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了
解真正的中国。



代表团品尝中国特色美食  

饮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金会在组织代表团活动时，也特意安排了品尝众多中国传统
美食的机会。代表团在上海品尝了小笼包，在北京品尝了极具特色的北京烤鸭，在重庆品尝了火锅。

中国美食的精致美味及丰富多样给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商业教育交流
基金会大力支持由大学、智囊团和《财富》500强科技公
司在内的全球性机构开展的广泛项目。这些项目为决策者
探索当代全球焦点问题和当前中美热点问题搭建重要平台
。参与者可以通过各种活动建立独有的人际网络，访问顶
尖技术公司，参加国际知名大学讲座。



企业访问  

参访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在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
海外市场销售总经理胡跃文先生等人向代
表团介绍了有关中国轨道科技发展过程。
代表团了解到中国是如何经历风雨，几十
年来矢志不渝、攻坚克难取得科研突破，
从一个该领域的后发国家一路赶超，最终
成为世界高铁技术的领跑者的全过程。

参观上海证券交易所

代表团在与上交所相关工作人员的交谈中
深入了解到上交所的发展史及运作特点 ， 
同时也对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重要地
位有了更近一步的了解。

访问阿里巴巴集团总部

代表团在阿里巴巴集团访问期间，阿里巴
巴相关人员向代表们详细介绍了公司的发
展历程及近些年来重点发展的跨境购物相
关业务。在自由问答环节，代表团成员饶
有兴致的向阿里巴巴集团询问其与海外购
物相关的商业模型等问题，并就中美经贸
合作的具体实践等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参访三一重工

2017年4月，美国国会高级助手代表团一
行人参访三一重工集团， 通过这家中国
工程机械行业的领先企业，了解中国在“
工业 4.0”、产业智能化升级等领域所取
得的重要成就。

 



教育交流 

湖南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是中国历史上赫赫闻名的四大书
院之一。代表团在湖南参观了岳麓书院的
讲堂、御书阁等特色建筑。

代表团还受邀与在校师生进行了一系列交
流，就两国交换生项目进行了深入探讨，
并表示学生间的交换学习能有效促进中美
两国的长期友好交往。 此次活动让代表团
有机会领略中国古代哲贤的教育观点。

北京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

2018年8月，美国国会高级助手代表团参
访了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代表团一行十
分乐于在座谈会上与中国青年进行亲切坦
诚的交流，在轻松愉悦的对话中，大大增
进了代表团对中国青年未来发展的认识与
了解。

 

浙江大学

代表团访问中国高等学府浙江大学。浙江
大学副校长严建华于紫金港校区校友楼玉
泉厅会见代表团。

严建华副校长首先向来宾表示欢迎，当得
知部分来宾首次来到中国，他热情地向来
宾介绍了杭州的情况，又介绍了浙江大学
120年发展的历史。严建华还重点向来宾
介绍了浙江大学的国际化战略 。座谈会后
，代表团一行前往紫金港西区参观求是书
院建筑群。



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联谊会 

UCTPF

基金会积极维护与过往代表团成员的友好
关系。

基金会坚信通过中美高层实地交流对话的
方式是建立双边友好关系的重要途径。

基金会邀请过往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参议
院临时议长及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奥林•
哈奇 (Orrin Hatch) 的会议室参加联谊会
，交流观点。



2019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对世界影响深远，同时共同承担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地
区和全球经济增长与繁荣的责任和利益。为欢庆中美建交40周年，基金会计划举办一系列政治、经济及文
化活动促进中美双方友好交流，让两国深入了解各方文化。

中美外交高层对话

 
应中方相关部门邀请，基金会将带领一批美国高级政治及工商业代表团访华，与中方政治、商
业及学界交流。

年规划 



基金会将与国内知名智库合作组团前往美国国会及其他相关部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访问。

中美建交40周年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文化交流促进人们互通有无，增进文化发展与丰富。基金会将于2019年举办一系列文化交流活
动，让两国普通民众有机会亲身经历、亲自感受各自文化。

访美政商学活动
 



美国国会高级助手代表团访华
 

基金会将组织特别的文化交流形式，庆祝基金会年会。

基金会年会
 

基金会拟组织4-5批美国国会高级助手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主题性参观访问，与中国政府相关
部门、中国知名企业深入交流，并通过文化访问，全面加深代表团对于中国的认识。



美国国会高级助手
访华之行评价

“全面加深了对省政府政务及扶贫工作的认识。”

“这是此行最有价值的行程。”

“很有意义。有助于全面了解中方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认识。”

“于我而言是此行最有意义的会见！十分有意义。”

“所去之地十分适合知识产权主题访问。”

“真的十分享受长城与故宫博物院之行。”

“文化游览有助于促进对中国的理解。”

“很高兴能够品尝各色中国特色美食。”

“长沙之行意义非凡，

有助于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十分荣幸能够接触到制造商，实地了解中国制造业。”

“很棒的安排！学生十分友好，既博学又有礼貌。校园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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