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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值此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启动之际，我谨向你们表示祝贺！

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人类社会需要通过教育不断

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授已知、更新旧知、开掘新知、探索未知，

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更好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今天的世界是各国共同组成的命运共同体。战胜人类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

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努力。教育应该顺此大势，通过更加密切的互动交流，

促进对人类各种知识和文化的认知，对各民族现实奋斗和未来愿景的体认，以促

进各国学生增进相互了解、树立世界眼光、激发创新灵感，确立为人类和平与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远大志向。

祝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取得成功。

	 	 	 	 	 	 	 								

	 	 	 	 	 	 							2013 年 4 月 20 日

我很高兴参与庆贺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宣布启动发布会仪式。

纵观历史，教育交流再造了学生，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通过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学者计划项目和文化熏陶，苏世民学者项目将在这光荣的传统

中功不可没。

在今天这个复杂和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面临的挑战要求各国及人民之间合

作与建立强劲联系。我们政府本着增进中美两国教育交流及加强两国学生与人民

友好关系的基础之信念而推进的十万留学中国计划将有助于下一代世界领导人在

未来的岁月里建立友谊，促进和平。

在今天你们特别齐聚之日，我祝愿大家一切顺利。

	 	 	 	 	 	 											巴拉克·奥巴马		

	 	 	 	 	 	 									2013 年 4 月 19 日

	 	 	 	 	 	 								

* 以上奥巴马贺词为译文



“未来之领袖须读懂今日之中国。”

苏世民	（STEPHEN	A.	SCHWARZMAN）

黑石集团主席、首席执行官及联合创始人

大学不但要引导学生拥有梦想，鼓励学生坚守
梦想，更要帮助学生获得成就梦想的能力。

邱勇 清华大学校长

The	university	 is	 committed	 to	 inspiring	dreams,	 encouraging	persistence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cultivating	abilities	to	achieve	life	goals.

“Those	who	will	lead	the	future	must	understand	China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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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刘延东
国务院副总理

“苏世民学者项目落户清华，旨在立足

中国，面向世界，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

念，在全球范围选聘优秀师资，为世界

各国优秀大学生提供高水平的领导力教

育，将对中外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产生

十分积极的影响。”



培养 21 世纪的全球领导力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是清华大学专门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持续提升全球领导

力而精心设计的硕士项目。2013 年 4 月项目正式宣布启动，2015 年 10 月，清华

大学苏世民书院正式成立。

项目面向全球选拔学业优秀、诚实正直、视野开阔、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具备

领导潜质的青年人才，到清华大学进行研究生学习，以此培养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

优秀的综合素质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并了解中国社会、理解中国文化，有志于为

促进人类文明与进步、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聪明才智的未来领袖，为崛起中的中

国与变化中的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项目秉承“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原则，从世界范围选聘最好的师资，以知识、能力、

思维与品格相融合的课程与训练作为主体，通过提供高质量的课程学习、丰富的

专业实践、多方位学术交流与文化体验活动、与业界高层人士的研讨和对话等环节，

帮助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下观察中国、探究世界发展的共性问题，为学生提供全方

位认识和探索中国与世界的独特机会和终身学习网络以及全球校友平台，促进学

生批判性思维、跨文化理解和全球领导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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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多极化的世界和多元文化的

环境，未来世界的领导者需要摒

弃传统思维，在竞争中谋求共赢。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正是这

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顶级领导

力教育平台，从世界范围吸引和

选拔最优秀的学生，培养和造

就政治、商业、技术、社科等

领域的杰出人才，以带领人类

走向一个更加繁荣进步的未来。

使 命

21 世纪，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悄然改变，全

球关注的目光都投向最具活力的亚太地区。

作为地球村未来的主人，新一代年轻人只有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

思考问题、采取行动，才能切实肩负起开创人类美好明天的崇高使命

和历史责任。为此，各国广大青年不但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方面拥有更丰富的知识和更广阔的视野，而且需要对不同文明有着更

透彻的理解和更深刻的体验，相互之间建立起平等、尊重、包容、友

善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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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启动仪式并致辞。

2.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启动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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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自 1911 年建校以来，始终恪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弘扬“人

文日新”、“追求卓越”精神，秉承“行胜于言”校风，贯彻“中西融会、古今

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理念，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 20 多万各行业的优秀人才。

·		三万余名学生

·		20 个学院、54 个系

·		拥有获得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的教授

·			现有教师中有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获得者，以及45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33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141 名 "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特聘教授等一大批高水

平的专家学者

·		毕业生中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

1. 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现任环保部部长
陈吉宁出席苏世民学者项目启动仪式并
致辞。

2. 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现任陕西省
代省长胡和平出席苏世民学者项目启动
仪式并致辞。

1 2

06



学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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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世民学者项目学术研讨会。

“大学有责任为塑造未来的国际关系、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展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陈吉宁	
原清华大学校长

环保部部长



世界级学术环境

授课教师由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大师、业界精英、访问学者担任。	来自中国商界、

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的领军人物会成为学生的导师 , 帮助他们实现个人目标、加速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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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科的课程体系均由清华大学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杜克、牛津等世界名校的学术大

师合作制定。

	

苏世民学者项目的学生将进行为期	11	个月密集的硕士课程学习 , 内容包括针对项目的主修课程 , 以及

苏世民学者在三个学术领域中选择其一的专业课程。该项目为全英文授课。	

苏世民学者项目将设立新的学业标准 , 通过连接中国与国际社会 , 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新的世界政治经济

格局和多元文化 , 增进相互间的建设性沟通交流 , 为他们今后成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做好充分的准备。

课程体系

学生须从以下三种学术领域中选择其一 :	公共政策	、经济管理	、国际研究。	

专业课程



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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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迈高		Michael	R.	Powers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

何梦笔		Carsten	Herrmann-Pillath

德国维滕 / 黑尔德克大学经济学教授

贝淡宁		Daniel	A.	Bell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Henry	Summers

哈佛大学前校长

程文浩	Jason	Wenhao	Cheng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李稻葵		David	Daokui	Li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阿米塔夫·阿查亚		Amitav	Acharya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戴慧思		Deborah	Davis

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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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沃伦·麦克法兰		F.	Warren	McFarlan	

哈佛大学商学院荣休教授

齐晔		Ye	Qi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 - 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

谢淑丽		Susan	Shirk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学教授

薛澜		Lan	Xue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塞缪尔·波普金		Samuel	Popkin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

李强		Qiang	Li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马凯硕		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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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光		Chenguang	Wang

清华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教授

刘瑜		Yu	Liu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王有强		Youqiang	Wang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高旭东		Xudong	Gao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汪晖		Hui	Wang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

陈明哲		Ming-Jer	Chen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教授

史安斌		Anbin	Shi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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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更多国内外教师正在陆续加入

雅各布·弗兰克尔		Jacob	Frenkel

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

拉里·戴蒙德		Larry	Diamond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柯伟林		William	Kirby

哈佛大学教授、文理学院前院长

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巴巴拉·斯道林斯		Barbara	Stallings

布朗大学教授

罗纳德·蒂尔斯基		Ronald	Tiersky

美国艾姆赫斯特学院荣誉教授

恩盖尔·伍兹		Ngaire	Woods 杨斌			Bin	Yang

牛津大学政府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副校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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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顾问委员会

Mary	Brown	Bullock

Jane	Edwards

Peter	Lange

Dr.	Michael	Cappello

Louis	Goodman

Lawrence	Lau

Thomas	J.	Christensen

William	Kirby

Yinuo	Li	

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

耶鲁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

杜克大学教务长

耶鲁大学教授
耶鲁大学世界学者项目主任

美国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名誉院长

斯坦福大学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

哈佛大学教授、文理学院前院长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玛丽·布朗·布洛克

简·爱德华兹

彼得·朗格

迈克尔·凯佩罗	

路易·古德曼

刘遵义

托马斯·J·克里斯滕森

柯伟林

李一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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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Warren	McFarlan	
哈佛大学商学院荣休教授

沃伦·麦克法兰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维也纳大学副校长

苏珊·魏格林

周济
Dr.	Ji	Zhou

中国工程院院长
教育部前部长

Steve	Orlins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斯蒂芬·欧伦斯

Dr.	Pauline	Yu
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席

余宝琳

Edward	Macias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务长

爱德华·马西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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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Tufano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院长

彼得·图法诺

章新胜
Xinsheng	Zhang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教育部前副部长

Jean	C.	Oi
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政治学讲座教授

戴慕珍



书 院

促进
全球交流
融合的学者社区

项目将采用集开放式教学、师生互动交

流、跨学科素质培养、生活服务配套于

一体的书院式教学模式。书院作为汇聚

一批来自世界各地、充满激情、思想开

放、富于观察力和创造力的学者社区，

通过具有不同背景、世界观和学术兴趣

的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提高跨文化

理解力，促进新思想的萌发以及新的行

为和评判准则的形成，成为影响终生的

教育经历。

入口广场
下沉花园
图书馆

礼堂
国际会议中心
学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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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基辛格
美国第 56 任国务卿

“从项目中所获得的知识、人脉和视野使苏世民学者终生受益，希望他们以后能

够学以致用，促进国际对话和交往。”



促进
全球交流
融合的学者社区

书院建筑命名为“苏世民书院”，由美国耶

鲁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

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A.M.	

Stern）教授主持设计。整座建筑位于学校中心

位置，采用合院式布局，由东自西依次围合出

庄重大气的入口广场和静谧雅致的内庭院。该

建筑于 2013 年底开始动工，计划 2016 年落成

使用。在集古典传统与现代气息、融东方神韵

与西方风格于一体的清华园中，苏世民书院建

成后无疑将成为一道新的校园景观。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将以领先的教育理念、匠

心独具的建筑和最先进的设施，为来自全球的

优秀学子创造与杰出学者、业界领袖分享独特

创意和宝贵经验，以及他们相互学习、启发、

借鉴的跨文化学术环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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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生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是一个有远见的设计 , 旨在帮助未

来的世界领导者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采取行动、实现共赢。”

第一期招生人数为 111 人，以后逐渐扩大至 200 人 , 其中 20% 来自大中华区（中

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45% 来自美国，35% 来自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

苏世民学者项目面向全球选拔学业优秀、诚实正直、视野开阔、富有责任感和使

命感、具备领导潜质的世界顶尖大学本科毕业生。

20%

45%

35%

大中华区

其他国家地区

美国

尼古拉·萨科奇
法国前总统



招生工作由国内外一流大学的著名学者或富有经

验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负责，

采取分区招生模式，内容包括在线申请、评估以

及面试。

苏世民学者项目接收所有种族、肤色、国籍和民族

的学生。学生们平等享受该项目赋予他们的各项权

利、平等参与各种课程和活动。在该项目的教学实

施、招生、奖学金、学生贷款、文体活动等各方面，

不会因为学生种族、肤色和民族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最新申请资格及申请材料要求请见苏世民学者项目

官方网站：

WWW.SC.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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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民在苏世民学者项目新加坡发布会。



全额奖学金资助

从全球甄选的苏世民学者将获得综合奖

学金，内容包括：

学费

书院住宿费

学年始末往返北京的交通费

一次中国境内的调研费用

课程要求的书及其他材料

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

医疗保险

生活补贴

2017 级苏世民学者项目申请流程（中国区）
申请过程分为在线申请，材料审核和面试三个阶段。

19

苏世民学者项目全球青年领导力论坛。



学费

书院住宿费

学年始末往返北京的交通费

一次中国境内的调研费用

课程要求的书及其他材料

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

医疗保险

生活补贴

2017 级苏世民学者项目申请流程（中国区）
申请过程分为在线申请，材料审核和面试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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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23 日 2016 年 6 月 15 日

23:59（北京时间）

2016 年 7 月 6-9 日

2016 年 10 月 1 日之前2016 年 11 月中旬

在线申请系统开放

在线申请系统关闭

面试（北京）

通知被录取者公布 2017 级苏世
民学者名单

申请关键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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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3

2014.09.11

2013.04.20

2014.07.09-12

2014.07.10

2013.04.21

2014.07.09

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现任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与美国
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民签署
项目捐赠仪式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受邀参加 2014 年夏季达沃
斯论坛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学术研讨会召开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2014青年领导力训练营”
在清华大学举行。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进入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
高层磋商联合成果清单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启动仪式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举办 2014 全球青年领导力
论坛

2014.04.27

2014.10.02

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
斯访问清华大学苏世民学
者项目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秋季校园宣讲会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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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1 2014.10.21-22 2014.10-11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封顶
仪式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召开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在纽约、新加坡、伦敦、
帕罗奥图举办发布会

2013.09.13 2013.10.07-08

2014.04.08 2014.03.24

2013.10.24

2013.11.21

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现任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与苏世
民学者项目主任李稻葵为
项目临时办公室揭牌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第二次学术研讨会召开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召开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奠基
仪式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论
坛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举行

博世集团与清华大学正式签
署合作协议，将捐赠 500 万
美元赞助苏世民学者项目，
支持培养未来全球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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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

2015.11.04

2015.11.07-08

2015.03.25

2015.10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首届
全球招生工作圆满结束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向美国
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
校长劳伦斯·萨默斯颁发
清华大学杰出访问教授聘
任证书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大中
华区招生面试工作在清华
大学顺利举行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学术顾问委员会 2015 年春
季会议召开

经本学年第三次校务会议
讨论通过，决定在清华大
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基础上
成立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
书院按学校实体机构运行

2015.09.15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和牛津
大学赛德商学院达成合作共
识，将为学生提供同时在清
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和牛
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习的
机会

2015.12.01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与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合作
签约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

2014.11.17 2014.12.19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迎来首位杰出访问教授尼
尔·弗格森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举行教授聘任仪式



2424

2016.03.01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来到苏
世民书院调研考察，校党
委副书记史宗恺、副校长
吉俊民、副校长杨斌等参
加调研

2015.04.15 2015.05.21

2015.09.01 2015.08.31

2015.07.06

2015.07.06-09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全
球在线招生申请系统启动

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与清华大学苏世民
学者项目签订捐赠协议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学术顾问委员会 2015 年秋
季会议召开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2015 年全球青年领导力论坛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2015青年领导力训练营”

印力集团创始人丁力业与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
签订捐赠协议

2016.03.08 下午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会见了
来访的华润（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傅育宁一行。
会见前，傅育宁一行参观
了正在建设的苏世民书院

2016.03.21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工字
厅会见了美国黑石集团主
席苏世民先生



2016.03.21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陈旭在工字厅会见美国黑
石集团主席苏世民

2016.03.21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与清华
大学苏世民书院捐赠仪式
在工字厅举行

2016.03.21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学术
顾问委员会 2016 年春季会
议召开

—更新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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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20 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现任环保部

部长陈吉宁、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民、加拿大前总理

马尔罗尼及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做客央视《对话》

节目。

2013 年 4 月 21 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现任环保部

部长陈吉宁，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现任陕西省

代省长胡和平向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介绍苏世民

书院。

2013 年 4 月 21 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会见了

美国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民先生及夫人，教育部部长

袁贵仁，副部长郝平，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现任环

保部部长陈吉宁 , 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现任陕西

省代省长胡和平，副校长谢维和，苏世民项目主任

李稻葵等陪同出席。

2014 年 7 月 10 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美国国务

卿克里、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美国黑石集团主席苏世

民、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常务副主任潘庆中，在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

层磋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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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委员会

托尼·布莱尔	*	
前英国首相	

科林·鲍威尔	*	
美国第 65 任国务卿	

董建华	*	
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现任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

主席

理查德·哈斯 *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	

	戴德利		
BP 首席执行官

布赖恩·马尔罗尼	*	
前加拿大总理	

（* 为名誉委员）	

尼古拉·萨科齐 *
前法国总统		

罗伯特·鲁宾 *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联合主席，

第 70 任美国财政部长	

约翰·桑顿 *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	

陆克文	*	
前澳大利亚总理	

康多莉扎·赖斯 *	
美国第 66 任国务卿	

詹姆斯·沃尔芬森爵士	*
世界银行集团第 9 任行长	

理查德·布罗德海德 *	
杜克大学校长

杨振宁 *	
诺贝尔奖获得者，清华大
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	

亨利·基辛格	*	
美国第 56 任国务卿		

亨利·保尔森 *	
美国第 74 任财政部长

理查德·莱文 *	
前耶鲁大学校长

马友友 *	
著名美国大提琴演奏家	

科林·卢卡斯爵士 *	
牛津大学前副校长，罗德基

金会前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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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奠基合伙人
BP

达理基金会

创始合伙人
安邦保险集团

林燕燕黄馨祥家庭基金会

严彬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

易安信公司

嘉能可

孙正义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

创始捐赠人

合伙人
美银美林

波音公司

博世集团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花旗集团

邓锋

通用电气公司

百事公司基金会

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华特迪士尼公司

出资人

彭博慈善基金会

朱钦

墨西哥科技理事会

Digicel 集团

陶氏化学公司

Econet 基金会

艾礼文家族

远东机构（新加坡）

摩根大通

强生公司

李深静先生（丹斯里）

联想集团

玛格丽塔·路易·达孚

霍华德·马克斯

理查德·梅尔金

莫特赛比基金会

潘兴广场基金会

施耐德电气

乌尔斯·施瓦岑巴赫

苏宁

瓦尔基基金会

维克多·F·维克塞尔伯格

惠而浦公司

张扬

支持者
意大利忠利保险有限公司

卡特彼勒公司

瑞士信贷

美国福陆工程公司

格菲家族

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毕马威

丁力业（印力集团创始人）

玛丽安及马库斯·瓦伦堡基金会

施雷伯家族

普洛斯公司 / 杰弗里·H·施瓦茨

嘉康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Steelcase 公司

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惠特尼家族

采埃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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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

美国黑石集团主席、首席执行官及联合创始人苏世民先生个人慷慨捐赠，并在此基础上与清华大

学共同发起筹款活动，为项目设立苏世民书院发展基金。本项目是中国大学迄今为止从境外获得

的最大单项慈善捐赠。

苏世民先生关注商业和教育，致力于发展创造性的方案以应对全球化的一些重大挑战。他的慈善

捐赠包括资助纽约公立图书馆，为有天分的儿童提供教育机会等。他希望通过创建清华大学苏世

民学者项目，培养最卓越的未来领导者，以推动全球性变革。

—更新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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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事务办公室

+86	10	62792745
publicaffairs@sc.tsinghua.edu.cn

筹款与发展办公室

+86	10	62795030
development@sc.tsinghua.edu.cn	

学术办公室

+86	10	62792762
academics@sc.tsinghua.edu.cn

北京招生办公室（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申请）

+86	10	62792891	
+86	10	62797936
admissions@sc.tsinghua.edu.cn

美国办公室（海外申请）

+1	212	314	8740
schwarzmanscholars@iie.org

联系我们

info@sc.tsinghua.edu.cn

李稻葵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潘庆中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

程文浩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

Robert	Garris
美国办公室招生总监

Sir	Nigel	Thrift
美国办公室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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