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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荣誉】 

北大国发院蝉联高校智库第一 入选 2016 最具影响力智库 

    2017 年 2 月 20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了《2016 年中国智库报

告》。在此次排名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蝉联高校智库第一，并成功入选 2016最具

影响力智库阵营。《2016年中国智库报告》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编撰，是

中国智库报告年度系列的第 4本。在前几年的排名中，北大国发院同样表现优异，曾

先后获得专业影响力前 5 名等多项殊荣。2016 年度中国智库报告的主题为“政策环

境创新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创新对智库建设的实际需求，

力图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在此次上海社科院排名之前，

2017 年初，北大国发院刚刚在《光明日报》2016 中国智库年度影响力“十大”评选

结果发布会上，成功入选“十大”智库。（采自国家发展研究院） 

 

【科研成果】 

法学院互联网金融研究受到政府部门和中外媒体关注 

2017 年 1 月，法学院郭雳教授一项研究被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引用。近年

来，各类互联网平台兜售高风险融资产品的现象层出不穷，其背后的法律风险却未得

到应有重视。郭雳教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问题，通过扎实细致的分析，呼吁各界提高

警惕。去年 5月，他与所指导的研究生孙天驰合作在《证券市场导报》发表《互联网

平台拆分销售私募债问题探析》，引起广泛关注。去年年底，“侨兴”私募债违约事件

令众多网上购买其关联产品的投资者受到影响，文章中的预警变为现实。监管部门亦

有所反应，1 月 26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

体现了多项文中建议。中外媒体对此也多有引述，如《华尔街日报》在采访后，1月

27日刊发题为“A Default in China Spreads Anxiety Among Investors”的报道，

直接引用了郭雳教授的研究和评论。（采自法学院） 

《战略领域的中美关系》中文版报告发布 

    2017年 1月 13日，“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研讨会暨《战略领域的中美关系》

中文版报告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战略领域的中美关系》由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

流研究基地和全美亚洲研究所协同十余家中美著名智库历时两年完成，旨在帮助中美

决策者和战略家能更好地相互了解、避免冲突、促进合作。该报告是中美学术界和政

策界联合研究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学界和智库建构国际话语权的重大突破，

代表中国学界和智库的研究成果开始真正对美国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推动建

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该报告英文版发布会于 2016 年 4 月在美国华盛

顿举行。此前，项目成果在美国主流媒体以评论文章形式刊出，产生了重要影响。英

文版报告发布之后，在美国学界、政策界引起重大反响，被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总司

令洛克利尔上将称赞为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采自中美人文交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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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江教授译作《一百只眼睛的水面（米斯特拉尔诗选）》 

首发式在智利驻华使馆举行 

 2017年 2月 23 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赵振江教授的译作《一百只眼睛的水面

（米斯特拉尔诗选）》首发式在智利驻华使馆隆重举行。来自拉美各国的外交使节、

出版界及西班牙语文学界的嘉宾，以及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出席了本次首发式。智利

驻华大使贺乔治在致词详细介绍了智利诗人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的个人生平及其创

作情况，对赵振江教授的专业素养给予了极高评价。本书收录了米斯特拉尔所有重要

的代表诗作，分为《绝望集》、《柔情集》、《塔拉集》、《葡萄压榨机》和《关于

智利的诗》，并收录了她的十三篇散文诗、诺贝尔奖委员会授奖词、诗人的获奖演说、

生平创作年表等，且在先前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修订，增加了近千行新译诗歌。

（采自外国语学院）  

 胡壮麟教授主编“剑桥应用语言学年度评论”丛书举行发布会  

2017年 2月 24日，“剑桥应用语言学年度评论”丛书发布会暨“语言学名著译

丛”研讨会在商务印书馆举行。该丛书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胡壮麟教授担任主编，

是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导读版语言学英文原著，首批出版 15种（2000-2014）。该丛

书是应用语言学界的国际顶尖刊物，每年聚焦一个语言学主题。丛书对应用语言学不

同发展阶段的主题和内容进行了梳理，包括“作为新兴学科的应用语言学、语言和心

理学、语言接触和演变、语言与科技、语言政策和语言评估、多语现象研究”等专题。

商务印书馆引进该丛书，请胡壮麟教授担任丛书主编，相关领域顶尖专家为每一期撰

写导读，对相关主题进行批判性评介，为读者阅读、学习、研究提供指导和帮助，其

理论和方法对国内的母语教学及外语教学都有借鉴意义。（采自外国语学院） 

俞可平教授新著《走向善治》荣登 

《亚洲周刊》2016年度“十大好书”榜单 

    近日，俞可平教授的新著《走向善治》荣登《亚洲周刊》2016年度非小说类“十

大好书”榜单。《走向善治》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 2016年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

来发表的 20 篇文章，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的民主、法治、历史、文化等，特别是选录

了俞可平教授关于“理想政治”的访谈。“这部文集，取名《走向善治》，这表达了我

的政治理想。”俞可平教授说，他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有四个：善政、法治、增量民主和

安全。而他最理想的现实政治是：善治和高度民主。他认为，善治高于善政，社会高

度自治，政府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或许是一个十分遥远的理想目标，但不断地走向

善治，应当是我们对现实政治的一个起码要求。（采自政府管理学院） 

 

【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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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举办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 45 讲 

2017年 1月 5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 45讲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

办。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应邀作了题为“从‘末流’入‘主流’：中国商人成长的

历史”的专题报告。讲座由北大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主办，北京大学经济学

院郝煜助理教授主持，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担任专业点评人。学界代表、北大经院

校友以及在校学生等 50余人参加了讲座。李伯重教授从商人古今中外的定义谈起，

指出在西方概念里商人的释意为“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润的人”。随后，讲述了商

人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变迁，逐渐由“末流”变为“主流”的过程。接着，阐述了

商人的地位何以得到提升。李伯重教授的精彩报告引起了听众的广泛好评和热切讨

论。随后周建波教授针对演讲的主题也发表了自己的心得和感想。（采自经济学

院） 

 “数据与价值 2017 新年论坛”举办 

   2017 年 1 月 6 日，“数据与价值 2017 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

办，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商务智能研究中心主办，北京百分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共

同协办。来自莫纳什大学、多伦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师生，以及上

海汽车集团、百度、腾讯等单位的业界合作伙伴们参加了本次论坛。在北京大学商务

智能研究中心主任王汉生教授和考拉征信服务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葛伟平先生发表

致辞，5场报告围绕合作伙伴案例展开。来自北京大学的朱雪宁、王莉晶、陈昱三位

博士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黄丹阳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潘蕊教授分别就北京燃气公

司用气规律及异常模式识别、通过图片识别 PM2.5、RTB 广告投放、互联网征信中的

信用评分模型、车联网数据及 UBI模型等案例进行了报告。（采自光华管理学院） 

国家治理研究院召开工作总结与规划会 

2017年 1月 11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政治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国家治理

研究院召开“基地和协同创新中心工作总结与规划会”，总结基地工作成就，分析面

临问题，规划未来发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李海燕，国家治理研究院院

长王浦劬，研究院副院长周志忍、徐湘林、燕继荣，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景鹏，

社会科学部基地管理办公室主任郭琳，以及基地重大项目主持人、研究员等 30 余人

出席会议。王浦劬向与会代表汇报了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及其牵头的北京大学国

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运行的基本情况，对基地和中心 2017 年的工作和发展的总体思

路和具体工作进行了多方面规划和部署。（采自北大新闻网） 

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数报告 

2017年 2月 18日，以“创新转型，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北京大学资源型

城市转型与发展论坛暨北京大学首届资源型城市市长论坛与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指

数发布会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资源经济研究

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及资

源型城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和发改委等相关部门领导参会。北京大学资源型城市转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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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论坛暨资源型城市市长论坛旨在为国家和地区探索发展新动力搭建交流互动平

台，为引进和吸收转型发展新理念创造机会，为破解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难题提供

智力支持。（采自经济学院） 

 

【交流合作】 

历史学家包弼德访问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7年 1月 2日至 16日，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邀请，哈佛大学副

教务长、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访问北京大学。作为文研

院的特邀教授，包弼德在访问期间主讲了“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传记与著述：

12至 17世纪婺州地区士人社会与意识的形成”讲座，并作为重要嘉宾参与了“变迁

时代的国学研究”“师说，我与宋史”“流水曲觞：北京地区宋辽金史学者座谈会”等

学术论坛。包弼德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198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地理分析中心主任等职。他致力于唐宋

思想史研究，出版著作多部，其代表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历史上的理学》

等。（采自北大新闻网） 

林毅夫应邀访问华沙 新结构经济学在波兰被借鉴借鉴与运用 

2017 年 1 月 29-31 日，林毅夫教授应波兰政府邀请到华沙进行了访问。1 月 29

日林毅夫在波兰总统府和总统经济委员会全体成员举行座谈，1 月 30 日上午林毅夫

出席由波兰政府组织的国际经济论坛并发表题为“中国是否仍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

的主旨演讲，并在会上与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及发展部部长莫拉维茨基就世界、中国

与波兰经济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双人公开对话。1月 30日下午林毅夫到华沙大学作“新

结构经济学与追赶经济体的产业政策”讲座，虽在寒假期间，200多人的教室，座无

虚席。1 月 31 日上午林毅夫教授再次与莫拉维茨基单独见面交流，就新结构经济学

理论在波兰经济发展中的运用进行深入探讨。（采自北大新闻网） 

“中美韩合作：机遇与挑战”中美韩三边对话举办 

    2017 年 2 月 17-18 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美国哈

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安全与国际事务中心联合举办的“中美韩三边对话”在首尔

举行。韩国 SK集团董事长兼 CEO CHEY Tae-won（崔泰源）和韩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Lim Sung-nam（林圣男）到会致开幕词。来自中美韩三方的 2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转

变中的中美关系”“美国新政府与朝鲜的去核化”及“东北亚新的经济和贸易秩序”

等三个议题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公开和内部研讨。社会各界人士以及新闻媒体记者共

400余人参与了本次大会的公开论坛部分。与会的中方代表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院长贾庆国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

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于铁军副教授。（采

自北大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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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事务与环境学院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 

      2017年 2 月 22日，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事务与环境学院 John Graham院长率团

来访政府管理学院，俞可平院长、陆军副院长、张健院长助理与 John Graham 院长一

行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合作意向备忘录，旨在最终合作创立公共管理硕士（MPA）双

学位项目。会后，John Graham 院长在政府管理学院举办了“美国政治：从乔治·W·布

什、奥巴马到特朗普”的专题讲座。讲座主要介绍了小布什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执政

特色，并对特朗普新政府的政策特点和政治实力进行了分析。（采自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学系邀请 Current Sociology 主编 

举办国际刊物发文工作坊 

2017年 2月 23日，国际著名期刊 Current Sociology的主编 Eloísa Martín 教

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办了以“如何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本土研究”为题的工作坊。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刘能教授担任主持人，韩国首尔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访问教授韩相震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在工作坊中，身为国际期刊编辑的

Eloísa Martín 教授，结合自己丰富的编辑经验，围绕“为什么要在国际期刊发表文

章”“如何基于研究选择合适的期刊”“国际期刊编辑的期望是什么”三个核心问题进

行了演讲，向广大师生揭示了向国际刊物投稿的步骤、策略及注意事项，并与到场的

同学们进行了互动，回答了大家在国际刊物发表方面的有关问题。（采自社会学系） 

 

【会议讲座】 

“2017 中国经济论坛”及 “2017 年中美经济对话” 

在纽约举行 

   2017年 1月 5 日（纽约当地时间），“2017年中国经济论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举

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院长姚洋教授、卢锋教授、黄益

平教授，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黄海洲博士，中国光大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徐

高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査道炯教授出席论坛，并围绕 2017 年中国与世界的

经济形势及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的美中关系问题，与出席该论坛的 300多名当地经济学

界、商界和新闻界人士进行了互动和交流。在“2017年中美经济对话”中，双方就两

国国内经济政策与中美关系前景和挑战进行了讨论，充分交流了意见，形成了一些共

识。（采自北大新闻网） 

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 



- 8 - 
 

“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及其最新进展”系列研讨会 

    2017年 1月 7日-15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共

同举办了“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及其最新进展”系列研讨会。西班牙拉蒙尤以大学政治

与传播学院的桑切斯（Jaume Sanchez）教授围绕生态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与发展、

新民粹主义政党与政治的现实挑战、欧洲一体化及进步主流政治的未来等议题，分别

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举行的会议上作了主题发言。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

和王燕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李全喜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李强博士，山东大学崔桂田教

授、李宏教授与臧秀玲教授，同济大学丁小强教授、王平教授和李振教授等先后作了

点评。该研讨会是北京大学与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联合创办的“北大-罗莎·卢

森堡论坛”2017年度项目的一部分。（采自北大新闻网） 

第六届北大光华“一带一路”发展论坛举办 

   2017年 1月 7日，第六届北大光华“一带一路”发展论坛在北大光华西安分院

报告厅召开。本届论坛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与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论

坛主题为“共享发展、精准扶贫与社会企业——企业家与企业作用”。论坛邀请到陕

西省政府各级代表、主要媒体、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论坛。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

西安曲江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毋文利为本届论坛致辞。陕西省

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张荣珠、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等人分

别为大会带来主题演讲，围绕“五大发展理念”之“共享”在精准扶贫事业上的体现，

分享了近年来中国企业家与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支持下在发展地方经济产生的巨

大作用以及精准扶贫工作还将面对的种种问题。（采自光华管理学院） 

艺术学院建院（系）20 周年大会 

暨面向未来的艺术教育主题论坛举办 

2017 年 1 月 8 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建院（系）20 周年大会暨面向未来的艺术

教育主题论坛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中国文联副主

席郭运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孙若风、教育部体育

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巡视员万丽君等领导和专家，校内职能部门和院系所代表、艺术

学院师生以及校友近 300 人出席。郝平书记追溯了北京大学的百年艺术教育发展史，

对艺术学院的特色办学和科研提出不断挖掘潜力、强化自身的建议。艺术学院院长王

一川代表学院对各位领导、嘉宾表示感谢。他以“中国思想，艺术未来”为核心愿景，

就未来北大艺术学院和艺术学科的发展目标作了畅想。此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友

会揭牌仪式和“面向未来的艺术教育”主题论坛相继举行。（采自艺术学院）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历程、成就与意义”论坛举办 

2017年 1月 11日，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中国道路和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七届“北京大

学未名论坛暨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高级研讨班”11日召开。本

届论坛以“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历程、成就与意义”为主题。论坛以嘉宾主讲、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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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座谈为主要形式，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

心主任顾海良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蚌珠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孙熙国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季正聚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陈学明教授等

担任主讲嘉宾，围绕“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成就”“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与未来走向”等议题主讲。（采自马克思主义学院） 

傅士卓教授主讲第四期“北京大学赵宝煦学术基金”系列讲座 

      2017年 1 月 13日，第四期“北京大学赵宝煦学术基金系列讲座”在政府管理

学院 207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期讲座由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及外交政策领域著名专

家、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傅士卓教授（Joseph Fewsmith）主讲“政治科学与中

国研究”，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担任主持人，张健副教授担任评议人。傅士卓教

授指出政治科学和中国研究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前者更加强调从对各国政治的研

究中剥离出具有规律性且可以广泛适用的理论，而中国研究则针对一个相对具体的案

例。他强调制度主义和历史在政治学和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以此较好地处理政治学

和中国研究间的张力，会获得众多的研究成果。来自北大各院系及其它兄弟院校的近

80人聆听了傅士卓教授的讲演。（采自政府管理学院） 

第四届北京大学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举行 

    2017 年 1 月 14—15 日，第四届北京大学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在教育学院举行。

本届论坛以“通往未来之路：教育·技术·方法”为主题，包括多个专题论坛和工作

坊：学习科学与未来教育发展、未来学习空间与技术、互联网+国际汉语教育、互联

网教育视角下的大学教师发展、互联网教育创新在教学中的应用等专题论坛，“迈向

实践的游戏化学习”工作坊，SEL体验工坊：核心素养从理念到实现，跨界分享 Talk

马拉松。来自教育部和众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中小学、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企业

的 400余人参加了为期两天的活动，11000余人通过直播平台观看了论坛活动。大会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尚俊杰主持，教育学院院长陈晓宇致开幕辞，教育

学院名誉院长闵维方从经济社会与教育的宏观视角讨论了教育创新的重要作用。（采

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中东地区发展论坛”召开 

    2017年 1月 24日至 25日，“北京大学中东地区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应

邀出席本次论坛开幕式的国内外嘉宾有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外交部前副部长杨福昌；

俄罗斯总统负责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其他伊斯兰国际组织关系特别代表韦尼亚

明·V·波波夫博士，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北京办公室代

办穆罕穆迪·沙菲博士，外交部相关司局负责人、中国驻中东地区国家的前大使和资

深外交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友协

的领导和专家等。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校长助理王博、北

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以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历史学系、国际关系学院等相

关院系的领导与师生参加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包含“中东地区发展现状与挑战”“中

东地区合作机制与发展”“中东地区安全状况与发展”“国际合作与中东地区发展”四

个分论坛。（采自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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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钰博士举办“现代科学侦查方法”主题演讲 

    2017年 2月 24日，著名刑事鉴识科学家、美国康涅狄格州鉴识科学研究和训练

中心主任、纽黑文大学鉴识科学终身教授李昌钰博士来访北大法学院，在凯原楼学术

报告厅进行“现代科学侦查方法”主题演讲。法学院院长张守文，党委书记、院长潘

剑锋，副院长杨晓雷、薛军等出席活动。讲座由潘剑锋主持。李昌钰博士结合自己参

与侦查的各类刑事案件，以科学的视角系统阐述了现代刑事侦查的理论与实践。他从

刑事侦查的演进历史、科学技术在侦查中的重要性、侦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方面入

手，强调了侦查人员细心、耐心、勇气等专业素质的必要性，也展现了 DNA检测等现

代刑侦科技在实际案件中的灵活运用。本次讲座展示了现代刑事侦查方法与技术手段

的前沿进展，使大家对刑事侦查科学对于国家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意义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采自北大新闻网） 

“富人的武器：作为战略群体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主题演讲举办 

    2017 年 2 月 28 日，德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杜伊斯堡大学教授托马斯·海

贝勒应邀以“富人的武器：作为战略群体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为题举办讲座。本次讲

座是政府管理学院国际论坛系列讲座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教授出

席讲座并担任评论人，讲座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何增科主持。海贝勒教授

指出，民营企业在中国已经日益成为重要的税收和就业岗位来源，因而也在地方政府

治理的绩效考核评价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可将民营企业看作许多有着共

同认同、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战略集体，观察、探究他们集体行动的行为模式以及

对政治体制与决策的影响途径。（采自政府管理学院） 

 

【专题报道】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一、中心成立的背景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sity）成立于 2015年 12月，中心致力于立足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经验进行理论的自主创新，成为引领国际发展思潮的学术研究基地和世界一流

的旗舰型智库机构。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以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推广和运用为目的，

开展和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基础研究、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数据库建设、学术

交流与智库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引导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以

及迫切希望推动本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政府和知识精英，尽早掌握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

理论，摆脱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主流发展理论的束缚，探索出一条适合各个发展中国

家自身特点的现代化之路，引领国际学术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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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 2015 年 9 月 26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强调：“各国要根据自身禀

赋特点，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 在联合国南南合作圆桌会上指出各国“要

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这些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和分析的切入点。习主席同

时宣布要在中国“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

展理论和发展实践”，这也正是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宗旨。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以学术研究为基石，以智库实践为抓手，倡导“专业、合

作、关怀、平衡、激情、发表”的团队文化。未来中心将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

国发展与转型的实践，前瞻性地提出重大的战略、制度、政策和基础理论问题，以综

合性的知识、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政策咨询服务于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中国发展与转型普遍规律的发现与探索，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提升中国

的文化软实力、为人类的知识和福祉做出贡献。 

 

 

二、中心的教学科研 

新结构经济学由林毅夫教授提出并倡导，主张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以在每一

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为切入点，来研究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变

迁原因，强调“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并举在保证快速包容可持续发展中的

重要性。自提出以来获斯蒂格利茨、贝克尔、诺斯、福格尔、斯宾塞、阿克罗夫等十

余位诺奖获得者的肯定和支持，被视为是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波发展

经济学思潮。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技术不断

升级，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切入

点，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有效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有

为的政府”来克服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弥补市场发育不足的缺陷，

主张“市场的有效以政府的有为为前提，政府的有为以市场的有效为依归”。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传统主流国际发展理论的弊端在于以发达国家作为

参照系，将政策的着力点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如和发达国家相同的先进产

业）和“什么做得不好”（如发达国家所有的完善市场体制、民主体制等），忽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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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求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为范本，推行脱离本国

实际的政策改革。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在于，它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有什

么”（即要素禀赋）和“能做好什么”（即比较优势）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以及不同

的发展阶段的政府在甄别各自的增长动力和集中有限资源，消除瓶颈制约因素等方面

的重要性。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创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协同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的

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应该聚焦于发展根据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

形成竞争取得低要素成本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推动企

业进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其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瓶颈，以降低交易费用，使

其扩大规模，迅速成为竞争优势产业。新结构经济学提出“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

(GIFF)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产业政策制定工具，甄别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进而诊断出阻碍这些产业兴起和升级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制约性因素，

并对政府如何因势利导以促成产业升级与转型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理论创新与实践结果相结合，反对理论只是作为批判的武器，

提出“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 

倡导“唯成乃真知”的“知成一体”学风。 

围绕新结构经济学进行自主理论创新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基石，新结

构经济学教学、夏/冬令营、国际会议、国际发展论坛等学术活动的组织是为了吸引

更多国际国内优秀学者的投入与加盟，确保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思路相通，夯实推

进新结构经济学各个子领域的学术研究，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的深化拓展与全球传播。 

（一）新结构经济学教学 

新结构经济教学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南南发展和合作学院提供教学支持。

具体教学课程为： 

硕博研究生课程 

1.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高级专题》，旨在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

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的进展，由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团队成员分专题介绍有关理

论模型如何构建，实证研究如何收集资料进行分析，以示范如何深化和拓展新结构经

济学的理论体系。 

2.王勇教授《经济增长高级专题》，旨在帮助学生熟悉，并最终确定一个研究新结构

经济增长课题，并教会学生构建经济增长模型。学生将掌握方法，了解当前经济增长

的实证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从而有能力更好理解当前经济增长理论知识。 

本科生课程 

3.林毅夫教授《中国经济专题》，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成功与失败的

经验，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一般理论，并以此理论来分析中

国长期的兴衰，以及在 1979 年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的主要经济、社

会问题，探讨其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4.徐佳君教授《国际发展前沿》（英文），旨在促进学生在国际发展前沿发展问题上的

独立思考。鼓励学生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分析工具进行政策研

究，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大使和官员面对面进行模拟国别政策咨询。帮助学生了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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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结构转型，让学生有机会与国际发展领域的顶尖专业人士

进行对话，邀请双边和多边开发机构的专家和实践者进行专题讲座。 

5.王歆教授《国际贸易》，介绍国际贸易研究商品、服务和要素的跨国流动，探讨的

问题主要包括贸易和要素流动的好处、贸易所采取的模式以及各种贸易政策的影响。 

6.付才辉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导论》，旨在通过系统讲授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

将新结构的视角引入其他经济学学科开拓视野，并将新结构转型升级方法加以应用。

课程理论部分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新结构经济学的来龙去脉与学科体系，新结构经

济学十大原理与新结构经济学子领域，包括新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

新结构金融经济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新结构国际经济学、新结构周期理论、新结

构环境经济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实践部分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新结构转型升级

方法论、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北

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家首批高端智库“新结构转型升级项目”案例研究报

告、新结构转型升级 MINI案例。 

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课程 

7.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与政策设计》（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nd Policy 

Design），旨在向学生介绍新结构经济学，总结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帮助学生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应用于其所在国家的发展实践。 

（二）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夏令营/冬令营） 

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夏令营/冬令营是一年一度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盛宴。

高强度头脑风暴和学术集训，分梯度、有衔接地集结一批有志于从事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开展相关学术专题的研究，旨在鼓励并资助相关专题领域的不

定期会议和合作研究。已于 2014年 6月、2015 年 7月成功举办第一届、第二届新结

构经济学夏令营，于 2015年 12月 16日、2016 年 12月 16日成功举办第一届、第二

届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冬令营）。夏令营/冬令营学术盛宴的成功举办，得到海

内外学者们一致认可，搭建起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共同体平台。 

（三）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 

2016年 12月 15-16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功举办第二届新结构经济学国

际研讨会，议题为：“结构变迁和经济转型：新方向，新视野”。会议邀请了多位国

内外知名学者出席并做发言，其中包括哈佛大学 Ricardo Hausmann、多伦多大学

Daniel Trefler、Loren Brandt、首尔大学经济研究院主任 Kuen Lee、美国联邦储备

银行圣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长文一、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燕、世界银行高级经

济学家曾智华、巴黎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Sandra Poncet、德国发展研究所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部部长 Tilman Altenburg、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候选人 Liuchun 

Deng、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Paul Hubbard、University Gaston Berger of Saint-Louis

的经济学教授 Felwine Sarr、浙江大学副教授张小茜、清华大学经济学与管理学教授

王浩、助理教授姚雯，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副院长余淼杰教

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学术副主任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执行副主任徐佳君、助理教授王歆等。 

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年度学术活动，第一届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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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 2012年 9月 17日在朗润园举行，第二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

会于 2015年 12月 14-15日在朗润园举行。新结经济学国际会议旨在回顾与总结发展

经济学理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的演进和困境，与国际知名学者共同梳理新结

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西方主流理论体系中的定位，拓展与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创新，

更好的发展自主理论体系，建立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研究和应用学术基地，为我国理论

自信、道路自信、为北京大学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做出努力。 

（四）新结构经济学专项研究基金 

“新结构经济学专项研究基金”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学研究中心设立。

甄别并资助高水平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为鼓励培育海内外后备科研优才积极投身于新

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从而推动发展经济学第三波发展思潮，培育优秀人才为世界经济

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五）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系列 

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系列于 2016年 9月 12 日正式开启。这一新的学术活动系列

旨在筑实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研究基础，构建常态化学术讨论平台。新结构经济学研讨

会自成立以来邀请国际国内学界有影响力的学者，以公开讲座配合深度研讨的形式，

展开为期共十一期的主题研讨会，以新结构经济学为讨论研究方向，交换思想洞见，

增进学界开展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于交流。 

 

（六）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发展论坛 

“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发展论坛”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创办，以“创

新发展理念，探索发展实践”为宗旨。致力于搭建起贯通学术界与实务界的高端思想

交流平台。集合国际发展领域有影响力的机构、专家和精英展开新结构经济学在国际

发展领域应用的国际对话。新结构国际发展论坛已成功举办十期。从全球视野出发，

帮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甄别实现经济转型，促进国际发展经验的分享，构建全

球性学术共同体新话语体系。 

（七）新结构经济学组会 

新结构学术组会于 2016 年 9 月正式启动，成员为学术核心团队和受邀学者，每

周开展一次的学术研讨会。组会围绕：新结构经济学领域某一专题的最新研究进展，

深度研讨，交换思想洞见，以推进前沿研究与讨论。 

（八）学术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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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集 

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集旨在引导全球优秀研究人员运用新结构经济学思想体

系与研究方法进行经济研究。研究领域主要关注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

具体包括：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原理、经济发展与转型、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以及新

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金融经济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新结

构国际经济学、新结构周期理论、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新结构转型经济学、新结构

国际发展学、新结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子领域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2.新结构经济学著作 

（1）林毅夫、付才辉、王勇（主编）《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2）林毅夫、王燕（合著）《超越发展援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3）Justin Yifu Lin and Yan Wang. Going Beyond Ai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4）Jiajun Xu. Beyond US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3.新结构经济学学术发表 

（1） JustinYifu Lin, “Alice H. Amsden’s Contributions to Development Economics,”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Justin Yifu Lin, Guanghua Wan and Peter J. Morgan, “Prospects for a Re-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RC,”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6 44(4):842-853. 

（3）Justin Yifu Lin, Guanghua Wan and Peter J. Morgan, “Factors Affecting the Outlook 

for Medium-term to Long-term Growth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24, No. 5 

(2016): 20-41. 

（4）Justin Yifu Lin and Yan Wang,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nd Resource Financed 

Infrastructure,”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1, No. 1 (2016). 

（5）Jiandong Ju, Justin Yifu Lin and Yong Wang. Endowment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MonetaryEconomics76(2015): 244–263. 

（6）Jiajun Xu and Richard Carey. 2015. “Post-2015 Global Governance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Finance: Harnessing the Renaissance of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7 (6): 856–80. 

（ 7） Jiajun Xu, et al. “Advancing African agency in the new 2030 transformative 

development agenda,” African Geographical Review, 2016: 1-26. 

（8）付才辉，《市场、政府与两极分化—一个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不平等理论》，

《经济学（季刊）》，2016年第 16卷 1期，第 1-44页。 

（9）付才辉，《政策闸门、潮涌通道与发展机会——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一个最优政

府干预程度理论》，《财经研究》，2016 年第 6 期，第 4-17 页（转载于《新华文摘》

2016 年第 22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 年第 10 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2016年第 5 期）。 

（10）付才辉，《创建我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综述、架构与展望》，《制度

经济学研究》，2015年第 4期，第 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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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付才辉，《为增长而失衡—中国式发展的经验与理论》，《南开经济研究》，2015

年第 6期，第 3-38 页（收录于《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文集》，第 454-

486页，中国市场出版社）。 

（12）付才辉，《金融干预的成本与收益：产能过剩与技术进步》，《当代经济科学》，

2015年第 4 期，第 1-13页（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 11期）。 

（13）徐佳君：《世界银行援助与中国减贫制度的变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

年第 1期。 

（14）王勇，《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经济资料译丛》，2016年第二期,第

1-4页（后被收入《北大国家发展报告系列：朗润园观点》（林毅夫、姚洋、黄益平等

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15）林毅夫，《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经济学的视角》，《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5年第 6期，第 18-25页。 

三、中心的智库实践 

新结构经济学智库研究和咨询致力于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模型和诊断

工具应用到全球和国内的实践中。通过举办智库建设研讨会，建立国内外的智库网络，

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政策分析工具，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

聚焦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影响县域产业政策。中心智库团队历时一年时间，展开国内

外的实地调研工作。国内智库团队为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把脉产业升级的瓶颈性

制约因素，先后赴河间、西藏、上海、中山、吉林展开实地调研工作。国际智库团队

先后赴吉布提、尼泊尔、埃塞尔比亚等地开展第一手的调研，构筑产业规划—园区规

划—招商引资一条龙的国际项目拓展模式。中心智库实践调研形成一整套自主创新的

理论体系和政策分析工具。取得大量的一手数据资料，也为其他智库提供数据和方法

支撑，成为“智库的智库”引领国际发展思潮的旗舰型智库机构。 

（一）国内智库实践 

在国内智库服务领域，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服务了“十三五”国家发

展规划，发起了国家首批高端智库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旗舰项目“新结构（理论）

转型升级（企业）省/市/县（政府）论坛”，该论坛集调查诊断、理论研究、案例研

究、数据库建设、政策咨询、政策培训、政策讨论、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国家高端智库

旗舰平台，主要功能是应用新结构经济学围绕各地在转型升级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集

结当地政府与业界实践者、系统总结各地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和现实挑战、为地方发

展提供智库咨询与培训服务、为教学研究提供标准化案例。案例研究报告以中英文同

时面向国内和全球传播发行。推动我国各地成功实现转型升级，提升成功经验与失败

教训的理论意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政策借鉴。目前河北、西藏、新

疆、吉林、上海、广东等地已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进行深度合作。 



- 17 - 
 

 

 

 

 

 

 

 

 

 

 

 

 

（二）国际智库实践 

为了引导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出去以创造第二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中心集合发展中国家政府、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轻工业企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多

方力量搭建“政产学研金用”平台助力企业抱团出海，推出“产业规划——园区规划

——招商引资”一条龙的项目运作方式，在扩大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的

同时，促进被投资国的经济发展和自生能力建设。目前中心正在吉布提、贝宁等国稳

步推进中非工业化合作项目，力图打造一带一路的标杆工程。 

在产业规划方面，整合研究机构和实务专家的资源，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

赋条件，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致力于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行为有助于

推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双赢。在园区规划方面，克服主流发展理念的束缚，

不再单纯着力于改善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而是致力于园区的规划与建设，

在“点”上取得突破，提升软硬基础设施，为产业培育和发展壮大提供好的基础和条

件。整合产业协会和行业专家的资源，因地制宜的甄别特定行业所面临的瓶颈性挑战，

进而有针对性的给出园区规划的落地建议。在招商引资方面，致力于成为企业走出去

的铺路人和孵化器。目前在乌干达、尼泊尔、不丹、尼日利亚等国正在合作进行园区

建设和产业政策制定合作。 

 

（三）智库政策报告 

1.Justin Yifu Lin and Jiajun Xu, “Applying the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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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iajun Xu and Helen Hai, “Industrialization and Job Creation for Africa,” Good Practices 

in South-South and Triangular Cooper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2016. 

3.Jiajun Xu and Richard Carey. 2015.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behind 

China’s Emergence as an Archit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ystem.”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in the 21st century: Three perspectives on China an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4.Jiajun Xu and Richard Carey. 2015. “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United Nations WIDER Working Paper 2015/130. 

5.林毅夫：《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推动转型升级——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看》，《人民日

报》，2015年 5月 7日版。 

6.林毅夫，徐佳君：《经济外交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产业对外转移，推动我国产业

转型升级》，外交部重大外交政策年度课题研究结题报告。 

7.徐佳君：《建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方案：汲取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经验与教训》，

环境保护部专项课题结题报告。 

8.林毅夫，徐佳君，杨光：《新结构经济学对提升中国在国际发展领域软实力的理念

贡献和实践探索》，中宣部国家高端智库项目认领课题结题报告。 

9.林毅夫、付才辉、刘培林：《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指南》，国家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三五规划重大课题政策报告。 

10.付才辉：《河间市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报告》，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政府课题政策报告。 

11.陈曦：《河间政府产业转型升级中因势利导作用报告》，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政府课

题政策报告。 

（四）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过去一年中，深度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对话，分别于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UNOSSC）、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等主要国际发展多边组织

密切协作，开展国别研究，优化分析框架，提升在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等领域

的国际影响力，并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和其他区域性倡议政策框架

的制定和行动方案的落实。 

四、结语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旨在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深化、传播和

实践，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建设全球视野智库，助力地方产业转型，打造引领国际发

展经济学新思潮的理论研究、政策实践和教育培训平台。立足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经验进行理论创新，搭建起联结理论创新与政策实践的桥梁。在北京大学全力

加快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步伐之际，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开创我国社会科学理论自主

创新之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引领国际学术思潮，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为人类的知识和福祉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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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理论创新：致力于自主理论创新，丰富、完善和推广原创性的新结构经济学

理论体系和政策框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引导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以及迫切希望推动本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政府和知识精英，尽早

掌握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摆脱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主流发展理论的束缚，探索

出一条适合各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特点的现代化之路。 

构建学科体系：致力于将结构系统引入经济学，使没有结构（或以发达国家的结

构为唯一结构）的主流理论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退化特例，并将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理论和方法引入各个经济学子学科，建构起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中心将倾力打造新结构经济学教材和课程以及研究生培养来推进学科建设。 

建设国际高端智库：为建成引领国际发展理论思潮与政策实践的高端智库，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将与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各级政府和企业等建立起政策咨

询的制度性安排，并定期面向全球发布旗舰型的智库报告。 

培育世界一流人才：以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

转型案例为教材，为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 70 周年大会上宣布成立的南南发展和合作

学院提供教学支持。借鉴海外国际一流大学开放性课堂的做法，通过网络让更多的青

年学子有机会深入学习新结构经济学。 

知成一体的学风建设：知而不行，不是真知；知成一体，以成证知。新结构经济

学强调在已经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在实践中运用，并且要有成功案例，只

有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成效的理论，才是真知灼见，才是对人类发展有贡献的理论。 

展望未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将本着“唯成乃真知”的科学精神，建设“知

成一体”的学风，在各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民经济转

型升级的环境下，拓展好学术研究和智库服务。新结构经济学中心助力地方政府找准

经济发展瓶颈，寻求适合其自身特点的经济发展道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目标的实现；

构筑产业规划—园区规划—招商引资产业升级和转移一条龙的国际项目拓展模式，助

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立足于中国，展望于世界，为经济理论的进步和政策实

践的革新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