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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是中国第一个以社会科学自主理论

创新为宗旨的机构，其前身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由世

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教授创办于2015年12

月，是国家首批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

宗旨：立足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

理论创新、运用与推广，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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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积极开展新结构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政策实践、人才培

养、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工作，引导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希望推动

本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专家学者、青年学子和政府精英，尽早掌握运用

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理论和工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出一

条适合本国自身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治学理念：“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倡导

“唯成乃真知”的“知成一体”学风，主张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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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提出并倡导的研究经济发

展、转型和运行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给定、随着时

间可变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切入点，来研究决定此经济体生产力水

平的产业和技术以及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

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自

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

的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自提出以来，获得了斯蒂格利茨、斯宾塞、贝克

尔、诺斯、福格尔、阿克罗夫等1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高度评

价，被国际学界视为是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

代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知识精英的重视，对

位于非洲、中亚、东欧的发展中地区和国家产生了重要的政策和实践

影响。

组织架构

“一体、两翼、一支架”：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教学团队和政策实践团队、行政

管理团队

组织文化

Passion（激情） Professionalism（专业） People（关怀） Partnership（合作）

Publication（发表） Pace（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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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单位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协同国内外兄弟院校和政策实践机构搭建

新结构经济学合作研究中心或研究院，旨在助力新结构经济学在学术研究、政

策实践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和政策

实践共同体，切实提升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与合作高校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学术交流、师资建设、人才培

养、智库服务、案例库与数据库的研发等方面展开深入的交流与密切的合作。

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

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倡议并发起，2016年5月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启动。创始成员包括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33家研究机构

及国际组织，是在“全球南南合作智库网络联盟”的大框架下成立的第一家联

盟，旨在通过促进合作研究、数据收集和国别案例研究，形成一个有助于经济

结构转型领域前沿思想交流及相互学习的平台，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结构

转型。主要职能包括：设定研究议程；鼓励并资助研究计划；组织年会，创设

国际发展旗舰论坛，打造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为研究联盟的活动、项目和运作

融资；发布并出版经济转型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包括论文、专著、合集和工

作论文系列等。

地方政策研究实践工作站

地方政策研究实践工作站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建设国家首批高

端智库试点，打造政策实践网络的主要载体之一。通过与国内代表性地区的地

方政府，以及当地智库和科研机构等进行战略合作，研究院可持续开展定点调

研，深度参与地方政策咨询和制定，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并总结地方经济

发展经验教训，扎实做好案例研究，提炼发展模式，反馈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创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地方政府依托工作站，在政策研究、短

期培训、人才交流、招商引资和数据基础调研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

小机构，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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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课程

胡   博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高级专题》、《中国经济研究》、

              《新结构经济学与政策设计》（南南发展与合作学院课程）

江深哲   《契约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I》

王   歆   《国际贸易专题》

王   勇   《经济增长高级专题》

王   勇、夏俊杰、徐佳君   《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

夏俊杰   《宏观金融》

朱礼军   《高级宏观经济学II》、《宏观经济学定量方法》

本科生课程

付才辉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

胡   博    《金融计量》

林毅夫    《中国经济专题》

王   歆    《经济学研究训练》、《国际贸易》

王   勇    《中国宏观经济》

徐佳君   《国际发展前沿：理论与实践（英文）》

颜建晔   《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夏俊杰   《宏观理论（英文）》、《中级宏观经济学（英文）》、

              《中级宏观经济学》

研究生培养

自2018年起，每年面向全球招收优秀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国内本科生可通过“新结

构经济学夏令营”申请直博攻读；已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可通过“申请-审核”制，申

请攻读博士学位（普博生）。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智库实践、论文写作与答辩的要求

后，将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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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学术活动

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夏令营

邀请国际国内著名教授、经济学家、实践专家进行英文授课演讲，全方位、多角

度地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及其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每年7月份为期

一周的高强度学术集训和独具特色的实地考察调研，吸引到近20个国家100多名学生

和学者的参加。

新结构经济学冬令营

采取专题研讨会、圆桌讨论会等形式，集结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报告前沿研

究、讨论热点专题、跨界交流合作，拓展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每年12月份举

行，并在期间组织教职人员招聘。

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

集合国际学界有影响力的机构和学者，以开放平台展开新结构经济学领域的国际

对话和学术探讨，适时推出全球性学术共同体。每年8月份举行。

大型年会新结构经济学专场

在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中国经济学年会等大型经济学学术年会举办新结构经济

学专场。

合作单位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

每年与兄弟院校和合作单位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

不定期专题研讨会

与国内外兄弟院校、科研机构、著名期刊杂志等围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主题举办

联合学术研讨会。

学术活动

研究合作发表

与剑桥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等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英文专著；与北京大学

出版社合作推出“新结构经济学系列丛书”，涵盖理论、教学、实践、案例等专题。

与《中国农业经济评论》（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中国农业经济评

论》（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

《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经济评论》、《财经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经济研究》等期刊合作，推出新结构经济学专辑。

协同国内外兄弟院校和科研机构搭建新结构经济学合作研究中心，在新结构经济学研讨

会、访问学者交流、数据合作平台搭建、博士生联合培养、学术期刊合作、教材和师资

培训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

推出中英文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系列，旨在鼓励全球优秀学者学子开展新结构经济学

领域的学术研究，并不定期从中遴选优秀论文，予以学术方面的指导和推荐。

日常学术活动

新结构经济学系列研讨会

广泛邀请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及国内学者，以公开讲座配合深度研讨的形式，构建

常态化的学术交流平台。

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发展论坛

以“创新发展理念，探索发展实践”为展开宗旨，不定期邀请在国际发展领域深

具影响力的专家，以开放平等包容的视角，围绕新结构经济学在国际发展领域应用深

入的研讨。

组会/联合研讨班

以论文报告配合深度研讨的形式，围绕某一专题深度研讨，交换思想洞见，推进前

沿研究；充分借助北大学术平台，与国内顶尖研究院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研讨班。

数据与案例库建设

收集国内外关于“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方面的数据和案例，搭建数

据库和案例库等开源性平台；与合作院校、企业平台、国际机构和国家统计局等政府

统计部门开展多方合作，实现数据共享。

访问交流与合作

密集邀请国际顶尖学者前来进行学术访问，与国际顶尖院校合作进行学术研究。



国际发展合作项目

国内智库 - 地方政府合作研究项目

埃塞俄比亚

贝宁

波兰

尼日利亚

乌兹别克斯坦

巴基斯坦

吉布提

晋城市和田

吉林省

大同市

西藏自治区

部门简介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是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秉承林

毅夫教授提倡的“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新结构经济学

治学理念，下设三个政策研究实践部门，积极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运

用于政策咨询和发展实践前沿。

国内智库部

国内智库部是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践

与应用，并以实践应用推动理论研究与创新的研究部门。主要工作包括三个方

面：一是向中央领导和相关部委提供智库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二是通过与地

方政府共建政策研究实践工作站，接受委托研究等方式，为地方发展提供政策

咨询和评估等服务;三是通过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实验室等方式，跟踪产业发

展前沿，推动产业政策的研究与应用。

国际发展合作部

国际发展合作部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践行“知成一体”理念。一

方面在国内外开展总结发展模式探索发展经验的研究项目，一方面运用“增长

甄别与因势利导研究框架 (GIFF)”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发展战略，提供政

策建议。通过“产业甄别—园区规划—招商引资服务”的一条龙框架，帮助发

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同时配合中国经济发展需求，实现互利共赢。

企业发展部

企业发展部旨在应用新结构经济学企业自生能力和产业分类等理论原理研

发新结构产业经济学和企业发展战略的培训课程与典型案例；面向企业家、企

业高管和战略规划人士等群体，通过多样化的交流培训活动，开阔经济学视野

和拓宽战略性思维，进而培养高屋建瓴的产业趋势洞察力和企业战略定位能

力，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和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的思

想武器和方法论工具。

发展政策实践  项目分布

河间市

中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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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政策咨询

向非洲、中亚、东欧等发展中国家政府高层提供经济发展战略与政府政策咨询；

参与中央政府重要决策咨询、向地方政府及省部级机构定期提供政策报告与课题

研究报告。

国际发展合作

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盖茨基金会等国际发展机构

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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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和其它区域性倡议政策框架的制定

和行动方案的落实。

新结构经济学智库与案例研讨班

帮助发展领域一线实践者尽早掌握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与实践工具，助力中国

地方县域的多元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媒体研讨班

围绕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方法论、思想理念、实践应用和案例研究报告

等内容开展面向媒体界人士的演讲授课与交流探讨，传播正确的新结构经济学。

政策实践活动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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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

徐佳君（常务副院长）

邮    箱：jiajunxu@nsd.pku.edu.cn

夏贝纳（常务副院长助理）

邮    箱：beinaxia@nsd.pku.edu.cn

研究生培养 / 教务

颜建晔（研究生培养项目主任）

邮    箱：jianyeyan@nsd.pku.edu.cn

于胜涛（教务秘书）

邮    箱：shengtaoyu@nsd.pku.edu.cn

课程教材与案例研发合作

付才辉（课程教材与案例研究报告中心主任）

邮    箱：fucaihui@nsd.pku.edu.cn

人力资源 / 招聘信息

黄    莹（人力资源专员）

邮    箱：yinghuang@nsd.pku.edu.cn

企业发展合作

刘长征（企业发展部主任）

邮    箱：changzhengliu@nsd.pku.edu.cn

高校合作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王    勇（学术副院长）

邮    箱：yongwang@nsd.pku.edu.cn

马绍娜（科研秘书）

邮    箱：shaonama@nsd.pku.edu.cn

捐赠 / 媒体合作

陈    曦（办公室主任）

邮    箱：xchen@nsd.pku.edu.cn

宋雨菡（政策传播专员）

邮    箱：yuhansong@nsd.pku.edu.cn

国际发展合作

于    佳（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

邮    箱：jiayu@nsd.pku.edu.cn

国内智库 / 地方政策研究实践工作站

黄    斌（国内智库部主任）

邮    箱：binhuang@nsd.pku.edu.cn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