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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sity，INSE）前

身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于 2017 年 12 月正式升级为研究院。研究院致力于立足中国

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自主理论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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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以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推广和运用为目的，开展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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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与青年学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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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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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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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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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各国一道研究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

论和发展实践”，这也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宗旨。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以学术研究为基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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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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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人类知识与福祉的

增进做出贡献。



2017 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不断发展壮大，在北京大学

校领导的支持下正式升级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院秉承“唯

成乃真知”理念，主张“知成一体”学风，践行“小机构、大网络”

发展模式，力图通过不懈努力，激荡思想碰撞，推动实践成功。

2017 年年报记录了年轻的研究院的发展历程与实践探索。在

理论创新与拓展方面，围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国内国际交流等

展开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政策实践方面，积极助力国内地

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引导国际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适合自身

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在合作网络拓展方面，国内多所高校正式成立

新结构经济学分中心；国际上，依托“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

继续建设全球视野智库。

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理论的适用性决定

于理论的前提和条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对 “西天取经”应

有所扬弃，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

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心）的成立开创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理论自主创新之先河，盼望更多莘莘学子在书海泛舟的同时，加入

理论自主创新的洪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发

展繁荣贡献一己之力。

林毅夫 教授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院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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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2012 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著有《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

理念》、《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与见解》、《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

求索》、《解读中国经济》、《本体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

等三十余本著作。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曾任十一届人大代表、第七至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

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
院名誉院长，教授

林毅夫

牛津大学博士。曾任职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现担任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GReCEST）秘书

长。研究方向包括开发性金融、工业园区和全球经济治理。曾在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和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Bulletin 等国际发展领域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China 
Economic Review 客座编辑，《全球开发性金融报告（2015）》的主要执笔人。著有《国际发展领域超

越美国霸权》（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 年）。近年来主持多个发展中国家依托工业园区实现经济结构转

型的政策实践课题。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助理教授徐佳君

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机制与市场设计、产业经济学、规制与激励理论、行为经济学、

中国经济。在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等国际

顶级学术期刊及《经济研究》等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 2 篇中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

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曾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省部级）。

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等国家级、省部级多项研究课题。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颜建晔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曾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任世界银行常驻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经济增

长、宏观发展与贸易、中国与印度经济等。最近研究包括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与产业政策、中等收入陷

阱、内生性宏观政策、国企改革、中美贸易与汇率。在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担任多个中英文学术期刊的特约编辑。著

有《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产业政策 : 总结、反思与展望》。主持承担中财

办等多部政策研究课题，曾受邀在美国国务院、财政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

开发银行、韩国金融研究院等国际机构做学术与政策报告。荣获 2017 年度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勇

1996 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包括商业周期和经济

波动理论、动态优化中的多重均衡和市场失灵、理性预期下自我实现的资产泡沫、货币政策和量化宽

松政策的微观基础与动态一般均衡、发展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宏观经济等等。目前在匿名审稿前沿经济

学 杂 志， 如 Econometrica、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Economic Journal、European Economic Review、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等。发表论文 40 多篇，著有《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Superpower——Unlocking 
China's Secret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批判纲要》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访问教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研究

部助理副行长，中国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入选者
文一

学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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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

研究兴趣是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主要研究方向是时间序列和泛函数据

分析以及它们在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

中的应用。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学术型博士后

学术型博士后

助理教授

学术型博士后

学术型博士后

学术型博士后

助理教授

江深哲

王歆

刘政文

汤学敏

夏俊杰

柯潇

任晓猛

杨子荣

胡博

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研究兴

趣包括动态契约、资产定价及货币经

济学。

2016 年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

校获得博士学位，2011 年从北京大学

获得经济学和统计学学士学位。研究

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和劳

动经济学，目前主要研究国际贸易、

劳动力市场与结构转型的相互关系。

2017 年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得

经济学博士学位，2012 年于清华大学

数理基础科学班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产业组织

实证研究和产业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罗格斯大学联合培养）

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新结构

经济学（贸易与产业结构、收入分配）。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

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宏观金融、

国际贸易。目前研究课题主要利用

宏观模型研究金融扭曲、贸易摩擦、

产业升级和收入分配等与中国经济

相关的问题。

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兴趣为应

用计量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中国经济。

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宏

观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兴趣

包括经济增长、创新、伊斯兰金融、

开发性金融等。

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项目获得者。

2016 年于武汉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

位。研究领域包括货币政策溢出效应

与金融结构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

年项目 1 项、博士后面上项目 1 项，

参与多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

重大攻关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学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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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智库研究员，办公室主任

国内智库博士后研究员

国内智库项目研究专员

国内智库项目研究专员

国内智库研究员

国内智库博士后研究员

国内智库项目研究专员

国内智库项目研究专员

陈曦

惠利

丁新新

张强

付才辉

赵秋运

李劼巍

章书婷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博士，负责地

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项目研究工作，

著有《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管理》（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主要研究

领域为跨文化交流，跨文化管理，经

济结构转型案例研究。

2016 年于武汉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

位。负责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项目

的研究工作，参与多项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基

金及智库类项目。主要研究领域：新结构经济学、产业经

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结构与产业

政策、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区域发展硕士。

参与智库河北河间、西藏、吉林、广

东中山等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课题。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发展经济学、行为

经济学、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区域发展硕士。

参与智库河北河间、西藏、吉林、广

东中山等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课题。

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行为经

济学、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政策。

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参与智

库河北河间、西藏、吉林、广东中山

等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课题。主要

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

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政策。

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负责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智库研究和学科

建设工作。近年来主持了多项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博士后面上基金项目以

及国家与地方政府转型升级研究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与林毅夫教授联合主编有《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新结构经济学案例研究》

等著作。每年春季在北京大学开设《新结构经济学导论（理

论与实践）》公开课程。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China 
Economist》、《金融研究》等国内外核

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曾获全

国经济学博士后学术论坛一等奖、谭崇

台发展经济学奖学金、上海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二等奖等国

内外 30 余奖项。曾多次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及地方政府智库类项目。研

究领域主要包括土地流转、要素收入分配和新结构经济学。

经济学硕士。西班牙巴塞罗那经济

学 研 究 生 院 (Barcelona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访问学生，美

国罗纳德 · 科斯研究院 (The Ronald 
Coase Institute) 制度分析研讨班校友。曾在中国家庭金

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实习，参加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国

小微企业调查等大型调研项目。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

国内智库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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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展合作部部长、资深实务
专家

国际智库博士后研究员

国际智库助理研究分析员

国际智库兼职项目研究专员

国际智库研究员

国际智库助理研究分析员

国际智库兼职项目研究专员

于佳

赵祚翔

吴昕月

Tozo Kokou Wotodjio

李燕超

李晨妹

贺兰文心

伊拉斯姆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展

经济学硕士。曾担任鹿特丹伊拉斯

谟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助

理（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of  Erasmus Universi ty 
Roterdam, Research Assistant） 及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项目助理

实习生。

牛津大学哲学、 政治和经济学 (PPE)
专业。曾在伦敦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 
(RUSI) 担任实习分析师。 2012 年创

办牛津逻辑咨询公司，从事运营规划、 
战略技术评价和经济咨询工作。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政治经济学硕士。

参与国际智库非洲和亚洲的工业园咨

询项目。主要研究领域有开发性金融、

工业园区基础设施融资、国际买家全

球价值链。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博士生。

参与尼日利亚以及贝宁项目的工业园

政策研究，熟练掌握法语和 Stata。主

要研究领域为全球价值链、FDI、国际

贸易等。

法国国家科学院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CERDI-CNRS) 发展经济学博士，北

京大学法国语言文学和经济学双学士。

曾在埃森哲 (Accenture) 咨询公司和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任

职，直接负责海外投资、商务谈判、政府事务和公共关系。

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企业走出去实证研究、工业园区诊断

以及制造业、能源和矿业的国际产能合作及全球影响等。

主要负责新结构经济学在实践领域的落地和推广，负责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智库项目。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博士。曾任英国埃

克塞特大学研究助理和兼职讲师并参

与 ESRC（UK）研究项目。参与或主

持的研究项目包括：尼日利亚出口加工区提升实地调研项

目、与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 (ODI) 联合开展的“推进经济

转型—中国制造业企转型升级和走出去”研究项目、非洲

国家出口多样性和产业政策的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第 62 批面上项目。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公共经

济学、环境经济学。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博士、清华

大学硕士、上海交通大学学士。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荣誉研究员。曾

任世界银行总部经济学家 / 咨询师、

曼彻斯特创新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工作集中在创新创

业和产业政策领域，曾参与主持欧盟 H2020 项目“转型

中的工业创新”，世界银行项目“国家创新诊断”以及美

洲开发银行项目“激励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曾在本领

域国际知名杂志发表文章十余篇、受邀发表国际政策报告

以及书籍若干。

国际智库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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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助理

科研助理

政策传播专员

财务专员

常务副院长助理

国际智库运营助理 政策传播助理

财务行政助理

科研助理 国内智库运营助理

人力资源专员

卢婧

于胜涛

叶燕茹

邓晔

夏贝纳

李晓璐 周千荷

王佳瀅

马绍娜 丁靖

黄莹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

大学法语语言文学

系，曾任职于中国

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卢旺达基加利办事处从事外事及投标

工作。曾负责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国际项目协调、学术会议举办等工作，

目前主要负责院长日常事务。

泰国曼谷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主要负

责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中心出国签证办

理、国际会议组织、国际发展论坛、

基金管理、AEA 招聘、及访问学者和

访问学生管理和服务。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

经 济 学 硕 士， 曾

任麦加投资经济

分 析 师、Global 
Economic Group、埃森哲项目助理。

主要负责研究院政策推广、传播产品

编辑与设计、活动策划与管理、公共

关系等工作。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

学，主要负责研究

院国内国际项目、

会议、日常事务的

报账审核及财务管

理工作。

南京大学英美文学

硕士，曾在南京大

学 - 约翰斯 · 霍普

金斯大学中美文化

研究中心学习国际关系。主要负责协

助常务副院长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开

展对外关系维护及研究院内部管理运

营、跟进落实主题会议等。

美国马里兰大学帕

克分校教育学硕士，

曾参与亚洲开发银

行对华技术援助项

目、亚洲开发银行国别贷款项目。负

责国际智库项目立项、调研、管理、

智库品牌建设、研发和推广等工作。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国际政治经济专业

硕士。主要负责研

究院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运营、维

护，活动会议撰稿与宣传等相关工作。

毕业于北京交通大

学，曾任中信建投

证券总公司人事行

政助理，CCTV6 网
站人事行政专员。主要负责研究院日

常报销、财务报销审核、财务档案管理、

行政采购、固定资产管理、行政档案

管理等事务。

首都师范大学汉语

国际教育硕士，意

大利威尼斯大学访

问学生。主要负责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夏令营、冬

令营筹备组织，学术科研立项管理，

基金申请通知，NSE Seminar 组织，

及学术副院长其他事务。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葡萄牙语专业学

士。曾从事商务部

国际商务官员培训

及中联部外国政党干部访华联络工作。

主要负责国内智库项目立项、调研、

管理、智库品牌建设、研发和推广等

工作。

北京大学公共管理

硕士，曾在中国科

学院从事人力资源

工作。主要负责研

究院的招聘、绩效考核及培训等人力

资源工作。

行政与运营团队

国内智库研究员，
办公室主任

陈曦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博士，负责地方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项目

研究工作，著有《孔子学院跨文化传

播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主要研究领域为跨文化交流，跨文化

管理，经济结构转型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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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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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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罗夫等十余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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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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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在发展过程中既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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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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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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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心）

的学术基石。研究院（中心）积极组织新结构经济学教学、夏令营 / 冬令营、

研讨会、国际会议、国际发展论坛等学术活动，以推广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与应用，吸引更多国内外优秀学者加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与应用阵营，增

进思想交流与碰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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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进展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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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教学

林毅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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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的

进展与成果。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团队成员分专题介绍相关理

论模型如何构建、实证研究如何进行资料收集与分析，并示

范拓展和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

林毅夫《中国经济研究Ⅰ》

旨在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其在理论与实证研究

上取得的进展、有关理论模型的构建方法、实证研究资料

收集与分析方法，并示范如何拓展和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

理论体系。

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

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成败经验，提

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一般理论，并以此分

析中国长期的兴衰及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的主

要经济社会问题，探讨其原因和解决方法。

徐佳君《国际发展前沿：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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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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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别政策咨询模拟，帮助学生了解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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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邀请双边和多边开发机构的专家与实践者进

行专题讲座。

王歆《经济学研究训练》

旨在帮助学生熟悉经济学论文的写作，了解研究方法，指导

写作研究计划。通过小班教学，综合采用教师讲授、学生报

告、课堂讨论等方式授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互动学习环境。

学期结束后，学生能够对如何进行经济学研究和撰写论文有

所了解，初步确立研究兴趣，并独立完成一篇高质量的研究

计划，为其写作经济学领域的本科学位论文打下基础。

夏俊杰《宏观理论》（英文）

旨在通过讲授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使学生对现实世界

经济运作有一定认识。课程结束时，学生能够掌握通货膨胀、

失业和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状况的评估方法，理解货币政策

和财政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状况的机制，批判性地对每个政策

选择作利弊评估，并思考其他的可行的政策方案选项，准确

解释宏观经济数据并据此运用某些宏观经济模型，并对宏观

经济研究如何处理不同的主题有一个广泛的理解。

胡博《金融计量》（中英文）

课程覆盖用于财务数据分析和市场模型测试的关键基本计量

工具。在对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课程聚焦实证技术，指

导学生用实际金融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王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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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与政策设计》

作为南南学院核心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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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来自各个发展中国家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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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勇《经济增长高级专题》

旨在帮助学生熟悉并最终确定一个新结构经济增长方面的研

究课题，教导学生构建经济增长模型。学期结束后，学生能

够更好理解当前经济增长领域的理论知识，了解其在实证研

究领域的发展状况，掌握经济增长研究方法。

王勇、王歆、徐佳君《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学术界有影响力的学者，以公开讲座配合深度研

讨的形式，展开主题研讨会。围绕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交流思想洞见，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与发展。

付才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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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对新结构转型升级的方法

加以应用。课程分为理论部分与时间部分。理论部分主要介

绍新结构经济学的来龙去脉与学科体系、新结构经济学十大

原理和新结构经济与其他经济学子领域，如产业经济学、劳

动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周

期理论、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的结合。实践部分将主

要讲授新结构转型升级方法论、世界经济与中国区域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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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博研究生课程

本科生课程

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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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活动照片 冬令营活动照片

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夏令营 / 冬令营）

2017 年 7 月 1-5 日，第四届新结构经济学专

题研讨会（国际夏令营）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

吸引了 23 个国家 57 位高校学者学子的参加。第

四届国际夏令营包含由林毅夫教授、鞠建东教授、

文一教授、王勇副教授、Gene M. Grossman 教授、

李钟和（Kuen Lee）教授主讲的六场主题讲座以

及两场智库实践专场（国际 / 国内）、一场全球价

值链国际研讨会和新结构经济学基金汇报专场，内

容涵盖新结构经济学思想、方法论和理论研究及

其在中国、韩国和非洲国家的实践应用，全方位、

多角度呈现了新结构经济学“知成一体”的框架

体系。为帮助学员获得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感性

认识和第一手数据资料，本届夏令营还专程安排

学员赴第一个运用新结构经济学进行政策实践合

作的地方政府——河北省河间市——进行为期一

天的实地调研。

在为期五天的学习与调研中，学员们紧锣密

鼓地学习新知识，与著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加

深了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解。闭幕仪式上，林毅

夫教授亲自为每位学员颁发结业证书，寄语学员

对国家和世界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2017 年 12 月 18-23 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

北京大学成功举办第三届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冬

令营），吸引近百名海内外优秀经济学家和青年学子参会。

本届冬令营包含产业动态与基础设施、收入分配与产业

升级、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成因与对策、新结构金融学、

国际贸易与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建模与数学方法、

数据专场、国内与国际智库研究等主题专场，邀请到白

重恩、陈凯迹、褚浩全、洪永淼、黄晓东、黄益平、鞠

建东、李新创、刘国恩、田国强、王能、吴晓鹰、邢海

鹏、许宪春、袁志刚、张国华、周皓、朱晓冬（音序排序）

等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主题演讲和专题演讲，新增学科建

设和期刊闭门会议。学科建设专场邀请国内多所高校和

出版社参与讨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分中心的合作模式和

新结构经济学课程设置与学术培养等；期刊闭门会议专

场邀请国内外数家中英文经济学杂志编辑共同探讨合作

事宜。

本次冬令营全面展示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最新

科研成果、数据库建设、智库实践成果和未来研究前景，

将学术研讨、人材培养、智库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机结合，

在产学研政融合方面做出了进一步尝试，用实践证明新结

构经济学“以成证知”的理念。

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夏令营 / 冬令营）是一年一度的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盛宴，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向全球青年学子推广和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两项常规教学、研讨活动。夏 / 冬令营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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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和学子开展相关学术专题研究，鼓

励并资助相关专题领域的不定期会议和合作。

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夏令营主要以上课和调研的形式来推广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经验，迄今已成功举办

了四届，培养了数百名来自全球各地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学员；冬令营则采取专题研讨会、圆桌讨论会等形式拓

展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三届。夏 / 冬令营学术盛宴的成功举办，搭建起了新结构经济

学的学术共同体平台，得到众多海内外学者的认可。

第四届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国际夏令营） 第三届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冬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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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

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心）的年度学术活动，已于 2012 年 9 月、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12 月举办了三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旨在回顾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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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发展自主理论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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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9-10 日，第四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在北京大学英杰会议交流中心举行，会议主题为“经

济转型、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林毅夫教授、人大财经委员会黄奇帆副主任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庄巨忠教

授、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高丽大学李钟和教授等多位深具国际影响的专家学者做主题演讲。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中心江深哲助理教授、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骆许蓓、东京大学 Kenichi Ueda、上海财经大学刘丹副教授、

对外经贸大学付喆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庆华博士、西南财经大学李涵教授、南洋理工大学吴桂英博

士等十余名学者做学术报告。



学
术
进
展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2017 年报 ｜ 11

新结构经济学专项研究基金

学术评审委员会

由学术功底深厚、熟悉发展经济学尤其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中外学者构成，由林毅夫教授担任评审委员会主席。

评审委员会成员将作为指导老师，对项目组（或个人）在复审、中期考核和结题等环节给予学术指导。

第二届新结构经济学专项研究基金

2017 年，第二届“新结构经济学专项研究基金”共设立了三个资助项目、两个奖项，分别为“英杰专项研

究基金”、“学术新秀奖学金”资助项目、“博士论文奖学金”资助项目、 “新结构经济学专项研究基金”论文奖和

“新结构经济学专项研究基金”数据奖。

姓名 学校 文章

李想、苏丹、纪洋 北京大学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汤毅、郑乐凯、赵瑞丽 复旦大学 中国城市出口结构转换 —— 基于财政分权和要素禀

赋的视角

沈仲凯、王勇 北京大学 禀赋结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

张牧扬 上海财经大学 Development Stage and Facilitating Corruption 
Tolerance

张勋 北京师范大学 Road Infrastructure, Market Integra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许建明 清华大学 一个“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统一理论的微观基

础

张一林、黄思艺、王嘉雯 西南财经大学 企业规模、银行规模与最优银行业结构 —— 基于新

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李鲁 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园区经济转型与园区“出海”研究

Yagoub Elryah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Consultancy Center

Analysis of recent Chinese Industrial Policies: the 
way towards Industrial Growth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辛善姬 Both Les and SMEs Matter but Differentlly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ountry Panel Analysis

“新结构经济学专项研究基金”由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学研究院（中心）设立，旨在鼓励博士生和青年学者

积极投身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发展思潮，为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发展贡献力量。

“专项研究基金”每年举办一届，用于资助和奖励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研究项目。优秀项目论文经学术评审

委员会选拔后，将有机会参加每年 12 月中上旬举办的“新结构经济学专项研究基金学术汇报会”，并被推荐参

加同期举行的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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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系列

鞠建东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Structural Adjustmen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钱军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In the Shadow of Banks: 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s and Issuing 

Banks' Risk in China

聂军   美联储堪萨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 

The Negative Growth-Volatility Relationship and the Gains from 

Financial Integration

张中祥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国家能源、

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能源安全、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收购与政策性银行支持

朱胜豪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 

Bubbles and House Price Disper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1975-2007

周皓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Political Uncertainty, State Ownership, and Credit Re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新城之殇：密度、距离与地方债务

Heiwai Tang    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教授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Misallocation

Erzo Luttmer    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An Assignment Model of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讨会系列”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心）构建的常态化学术讨论平台，旨在通过邀

请国内外学术界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以公开讲座配合深度研讨的形式，就经济发展和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交

流思想洞见，以筑实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研究基础、拓宽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与方法、促进学界开展新结构

经济学相关的研究和交流。2017 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心）共组织了 21 期学术研讨会：

第十二期 

2017 年 03 月 03 日 

第十三期 

2017 年 03 月 17 日 

第十四期 

2017 年 03 月 21 日 

第十五期 

2017 年 03 月 24 日 

第十六期 

2017 年 03 月 31 日 

第十七期 

2017 年 04 月 17 日 

第十八期 

2017 年 04 月 21 日

第十九期 

2017 年 05 月 24 日

第二十期 

2017 年 05 月 26 日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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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ell Cooper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 
Household Finance in China

Roberto Samaniego    乔治 · 华盛顿大学教授 

Uncertain Technology

王鹏飞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教授 
Asset Bubbles and Foreign Interest Rate Shocks

寇宗来   复旦大学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

究中心副主任 
地方政府会影响媒体报道吗？——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瞿宛文   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源起：后进发展的为何与如何

Alfredo Curutchet   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助理教授 
The Countercyclical Rol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贫富差距研究的近期进展

Davin Chor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 
“Just Do Your Job”: Obedience, Routine Tasks, and the Pattern 
of Specialization

Xu Tian    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 
Corporate Governance, Managerial Compensation,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s

Marcin Piatkoski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Europe's Growth Champion: Insights from the Economic Rise 
of Poland 

Daniel Berkowitz   匹兹堡大学教授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Victor Yakovenko   马里兰大学教授 
Economic Inequality from a Statistical Physics Point of View

第二十一期 

2017 年 05 月 29 日

第二十二期 

2017 年 06 月 02 日

第二十三期 

2017 年 09 月 22 日

第二十四期 

2017 年 10 月 13 日 

第二十五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第二十六期 

2017 年 10 月 20 日

第二十七期 

2017 年 10 月 27 日

第二十八期 

2017 年 11 月 17 日 

第二十九期 

2017 年 11 月 24 日 

第三十期 

2017 年 12 月 01 日 

第三十一期 

2017 年 12 月 15 日 

第三十二期 

2017 年 12 月 29 日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演讲嘉宾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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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发展论坛 

2017 年 3 月 21 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Sergei Guriev 博士在第 11 期新结构国际发展论坛发

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转型报告 2016-17》，并做题为《全面转型：不平等世界的平等机会》 （Transition for All: 
Equal Opportunities in an Unequal World）的主旨演讲，指出报告覆盖的 34 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并

不一帆风顺，巨大社会经济成本造成转型初期出生的居民身高变矮、幸福感较低。但近年，部分国家居民幸福

程度追上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缩小，但居民经济增长受益程度不一。

2017 年 4 月 25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繁荣与发展项目主任 Daniel F. Runde 博士和副主

任 Conor Savoy 博士在第 12 期新结构国际发展论坛做题为《多边开发银行的角色 : 面对发展格局变化》（MDBs' 
Role in a Changing Development Landscape）的主旨演讲，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多边开发银行大幅增加

融资和贷款，但由于部分中等收入国家陷入冲突重重的脆弱状态，多边开发银行的人力资源、工具措施和激励

因素不足以支持其在脆弱国家运作，其商业模式也在改变。报告还指出多边开发银行改在面临“垂直基金”和

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参与者加入的情况下，该如何做出调整以应对未来 15 年的世界发展变化。

2017 年 5 月 11 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第 13 期国际发

展论坛，主题为“应对本世纪发展挑战的多边发展银行：对新旧多边开发银行股东的五项建议（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ing for This Century's Development Challenges: Five Recommendations to Shareholders 
of the Old and New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来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亚洲开发

银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代表就多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2017 年 5 月 25 日，世界银行非洲区首席经济学家 Albert G. Zeufack 博士在第 14 期国际发展论坛做题为

《释放非洲的投资潜力》（Unlocking Africa's Investment Potential）主题报告，指出非洲经济虽有复苏迹象，但

尚未度过难关，施行健全的宏观经济及经济结构改革政策对扭转经济下滑局面、促进非洲国内外投资必不可少，

并呼吁非洲国家必须抓住机会与国际社会合作，吸引投资资金。世界银行非洲区对外交流与伙伴关系顾问、中

非合作区域协调员 Shuilin Wang 先生作为嘉宾，就中国与世界银行在非州合作的相关问题做了回答。

2017 年 5 月 31 日，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国际商业与公共政策中心主任罗杰 · 利
兹（Roger Leeds）教授在第 15 期新结构国际发展论坛做题为《加强中国中型市场企业的表现：私募股权的作

用》（Strengthening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iddle Market Companies: the Role of Private Equity）的主旨报

告。罗杰 · 利兹教授从中国中型企业增长和参与竞争所需的稀缺财务资源以及如何创造价值的角度，详细阐释了

私募股权对强化中国中型企业的作用，并指出中国政府在促进私募行业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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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宗旨，致力于搭建贯通学术界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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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和专家展开新结构经济学在国际发展领域应

用的国际对话。2017 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共举办了 11 期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发展论坛：

第 11 期  ·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转型报告 2016-17》发布

第 12 期  ·  多边开发银行在变化的发展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 13 期  ·  应对本世纪发展挑战 : 对新旧多边开发银行股东的五项建议

第 15 期  ·  加强中国中型市场企业的表现 : 私募股权的作用

第 14 期  ·  释放非洲的投资潜力



学
术
进
展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2017 年报 ｜ 15

2017 年 8 月 26 日，牛津大学马丁学院伊恩 · 戈尔丁教授及克里斯 · 柯塔纳研究员作为第 17 期国际发展论

坛演讲嘉宾经行《发现的时代：21 世纪风险指南》新书发布。伊恩 · 戈尔丁教授做主旨演讲，指出随着全球化

进程的加快，世界发展趋势更具“不确定性”，一方面为各国都带来了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业带来负面影响，例

如人口激增、不平等加剧等。新书另一作者克里斯 · 柯塔纳博士则分享了其在中国亲身经历的变化和挑战，着重

介绍了著作的主要内容。

2017 年 6 月 7 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全球经济治理倡议共同

主办第十六期新结构国际发展论坛，主题为“开发性银行与绿色能源：加强南南合作，推进结构转型和可持续

发展”。来自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国开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伊斯兰开发银行、南非开发银行等国别和区域

性开发银行代表参会并对相关议题进行讨论交流。

2017 年 9 月 1 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司长 Richard Kozul-Wright 在第 18 期新结

构国际发展论坛做题为《联合国贸发会议视角下的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主旨演讲，指出超全球化给发展中

国家带来的扭曲和不平衡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迫在眉睫，需要更加

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产业政策。Kozul-Wright 博士总结了振兴产业政策的几个要点，包括：以多样化和

转型升级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宏观政策与财政、贸易等政策相互关联形成合力等。

2017年 9月 14日，贸易和发展会议高级经济学家 Jörg Mayer博士在第 19期新结构国际发展论坛发布《2017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走出紧缩―迈向全球新政》并做题为《机器人、工业化和包容性增长》的主题演讲，指出

机器人的使用取决于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并讨论了工业机器人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战略、对结构转型、就业

和工资发展的潜在影响以及相关政策问题。

2017 年 11 月 16 日，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George Mavrotas 博士在第 20 期新结构国际发展论

坛作题为《全球发展挑战年代的外国援助》（Foreign Aid in an Era of Global Development Challenges）的主题

报告，指出对援助有效性文献进行了深入概述和批判性评价，介绍了最近的全球发展情况，并提出全球发展挑

战时期的外国援助方面的有用政策见解。

2017年 11月 20日，前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Adair Turner博士在第 21期新结构国际发展论坛作题为《平

衡国家与市场发展》（Balancing State and Market Development）的主题报告。“华盛顿共识”经济发展观认为

自由市场能够驱动最优的创新和结构转型，政府只需提供基本的实体及社会基础设施。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的历史经验都表明这种观点的局限性，如近年绿色科技的重大发展体现了政府在驱动科技创新和成本节省中

的重要作用。在报告中，Adair Turner 博士探讨了这些主题，特别提到了能源和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以及“中国

制造 2025”倡议背景下的中国发展政策相关关键问题。

第 16 期  ·  开发性银行与绿色能源：加强南南合作，推进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第 18 期  ·  联合国贸发会议视角下的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

第 20 期  ·  Foreign Aid in an Era of Global Development Challenges

第 17 期  ·  《发现的时代：21 世纪风险指南》 新书发布

第 19 期  ·   《2017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走出紧缩―迈向全球新政》发布

第 21 期  ·   平衡政府与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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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组会

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组会于 2016 年 9 月正式启动，成员为学术核心团队和受邀学者。组会围绕“新结构经济

学领域某一专题的最新研究进展”每周开展一次学术研讨会，以促进学术思想洞见的交流，推进新结构经济学

前沿研究。2017 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心）共组织了 15 场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组会：

路乾 
城市的合约性质：民营城市蛟龙港

Sarah Hager 
Understanding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in Ethiop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徐朝阳 
供给抑制政策下的中国经济

郑洁 
发展战略与环境污染 —— 一个新结构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假说与实

证分析

唐涯  
长江三角洲城市新结构指数

郭仲伟 
新结构经济学：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与科学宏观调控

杨子荣  
企业质量、产业风险与最优金融结构

郭巍 
“对事不对人”还是“对人不对事”—— 关系型契约视角下的产业

政策最优范围研究

统计局数据会议讨论 

张博 
General Equilibrium with Choices of Technologies

张冉 
龙信数据库介绍

徐佳君、李劼巍、赵祚翔 
轻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和走出去实地调研数据讨论

江深哲 
Research in Dynamics Contracts and Chinese Housing Markets

夏俊杰 
Research in Empirical Macroeconomics

陶勇 
一般均衡的产业技术升级模型 ——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第一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02 月 28 日

第二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03 月 06 日 

第三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03 月 15 日

第四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03 月 27 日 

第五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04 月 13 日

第六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05 月 08 日

第七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05 月 15 日

第八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06 月 12 日 

第九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09 月 11 日

第十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09 月 18 日

第十一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09 月 25 日

第十二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10 月 23 日

第十三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11 月 06 日

第十四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11 月 20 日

第十五次新结构学术组会 
2017 年 12 月 29 日

汇报人 
主题

汇报人 
主题 

汇报人 
主题

汇报人 
主题 

汇报人 
主题

汇报人 
主题

汇报人 
主题

汇报人 
主题 

主题 

汇报人 
主题

汇报人 
主题

汇报人 
主题

汇报人 
主题

汇报人 
主题

汇报人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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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联合讨论班

2017 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讨论班，共同举办了 8 次学术讨论会：

如何更好地用数学刻画表达新结构经济学的各种结构以及将一般均

衡模型引入新结构经济学

颜建晔 
重温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的基本（静态）设置

陶勇 
一般均衡的产业升级模型—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张博 

对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非凸技术文献的介绍和根据人均资本禀赋

选择技术结构的工作进展

付才辉 
新结构一般均衡理论探索：问题与思路

葛化彬 
新结构经济学对阿罗 - 德布鲁一般均衡的扩展中可能用到的数学模

块和知识

王勇  
禀赋结构，产业动态，与经济增长

龚刚 
发展过程中的宏观结构演变：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第一次讨论 

2017 年 04 月 18 日

第二次讨论 

2017 年 05 月 02 日

第三次讨论 

2017 年 05 月 09 日

第四次讨论 

2017 年 05 月 16 日 

第五次讨论会 

2017 年 05 月 24 日

第六次讨论会 

2017 年 06 月 06 日 

第七次讨论会 

2017 年 06 月 15 日

第八次讨论会 

2017 年 06 月 20 日

主题 

主讲人 

主题

主讲人 

主题

主讲人 

主题 

主讲人 

主题

主讲人 

主题 

主讲人 

主题

主讲人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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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2-13 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成功举办了“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

任教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以学术论文报告、主题圆桌研讨的形式进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

利茨教授、非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孟加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郜若素（Ross Garnaut）教授等经济学

家发来祝贺。蔡昉、蔡颖义、陈锡文、陈斌开、董安琪、郝平、黄益平、

黄凯南、洪永淼、鞠建东、李周、雷鼎鸣、林毅夫、刘培林、刘守英、

卢锋、Naoyuki Yoshino、平新乔、史晋川、魏尚进、韦森、文一、

王珺、姚洋、张晓波、张军、郑国汉等 400 余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

学者就 30 年来林毅夫教授在经济学研究、经济学教育、改革发展政

策等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精彩回顾与发言，并进行了 3 场主题演讲和

27 篇学术论文报告。

2017年 8月 12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中国经济学年会专题论坛暨“国际化与中国经济转型”研讨

会期间举办两场新结构经济学专场，主题分别为“增长、贸易与产业升级”和“创新、生产率与产业升级”。王勇

副教授组织并主持这两场专题讨论，七名专家学者就新结构经济学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创新等领域的运用进行

了学术报告与讨论。

2017 年 6 月 3 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科斯学会《人与经济》杂志共同举办“重新思考国家的经

济职能—新结构经济学及其评论者”国际学术研讨会。林毅夫教授、王勇副教授、《人与经济》杂志主编王宁教授、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Dani Rodrik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Pranab Bardhan教授和Gerard Roland教授，

俄克拉荷马大学商学院 Bill Megginson 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唐世平教授等 12 位学者汇聚一堂，就国家能力与发展、经

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产业升级、结构变迁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

结构转型中国家开发银行的作用等一系列与国家经济职能相关的议题

进行主题演讲和 10 场论文报告。60 余名来自学术界、企业界和多边

发展机构的专家代表作为嘉宾参与对话讨论。

2017 年 7 月 8-9 日，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分会主办、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等协办

的第十一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在温州大学成功召开，主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结构经济学”，吸引国

内外知名高校的近百名专家代表、国内十多家学术期刊和多家主流媒体参会。林毅夫教授发表题为“新结构经

济学，自生能力与新的理论见解”的主旨演讲。王勇副教授主持新结构经济学专场圆桌论坛和新结构经济学分

论坛上半场。林毅夫教授、黄先海教授、赵昌文部长、韦森教授、郭熙保教授、张建华教授和叶初升教授等人

在圆桌讨论会中共同探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应用、现状与未来。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今后每年都将设置新

结构经济学专场，并设立新结构经济学优秀论文奖，以鼓励经济学研究者运用新结构经济学思想体系与方法来

研究经济发展问题。

学术交流会议与研讨会

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任教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国经济学年会专题论坛新结构经济学专场

“重新思考国家的经济职能—新结构经济学及其评论者”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十一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新结构经济学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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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5 - 17 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第

一期数据闭门讨论会。会议邀请到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张卫华副司长、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赵培亚司长、城市社

会经济调查司刘建伟副司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许宪春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阮健弘司长及海关

总署统计司金弘蔓副司长六位国内统计领域顶级专家对中国统计数据

进行全方位深度剖析。11 月 4 - 5 日，第二期数据闭门研讨会邀请到的

主讲嘉宾为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希双主任杜、人口和就业统计司李希如

司长、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潘建成副主任及中国外汇管理局国际收

支司周济副司长。在两场数据研讨会中，参会官员学者与相关业界人

士就中国统计数据的现状、问题与未来展望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互动。

2017 年 10 月 13-15 日，北京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第十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期间举办新结构经济学专场。

专场研讨会由王勇副教授统筹，刘政文、任晓猛两位博士后现场组织和主持。来自国内高校的六位学者发表新

结构经济学学术论文报告，主题涉及最优金融结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

报告论文进行了充分讨论。中国经济学年会今后每年都将设置新结构经济学专场。

2017 年 10 月 14-19 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访问团一行十人在王勇副教授的带领下前往云南

财经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与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金融研究院院长龚刚教授所率领的研究团队一同举办

了首届“云财—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活动内容包含一场学术报告会、一场专题讲座、半军事化的封闭

性学术训练和丰富的团队交流建设活动。两个学术团队就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等进

行了深入交流，对新结构经济学领域的 12 篇学术论文进行了报告与讨论。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数据闭门讨论会

第十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新结构经济学专场

首届云财—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

10 月 21-22 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中国农业经济评论》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新结构经济学及其在农

业发展上的应用——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执教三十周年”座谈会。会议以新结构经济学和农业发展为主题，林

毅夫教授、王勇副教授、《中国农业经济评论》编辑室主任苏保忠教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陈锡文副主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黄季焜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钟甫宁教授、中国科学院张林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

守英教授、美国新泽西大学 Carl Pray 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 Alain de Janvry 教授、日本神户大学赵来勋教授及海内外多名学者

参会，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中国农业经济评论》是

SSCI 收录的英文期刊，出版了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任教 30 周年暨新

结构经济学专辑。

新结构经济学及其在农业发展上的应用 —— 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执教三十周年座谈会

2017年11月14-18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一期“新

结构媒体工作坊”，近二十位媒体界资深记者报名参加了本期工作坊培

训。林毅夫教授、文一教授、王勇副教授、陈曦研究员、付才辉研究员、

于佳博士、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王燕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沈艳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及《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首席记者赵忆宁女士围绕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方法论、实践应用、

案例研究报道等开展演讲与授课，与学员进行了深刻的交流。

新结构媒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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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著作

1. Justin Yifu Lin (2017). Beating the Odds Jump-Sta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 Justin Yifu Lin (2017). Going Beyond Ai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Justin Yifu Lin and Alojzy Z. Nowak (2017).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for Less Advanced Countries. 
University of Warsaw Faculty of Management Press.

4. Jiajun Xu (2017). Beyond US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5. 林毅夫、塞勒斯汀·孟加（合著）《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

6. 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

学术研究成果

新结构经济学学术发表

A · 新结构经济学专辑、专栏

1. 《经济评论》，新结构经济学专辑，2017 年第 3 期。

2. Symposium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3. Symposium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n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4.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成因与对策分析，新结构经济学专栏，《学习与探索》。

5. 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三十周年新结构经济学专辑，《经济学（季刊）》。

B · 论文

1. 付才辉，《新机构经济学：一场经济学的结构革命——一种（偏）微分方程思路下内生（总量）生产函数的解读》，

《经济评论》，2017 年 3 期。

2. 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其在转型升级中的应用》，《学习与探索》，2017 年第 5 期。

3. 鞠建东、刘政文，《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有为地方政府》，《经济学报》，2017 年第 4 期。

4. Justin Yifu Lin (2017).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New 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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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第 148-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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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林毅夫、王燕，《新结构经济学：将“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比较优势》，《开发性金融研究》，2017年第 1期，

第 3-15 页。

23. 王勇，《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17 年第 5 期 （当期首篇论文），9-28。

24. 王勇，《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学习与探索》，201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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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王勇，《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产业政策何为？》，《社会科学报》，2016 年第 1539 期，01 版。

26. 王勇，《产业动态、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已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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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王勇、华秀萍，《详论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内涵——兼对田国强教授批评的回复》，《经济评论》，

2017 年 3 期，第 17-30 页。

28. 王勇、沈仲恺，《禀赋结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经济学（季刊）》，已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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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4(2), pp.23. 

30. 徐佳君，《政府与市场之间：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重思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定位》，《开发性金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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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颜建晔、张超、王宁，《行为经济理论的再次问鼎——Richard Thaler 获得 2017 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述评》，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 年 12 期，第 139-144 期。

34. 杨子荣、张鹏杨，《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金融学视角的实证检验》，《经济学季刊》，

已收录。

35. 杨子荣、郑雨静，《为什么契约理论获得 201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银行家》，2017 年第 1 期，第

140-143 页。

36. 于佳，《“一带一路”战略下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和央企“走出去”的探析》，《农村金融研究》，2017年第 3期，

第 25-30 页。

37. 张天华、董志强、付才辉，《大城市劳动者工资为何更高？——基于不同规模城市劳动者收入分布差异的

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17 年第 1 期，90-110+152。

38. 赵秋运、李成明、胡巧玉，《地方政府干预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分税制的视角》，《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7 年第 36 卷第 12 期，第 36-46 页。

39. 赵秋运、赵磊，《新结构经济学与“一带一路”：转入国的筛选和转出产业的甄别》，《西部论坛》，

2017 年第 6 期，第 8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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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公开的工作论文包括：

1. 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资源错配和经济表现

2. 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其在转型升级中的应用

3. 付才辉：最优生产函数理论 ——从新古典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转换

4. 林毅夫、向为、余淼杰，区域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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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毅夫、Célestin Monga 和 Samuel Standaert，包容性结构转型指数（ISTI）

6. 林毅夫，华盛顿共识的重新审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7. 林毅夫、王勇，Remodeling Structural Change

8. 林晨、陈斌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基于历史投入产出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9. 王勇，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

10. 王勇，“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11. 王勇、沈仲凯 ，禀赋结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 

12. 王勇，产业动态、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13. 徐佳君 、Sarah Hager，尼泊尔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体系

14. 徐佳君，政府与市场之间：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重思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定位

15. 徐佳君、Stephen Gelb、李劼巍、赵祚翔，Adjusting to Rising Costs in Chinese Light Manufacturing —
What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16. 杨子荣、张鹏杨，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金融学视角的实证检验

17. 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 30 周年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课题

1.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沿海地区产业率先转型升级为突破口》（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项目，

2014-2019，项目主持人林毅夫。

2.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新常态经济发展机制与动力研究》（已结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15—
2017，项目主持人付才辉。

3. 《全球金融市场的金融科技最新发展及宁波金融科技应用研究》，宁波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在研），

2017-2018，项目主持人王勇、华秀萍。

4. 《服务业的崛起：电子商务的影响》（已结题），香港科技大学，2016-2017，项目主持人王勇。

5.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研究》（已结题），中财办委托课题，2016-2017 年，项目主持人王勇。

6. 《特朗普新政对于中国与上海的经济影响预测分析》（已结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

2015-2017，项目主持人王勇。

7.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开发性金融促进中长期融资的机制比较研究》（在研），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17-2019， 项目主持人徐佳君。

8. 《开发性金融与经济结构转型》（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智库课题，2017-
2019，项目主持人徐佳君。

9. 《中美大国货币政策双向溢出效应、博弈与协调研究》（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17-2018，项

目主持人杨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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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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之一，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心）

汇集国内外优秀人才，致力于实现全球各个国家和中国各个地区“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 ”的“理论 - 政策 - 咨询 - 培训 - 实务”的高度融合，迄今，

已成功发起“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产业转移与走出去”和“新

结构（理论）转型升级（企业）省 /市 /县（政府）论坛”等智库服务项目，

并与多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国家以及中宣部、商务部、发改委、

工商联等国家部委和国内各地方省市在调查研究、政策咨询、政策培训、

规划落地、案例总结、智库分支机构（实践基地与工作站）建设等方面开

展了深度合作，走访座谈了数十个国家、数百个市县与园区、数千家企业

领导和负责人，为其提供咨询建议并建立了联系。

国内智库团队先后赴西藏自治区、吉林省、广东省中山市和广州市、

浙江省宁波市以及上海市等地展开实地调研工作；国际智库团队多次赴非

洲、南亚开展第一手的调研，构筑“产业规划—园区规划—招商引资”一

条龙服务模式，与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贝宁、巴基斯坦、波兰、吉布

提、尼泊尔等发展中国家政府开展智库服务合作。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心）致力于通过智库实践调研开创一整套自

主理论体系和政策分析工具，收集获取大量第一手数据资料，建设具有特

色的新结构数据库，为其他智库提供数据和方法支撑，成为引领国际发展

思潮的旗舰型智库机构。

智库实践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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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智库实践 

《西藏特色产业发展调查研究报告》课题始于

2016 年 4 月，聚焦西藏特色产业及西藏各地市的转

型升级与经济发展。在 2016-17 年间，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中心课题组团队 5 次进藏，访谈了 360 多家企业

及 40 多个政府部门，调研足迹遍及拉萨、日喀则、

林芝、山南、那曲、昌都等地区。调查研究报告从新

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西藏特色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面临

问题于挑战进行全面剖析与梳理，提出有效的政策方

案与建议。

2017 年 9 月 18 日，《西藏特色产业发展调查

研究报告》成果召开第三方评估会议，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教授陈斌开、王海港、赵文哲、张川川、尹

振东等专家学者对课题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评

审，与会的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领导提供了反馈意见，

并与中课题组成员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 

同月 28-30 日，林毅夫教授带领国内智库团队赴

拉萨参加“西藏特色产业发展调查研究报告”座谈会

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西藏大学分院成立

揭牌仪式，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就西藏大学分院

的学科建设、学术交流、学生培养等问题进行交流探

讨，与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就西藏特色产业发展、

高原经济、特有的民族宗教和文化民生等问题进行充

分探讨。西藏自治区专家学者、各级政府负责人座谈

会，自治区副主席张永泽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研究报

告内容翔实、重点突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对西藏的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西藏特色产业发展调查研究报告2

 “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课题始于 2016
年 8 月，旨在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工具为

吉林省提供多角度、深入的经济转型升级研究咨询。

中心课题组一行 10 人于 2016 年 11 月赴吉林省进行

了为期 18 天的预调研。

2017 年 8 月 19-22 日，林毅夫教授率国内智库

团队赴长春市与吉林省发改委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就

产业转型升级思路进行交流探讨。期间，林毅夫教授

在由吉林省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主持的省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上发表题为“加快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振兴实体经济”的主题讲座，中心组成员、

各市（州）和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

长白山开发区和长春新区的党工委书记、驻吉林省中

央直属新闻媒体负责人等近 500 人参会；为由吉林省

发改委主任安桂武主持召开的吉林省发展改革工作研

究班做“产业政策与经济转型发展”主题报告，吉林

省发改委、工信厅机关全体干部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

人 400 余人参会。付才辉研究员发表《吉林省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导读报告，中

心课题组成员就“征求意见稿”与吉林省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举行座谈，对吉林省大农业、大健康产业、现

代轻纺业、现代装备业和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

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五大产业集群谱系进行详

细分析，各职能处室负责人针对“征求意见稿”进行

建议反馈，就各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路与方案与课题组

成员进行了深交流和探讨。

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项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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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转型升级：

2017 年 8 月 28 日，河南省

漯河市常务副市长高喜东、发改委

主任龚绍军、工信委主任左乐民及

驻京办等相关部门人员一行与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内智库团队会

谈，双方就漯河市的发展经验、新

结构经济学在漯河市经济发展实践

中的应用、产业转型升级合作研究

意向等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平顶山市资源城市转型：

2017 年 10 月 30 日，河南省

平顶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兼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李明、平顶山市经济研

究中心副主任戴大海、科长杨晓辉

一行到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中心，交流平顶山市转型升级

合作研究事宜。双方就平顶山市经

济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结构

经济学分析思路和平顶山市经济

转型升级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沟通

与探讨。会后经过进一步沟通，北

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与平顶

山市达成转型升级智库合作战略

协议。

河南省地区经济转型升级
研究战略合作

5

2017 年 2 月 21 日，林毅夫

教授率于佳博士、陈岗博士后研

究员、李劼巍项目研究专员前往

广州市考察“走出去”企业，会

见广州市市长温国辉、副市长蔡

朝林等市政府领导和经贸部门负

责人，建议广州本土企业抓住海

外劳动力成本低廉、资源丰富等

比较优势，布局海外产业链，建

议广州市政府与贝宁政府洽谈“工

业园”合作，将中贝合作打造成“一

带一路”沿线的标杆工程。随后，

课题组团队在广东省商务厅与商

务部门、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当

地棉纺织企业代表进行座谈，就

非洲国家在粤招商引资新进展、

广东省棉纺产业基本情况与海外

投资机会、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

“走出去”意愿、“走出去”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及政策需求等问

题进行交流探讨。会后，双方表

示愿意共同开展研究，助力“一

带一路”标杆项目早日落地。

“中山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研究”课题始于 2016 年 5 月。在

2016 年 10 月为期三天的预调研的

基础上，2017 年 6 月 21-23 日，

陈曦研究员和黄斌研究员再次带队

赴广东省中山市进行调研，先后走

访了中山市南头镇、小榄镇、火炬

开发区、翠亨新区、沙溪镇、大涌

镇等镇区的家电、装备制造、医药

健康、高新技术、纺织服装和家具

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和战略新兴产

业，并与中山市政府各部门进行课

题中期交流。

2017 年 11 月 3 日，《中山

市产业转型升级案例研究》顺利通

过专家评审。评审组组长王珺表

示，该课题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

一个具体应用，很好地实现了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课题调研扎实、框

架清楚、逻辑严谨，对中山当前发

展的问题把握准确，对中山产业的

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是一份

高质量的报告。中山市常务副市长

杨文龙在讲话中指出，该课题研究

报告高度概括了中山市产业发展的

成功经验与客观不足，表示中山市

政府将依照研究报告所提出的切实

建议，打造“有效市场”和“有为

政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

中山市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广东省广州市“助力一带
一路标杆项目落地”研究
项目

广东省中山市产业转型升
级案例研究项目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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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英国智

库海外发展研究所（ODI）签署了“助力经济转型——

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研究”项目协议，开展案例研究。

该课题旨在总结经济发展新常态形势下，中国制造业

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压力时所采取的转型升级路径以及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企业的经济发展

与“走出去”提供参考意见。

5 月 3-4 日及 17-18 日，中心国际智库课题组成

员分别赴宁波市和广州市，针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

角洲地区的服装行业开展深度案例研究，剖析企业在

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时，做出决策的时间节点、动机、

机制和结果。案例调研报告初稿在 6 月 15 日完成。

7 月，项目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对两个地区服装、

鞋、玩具和家用电器四个轻工业门类下的 1400 多家

外贸企业展开大规模问卷调查。项目采用严谨的产业

集群抽样方法，依托结构化的深度调查问卷、严格的

数据核查与清洗，最终获得具有 280 个变量、640 个
有效观测值的丰富的企业微观数据集。课题组成员基

于此数据集，围绕企业转型升级和“走出去”展开定

量研究，于 10 月 23 日在第十二次新结构经济学学术

组会上进行研究成果汇报。

2017 年 12 月 4 日，课题成果报告《应对中国轻

工业成本上涨：发展中国家有什么机遇？》在北京大

学举办首场发布会，并于 11-12 日先后在宁波、广州

进行发布。在三场发布会中，海外发展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 Stephen Gelb 博士、智库组赵祚翔博士后研究

员、李劼巍项目研究专员对报告进行详细介绍与解读，

来自政、产、学、研、媒各界数百名专家代表到现场

聆听报告。

“助力经济转型——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研究”

成果是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GReCEST）成

员单位合作开展项目的成功尝试，也是国内首个结合

深度的企业案例研究和基于产业集群抽样的大规模企

国际智库实践

助力经济转型 —— 中国制造业企业转型
升级和“走出去”调查研究项目

1 业实地问卷调查而形成的研究成果，为政、产、学各

界提供对中国沿海地区轻工业企业面临成本上升时

的转型升级和“走出去”战略决策的详细描述与见

解，也为各机构在国内开展企业微观数据调查提供有

益的经验。

2016 年 6 月 14-16 日，林毅夫教授应尼日利亚

政府邀请到首都阿布贾进行访问，会见了尼日利亚

副总统、总统府秘书长、财政部长、工业部长、农

业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等政府部门负责人，与工业

部长 Okechukwu Enelamah 先生签署了“尼日利亚

以工业化创造就业、增加出口、实现经济转型”合

作协议。

2017 年 5 月 7 -18 日，于佳博士率调研组赴

尼日利亚访问考察，在尼日利亚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NEPZA) 官员的陪同下，走访了尼日利亚的四大自

贸区（Kano, Lekki, Ogun, Calabar）和一个潜在自

贸区（Abia），对自贸区的40多家企业进行深入采访，

并与尼日利亚出口加工区管理局负责人、Kano 州州

长、尼日利亚国家天然气公司负责人、中国驻尼大

使和经济参赞，以及驻尼中资机构代表进行了广泛

的接触和交流，深入了解尼日利亚经济转型情况，

为诊断其比较优势产业，评估尼自贸区建设现状提

供了重要依据。基于调研所取得的第一手数据资料，

中心项目组按时完成调研报告，为尼日利亚政府提

供了准确的方向性诊断和建议。

尼日利亚 ：  “建设尼日利亚经济特区，抓住机

遇期实现结构转型：新结构经济学视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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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林毅夫教授应巴基斯坦联邦计划

发展改革部部长阿善·伊克巴的邀请，到伊斯坦堡、

拉赫尔和卡拉奇等城市进行访问，介绍中国的改革开

放经验、经济发展和中巴经济合作将给巴基斯坦带来

的机遇。期间拜见巴基斯坦联邦计划发展改革部、财

政部、商务部等重要政府职能部门并与商会企业家代

表进行座谈。 

5 月 15 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召开期间，林毅夫教授与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

项目总负责人 Hassan Daud Butt 在巴基斯坦发展与

计划部部长的见证下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将在新结

构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为巴基斯坦制定招商引资政

策，进行经济特区规划，助其实现产业升级，助力“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在合作项目中，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中心将引导中方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落地，帮助巴

基斯坦进行产业升级，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与智慧

转化为实际投资，增加当地就业，扩大当地出口，促

进当地经济增长。

5 月 21-28 日，于佳博士赴巴基斯坦参加第二届

旁遮普省投资促进会，与该省首席部长小谢里夫就巴

基斯坦项目合作意向进行会谈；与伊斯兰堡联邦政府

计划部和投资促进局等相关机构负责人就项目的具

体接洽事宜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考察了亚洲开发银

行支持的能源项目，与在巴投资的中资企业代表座

谈，为巴基斯坦项目的顺利启动奠定了基础。

巴基斯坦 ：助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合作项目4

贝宁经济转型项目签署于 2016 年 12 月林毅夫

教授应贝宁总统帕特里斯·塔隆 (Patrice Talon) 之邀

请访问贝宁期间，由林毅夫教授与贝宁财政部长罗姆

亚尔德·瓦达尼签定。

2017 年 4 月 5-15 日，于佳博士率队前往贝宁进

行实地调研，走访数十家工业企业及各部委，着重访

谈当地中资企业，搜集了详细的一手数据资料。赴贝

宁调研前，课题组团队于 3 月末受邀考察山东如意

集团，了解该企业的生产投资情况，并洽如何对接谈

如意投资非洲意愿和新机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项目

优势。这次会谈后，如意集团对贝宁产生了强烈的投

资兴趣，派出代表团随同中心赴贝宁进行了为期四天

的投资考察，参与中心与中国驻贝宁大使馆、贝宁外

交部、财政部、国务部等主要部委及当地中资企业的

座谈。

贝宁项目于 6 月 17 日完成中期报告。7 月

22-27 日，林毅夫教授率领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广东省商务厅和企业家

代表组成的 31 人团队，赴贝宁进行考察。期间，访

问了 SEME 工业园区、CBT 中纺公司、阿贾哈拉水

电站等重点工业项目，考察了贝宁工业园区潜在选

址——高多梅和卡拉维，与当地市长会面座谈，走访

了当地的农业基地、大和、河沙厂等，获得了翔实可

靠的第一手调研资料，为贝宁政府提供了园区发展的

建设性意见，并明确了以园区开发为核心的后续招商

引资工作方向。贝宁课题在林毅夫教授的主持下举行

了由贝宁各部委高层参与的项目中期报告会，获得多

方认可。

10月 28日 -11月 7日，于佳博士率队三赴贝宁，

同随行的许昌假发业服装业投资者一道考察投资环

境，并与贝宁政府深入交流，为之后投资贝宁打下基

础，与潜在贝宁园区开发商进行会谈，稳步推进贝宁

园区开发工作。 12 月 29 日，于佳博士带队前往许

昌工业园区考察国内假发生产商的生产基地，讨论其

在贝宁及西非投资设厂的可行性。

贝宁：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帮助贝宁把握机遇

期，依托工业园区实现经济结构转型”项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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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27 日 -12 月 11 日，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中心智库研究团队在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非

洲发展转型研究和投资”项目的资助下，赴埃塞俄比

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开展为期两周的实地调查，研究

埃塞俄比亚近年来在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方面取得成功

的背后关键因素。期间，研究团队与驻埃中资企业、

当地政府和研究机构合作，对埃塞尔比亚的产业和投

资政策及其对纺织、鞋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调研。

2017 年 4 月，“非洲发展转型研究和投资”项

目得到进一步推进，开始了林毅夫教授所著《繁荣求

索》一书的法语翻译、中国产业集群早期发展经验的

理论资料研究和轻工业集群和医药产业集群实地调研

活动的筹备等。5 月，初步确定了轻工业产业集群实

地调研选址——浙江省嵊州中国领带城和广东省中

山市沙溪服装产业集群以及医药产业集群实地调研选

址——江苏省泰州医药园和山东省菏泽医药集群。

6 月 23 日，调研团队赴中山市对沙溪服装集群

进行调研，与中山市经信局、服装产业办、服装设计

师协会等单位负责人座谈，并深入访谈了两家具有发

展特色的服装制造企业。

12 月 11-17 日，第二届经济机构转型全球研究

联盟年会举办期间，林毅夫教授、王勇副教授考察了

埃塞俄俄比亚Hawassa工业园，并与埃投资委员会、

工业园承包商中土集团及投资企业进行座谈。23日，

吴昕月分析员在第三届新结构经济学冬令营国际智库

专场中，概述性地报告了项目研究成果《埃塞俄比亚

早期工业化的成功因素》一文。

埃塞俄比亚：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非洲发展转

型研究和投资”项目

5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波兰的运用可追溯到 2015
年 10 月。彼时，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赢得了选举，成

为自 1989 年开始转型以来首次单独组织政府的政

党。以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及发展部部长莫拉维兹

（Mateusz Morawiecki）为代表新一届政府宣称，

将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来制定发展规划，

并于 2016 年 2 月推出 “波兰全面发展规划”（亦

称为“莫氏计划”）。该发展计划体现出新结构经

济学所主张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发

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思想精髓，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增

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和“五种不同类型产业”的分

析框架，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甄别，对产业

兴起与升级的制约性因素进行诊断，从而定位政府

职能，制定具体政策措施。

2017 年 1 月 29-31 日，林毅夫教授应邀到华沙

进行，在波兰总统府与总统经济委员会全体成员座

谈，并出席由波兰政府组织的国际经济论坛，发表

题为“中国是否仍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主旨演讲。

期间，林毅夫教授两次会见莫拉维兹副总理，分别

之就世界、中国与波兰经济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公开

对话和就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波兰经济发展中的运

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10 月，林毅夫教授与华沙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Alojzy Z. Nowak 教授合作编写的英波双语对照著作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for Less Advanced 
Countries》在华沙出版。该书由莫拉维兹副总理做

长序介绍新结构经济学在波兰的运用，出版后在波

兰学术界和企业界引起强烈反响，好评如潮。华沙

大学 Dariusz Milczarek 教授评论“该书的重要意义

在于当我们习惯的全球发展范式出现明显下滑趋势

甚至崩溃的时候，有一种新的思潮，用一种更有价

值与意义的方法进行思考”。

波兰：新结构经济学在波兰经济发展中的运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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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ization.

3. Jiajun Xu and Kevin Gallagher (2017). Leading From the South 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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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uture Fragmentation Processes: Effectively Engaging with the 
Ascendancy of Global Value Chains.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6. 《“走出去”升级战略研究》，林毅夫、徐佳君、于佳，中宣部课题，2017 年 2 月。

7. 《中国参与和引领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前景评估与建议》，于佳，商务部课题，2017 年 7 月。

8. 《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政策建议报告》，吉林课题组，林毅夫、付才辉执笔，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展与

改革委员会，2017 年 8 月。

9. 《要素禀赋结构、行业要素密集度与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差异化政策分析》，王歆，商务部课题，2017年8月。

10. 《西藏特色产业转型发展政策建议报告》，西藏课题组，林毅夫、付才辉执笔，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17 年 9 月。

11. 《对接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升级为国际发展优先议程》，于佳，中外办课题，

2017 年 9 月。

12. 《新型智库建设与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话语国际影响力》，陈曦，中宣部课题，2017 年 12。

13. 《我国对外投资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付才辉，商务部、中央外办课题，2017 年 12 月。

14. 《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壮大的政策建议》，惠利，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课题，2017 年 12 月。

15. 《如何立足中国的发展经验提升多边开发银行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的作用？》，徐佳君，中宣部课题，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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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9 日，为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联合

举办了“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国的理论、方案与机会”智库峰会。来

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驻华使领馆、相关国际组织、国外工业园区及我国

各地政、产、学、研、金融界 400 多名专家代表参会。

此次智库峰会分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部分聚焦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和中国在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理论方案与机会，从理论的高度和历

史的深度刻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合作、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实践部分聚

焦中国各地如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试点地区。与会各方对“一带一路”走出去的经验与思路进行交流与研讨。会上，北京

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发布了由林毅夫和付才辉主编的第一部新结构经济学旗舰报告

《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新结构经济学之路》。

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GReCEST）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倡议、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和非

洲经济转型中心共同发起，于 2016年 5月 1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GReC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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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经济转型，促进其达成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GReCEST 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南南合

作办公室共同支持成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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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成员包括来自欧美

发达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 33家研究机构及国际组织，秘书处常设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心）。

2017年 12月 13-14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

埃塞尔比亚发展研究所和国际事物政策研究所协办第

二届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年会在埃塞俄比亚首

都亚的斯亚贝巴成功举行。此次活动获福特基金会和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赞助。GReCEST 主席、新结构经

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非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首席经济学家 Célestin Monga 博士、埃塞俄比亚总

理特别经济顾问 Arkebe Oqubay 阁下、联合国南南

合作办公室主任、联合国秘书长南南合作特使 Jorge Chediek 等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GReCEST 2017 年年会

强调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与作用，关注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并期望为此做出贡献，并各种观点的交锋提

供一个重要平台。

2017 年 6 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和波士顿大学全

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全球经济治理倡议”（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itiative）在北京召开“开发银行高级别官员研讨会”。

会议邀请到多位在南方国家具有引领地位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资深专

家学者，就开发性银行在实现气候友好型、社会包容型经济中的作用

进行探讨与交流。参会的多边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银行包括总部位于沙

特阿拉伯的伊斯兰开发银行、由金砖国家创办的新开发银行、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南部非洲开发银行和墨西哥国家金融发展银行。本次研讨会有助于填补

发展中国家多边金融机构和开发银行在绿色结构转型方面的知识空白，推动开发性银行对其在世界经济向低碳

转型的带动作用及面临的挑战的认识和理解，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国的理论、方案与机会”智库峰会

第二届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GReCEST）年会

开发银行高级别官员研讨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引领：开发性金融机构与绿色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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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秉承“小机构、大网络”的发展模式，积极拓展

与国内外高校、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等的合作，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研

究与实践应用的发展，拓宽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影响力，建设具有全球视

野的智库。

小机构、大网络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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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团队网络致力于打造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小机构、大网络”的开放性研究平台，以有效推

动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究，激活各个子领域的研究活力，加强内部学术交流，引入外部助力。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中心研究团队网络具有多方位功能：

1. 筛选、贡献新结构经济学方向的工作论文；

2. 协助组织并授课于夏令营、冬令营；

3. 推动中心数据库建设；

4. 协助组织与举办新结构经济学领域的相关学术会议；

5. 评审新结构经济学专项研究基金，并对获得资助的学员进行指导；

6. 对中心的智库活动与政策报告提供智力支持与建议。

新结构经济学分中心的筹备与设立，旨在深化和推广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推动我国新结

构经济学学科建设和理论与实践型人才培养。

2017 年，新机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多个省市政

府、高校和研究机构成成奠基性合作意向，全国多所

高校正式成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分中心（分院）。

2017 年 4 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新结构

金融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旨在加强新结构金融学的

前沿研究，取得此领域的开创性学术成果。

2017 年 7 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新疆和田工作站正式揭牌。工作站将积极帮助和田招

商引资，争取国家优惠政策，参与和田脱贫攻坚，为

和田经济社会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2017 年 9 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西藏大学分院正式揭牌。

2017 年 10 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西藏分院——藏大珠峰研究院成立。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网络

与国内外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新结构经济学分中心搭建

2017年 4月 13日，与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签订深层次合作备忘录，

计划在开展开发性金融基础理论和实证案例研究、拓展开发性领域前沿性、

战略性问题的合作研究和政策对话、依托金融和企业资源助力“一带一路”

建设、建设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金融数据库以及策划和实施对外培训活动

等五个方面开展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

8 月 3 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加入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经济增长中心发起的研究中心网络（RCNG）。 研究中心网络系客座研

究项目，旨在促进网络成员之间的研究交流。研究中心网络的其他成员包

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增长中心、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院、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亚洲增长研究所、日本广岛大学经济学院、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经济学系、越南胡志明市经济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国际关系研

究生院，以及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对
外
交
流

34 ｜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2017 年报

为加强与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广泛交流，扩大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内外

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影响力，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心）每年都

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对外交流活动，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创新与深化、

学科优化整合、人才队伍建设和研究成果转化。

对外交流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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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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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林毅夫教授与王勇副教授参加第一届中国金融创新发展高层论坛，林毅夫教授做“新

结构经济学与一带一路”主旨演讲，王勇副教授做新结构经济学专场主题发言。

4-5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美国纽约联合

举办的第 15 次“中美经济二轨对话”。

5-8 日，林毅夫教授、王勇副教授、王歆助理教授参加美国经济年会，并组织教师招聘工作。

11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国务院参事室重点委托课题研究成果专家评审结题答辩会，其领衔

承担的两个研究课题——“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对当前经济若干重点问题研究”——通

过结题答辩，并被评审组专家确定为“优秀等级”。

13 日，林毅夫教授赴莫斯科参加盖达尔论坛并演讲。

16 日，林毅夫教授赴日内瓦参加第三届 OECD-DAC 高级委员会。

17 日，林毅夫教授赴瑞士达沃斯参加“第 47 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参加由原子智库

主办的“全球经济前瞻：大拐点 or 大震荡”主题晚宴。

20 日，林毅夫教授赴法国巴黎参加广州财富论坛。

21 日，林毅夫教授赴苏黎世参加非洲开发银行第三次咨询委员会会议。

29-31 日，林毅夫教授应邀访问华沙，在波兰总统府与总统经济委员会全体成员进行座谈，

出席由波兰政府组织的国际经济论坛并做主旨演讲，到华沙大学 做“新结构经济学与追赶

经济体的产业政策”讲座。期间，两次会见波兰副总理莫拉维兹基，就世界、中国与波兰经

济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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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无党派人士讨论会。

13-17 日，林毅夫教授赴瑞典、挪威、丹麦和芬兰四国发布新书《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

级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先后与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代理署长 Lennart Bage 及首席

经济学家团队座谈、与挪威国际合作开发署署长及发展策略及经济治理部门就非洲经济发展

问题交换意见、与芬兰外贸及发展部长 Kai Mykkanen 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赴芬兰首都

赫尔辛基参加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院组织的亚洲经济国际研讨会并发表演讲。

18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由北京大学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二届北京大学资源型城

市转型与发展论坛，并做题为“从‘资源诅咒’到‘资源祝福’：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的

主旨发言。

21 日，林毅夫教授带队赴广州调研，与广州市政府领导、市政府经贸部门负责人会谈，与

广东省商务厅领导及当地棉纺织企业代表座谈，就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走出去”意愿、“走

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政策需求进行交流探讨。

22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召开的党外人士民主

协商会和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主持召开的十九大提议党外人士征求意

见会。

24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扩大会议。

27-28日，林毅夫教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

28 日，王勇副教授到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进行学术访问。

1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亚投行宏观经济圆桌会。

2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委员小组召集人会议。

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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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全国两会，并提交了《加快产业向西部贫困地区转移的建议》和《关

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建议》两份提案。

14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商务部召开的专家座谈会，商务部钟山部长、钱克明副部长出席。

17 -18 日， 林毅夫教授参加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主题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

结构改革”的 2017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主持“如何应对全球性的不平等挑战”午餐会 。

18 日，林毅夫教授在北京会见卢旺达总统保罗 · 卡加梅；同日，参加第 80 期【朗润 · 格致】

论坛“两会解读报告会”，并做题为“世界变局下的中国经济”的主题演讲。

20 日，林毅夫教授作为评论人，参加第 81 期【朗润·格致】论坛，论坛主题为“城市化与增长”，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Dr. Paul Romer 为演讲嘉宾。

22 日，林毅夫教授、王勇副教授、王歆助理教授、付才辉研究员出席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

究院新结构金融学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座谈会；同日，王勇副教授赴上海参加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美国特朗普政府新政对上海经济的影响研究”专题研

讨会。

22 日，徐佳君助理教授出席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和人民大学共同举办的“深化金

融合作，共促金砖发展——金砖国家智库研讨会”，并在“金砖国家金融合作：促进评估和

未来前景”环节做主题发言。

24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The Gates to Success 2.0”，与比尔 · 盖茨就中国

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慈善事业的发展等议题展开对话。

25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并在“大选后的美国”分论坛发表

主旨演讲。

27-30 日，林毅夫教授赴科特迪瓦参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Emergence of 
Africa，做 Structural，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分论坛的主讲嘉宾。

30-31 日，王勇副教授赴广州参加“媒体转型领导者 2017 春季研讨——全球化的关键时刻”

项目，并做题为“新结构经济学如何改造世界”的主题报告。

1-5 日，林毅夫教授受邀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计划部长、中国驻巴大使、

旁遮省省长、信德省省长、巴基斯坦投资局局长等，参加卡拉奇领馆组织的中资企业座谈会，

与拉合尔商会、卡拉奇商会代表进行座谈，并在拉合尔大学、卡拉奇大学进行主题讲座。

1-15 日，王勇副教授应邀访问新加坡管理大学并做学术报告。

12 日，林毅夫教授接受中央办公室调研室“关于科学研判两个一百年之交重要战略机遇期

内涵和外延变化的思考与建议”主题采访。

13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培育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增长新动能”

国际研讨会，并在“产业结构升级 / 开放新格局”环节进行评论。

14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经济研究》编辑部座谈会，并做题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

新的思考”的发言。

22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北京大学两岸文化交流协会举办的名人讲座，并发表题为“两岸携

手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谈大陆、台湾经济发展”的主题演讲。

26 日 -28 日，王勇副教授应邀访问东京大学日本经济国际研究中心，并做“Trade and 
Non-convergence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学术报告。

26 日，林毅夫教授赴阿联酋参加阿布扎比书展，参加中国主宾国活动，并与阿联酋经济部

MOHAMED ELSHEHY 司长进行蓝沙发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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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林毅夫教授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座谈，并就“一带一路”话题与阿布扎比投资

局官员进行深入交流。

2-5 日，王勇副教授访问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并做题为“产业升级、

结构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的专题学术报告。

4 日，林毅夫教授赴日本参加亚洲开发银行 50 周年年会，并在亚洲开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合办的“Transcending the Middle Income Challenge” 的分论坛中进行发言与讨论。

8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全球转型研讨会

并做主旨演讲。

10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北京大学研究生第十六届“国是论坛”，并做题为“‘一带一路’、中

国梦与 21 世纪全球新格局”的主旨演讲。

14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主持平行主题会议“促进资金融通”

第一场小组讨论。

14-15 日，王歆助理教授参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办的 Beijin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Symposium，并做学术报告。

15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香港科技大学新兴市场研究所、SKOLKOVO 莫斯科管理学院和北京

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一带一路的全球视角”研讨会并做主旨发言。

16 日，王勇副教授接待来访的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与澳洲中央银行研究部官员一行，双方就

中国与澳洲的货币政策和中国宏观经济做学术交流。

17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暨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同日，陈曦研究员、李晨妹项目研究专员参加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举办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协调会。

19 日，王勇副教授访问西南财经大学，并做“Trade and Non-Convergence of Middle 
Income Countries”学术报告。

20-21 日，赵秋运博士后研究员参加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

会，报告学术论文，并获第十三届“张培刚优秀博士硕士论文奖”一等奖。

22 日，王勇副教授参加韩国金融研究院举办的“Korea's Economic Challenges in a 
New Global Environment”国际会议，并做题为“Will China Escape the Middle-Income 
Trap——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pproach”的主题报告；同日，徐佳君助理教授参

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举办的第 88 次【朗润 · 格政】论坛，

担任“如何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效性问题”圆桌讨论嘉宾。 

22-23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非洲开发银行年会，发布新书《《Beating the Odds--Jump-
Sta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并出席高级别论坛“Acceler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nk’s Ten-Year Strategy with the High 5s Agenda”。

27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第 89 期【朗润 · 格致】论坛并致开幕词；同日，徐佳君助理教授参

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办的 African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研讨会，并担任布

鲁金斯学会约翰 · 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 David Dollar 主题演讲讨论嘉宾。

28-31 日，林毅夫教授应乌干达总理之邀出访乌干达，与乌干达总统、总理、财政计划与经

济发展部长、贸易工业与合作部长、私有化与投资国务部长、乌干达投资局局长、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国家代表等座谈，为乌干达工业化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期间，参观了Namave工业园，

出席内阁特别会议并发言，并在世界银行 - 乌干达政府公开日发表“工业化促进就业”主旨

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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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徐佳君助理教授、赵祚翔博士后研究员接待到访的福特基金会副会长 Martin Abregu、
南非办事处主任 Nicolette Naylor、墨西哥及中美洲办事处主任 Helena Hofbauer Balmori 和
中国国别主任及首席代表 Elizabeth Knup 等一行七人。

2 日，林毅夫教授赴澳门参加第八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并在平行论坛“基

建部长对话会：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发展”上做主旨发言。

3-4 日，王歆助理教授赴上海交通大学参加第三届 Biennial Conference of China 
Development Studies 并做学术报告。

6-7 日，王歆助理教授参加由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创

业、创新与发展会议”并担任讨论嘉宾。

6-9 日，王勇副教授参加清华大学“经济增长与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

6 日，林毅夫教授参由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主办的“金融中介研究协会会议”并做主

旨发言。

7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和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倡议主办

的 Development Banks and Green Energy: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研讨会。

9 日，林毅夫教授与世界银行南亚区副行长 Annette Dixon 女士一行 9 人会面，就南亚发展

合作策略、机遇与挑战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9-11 日，林毅夫教授、王勇副教授、惠利博士后研究员赴武汉大学参加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第

四届中国年会（Econometrics Society China Meeting）。林毅夫教授做“中国经济学理论的

发展与创新”闭幕式主旨演讲，王勇副教授组织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增长专场并做学术报告。

13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全国工商联党组学习会，并做“如何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言。

14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会议，并做“取消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保

证民营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发言；同日，参加 Penn Wharton 
China Center 举办的 Workshop on Chinese Firm-Level Data，并做“China's Free Trade 
Zone and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主旨演讲。 

15日，林毅夫教授参加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经济金融风险闭门座谈会并发言；同日，王

勇副教授应邀为商务部培训中心外国学员做“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结构经济学讲座。

16-17 日，林毅夫教授、王勇副教授参加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与北京大学中国经

济研究中心（现国家发展研究院）建立交流 20 周年国际研讨会。林毅夫教授和学期学者在“世

界经济中的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主题会议中对 21 年来 NBER-CCER 年会进行了总结

回顾，王勇副教授做“关于中等收入陷阱与产业升级”论文报告。

17-19 日，王勇副教授赴浙江大学参加宏观金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大金融研究院做学术

讲座。期间，率队进行社会调研，参访多家政府机构、创新型企业等。

18-20 日，王歆助理教授赴西南财经大学参加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并担任讨论嘉宾。

19 日，徐佳君助理教授会见缅甸资源开发机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执行主任 Zaw Oo，双方就

未来合作机会进行讨论。

19-21 日，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首席顾问于品海博士等一行六人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传统基金会等机构的邀请，到纽约和华盛顿特区进行访问，与哥伦比亚

大学教授学者就“China and the West Economic Dialogues”进行交流，并与传统基金会、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主要的美国智库进

行密集的对话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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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日，王勇副教授赴西南财经大学参加宏观金融国际研讨会并做学术报告。

21 日，徐佳君助理教授应邀参加中非发展基金主办的 “把握‘一带一路’机遇，促进对非投

资合作研讨会”。  

22 日，于佳博士应邀访问比尔与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双方就非洲投资与能源基

础设施建设以及未来合作机会进行深入讨论。期间，于佳博士参加中非民间商会座谈会，与

中非民间商会王晓勇秘书长就贝宁项目进行深入探讨。

22-25 日，王勇副教授前往宁波诺丁汉大学进行访问交流。

24 日，林毅夫教授赴广州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共广东省委政府共同举办的 2017 年
首届中国创新大会开幕式暨“创新创造未来—国家创新发展与广东创新驱动发展实践”主题

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24-26 日，王歆助理教授赴暨南大学参加“发展中国家企业研讨会”并做学术报告。

26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就加快推进关键性改革进行分组讨论；并参加政

协经济委员会主任会议。

27-29 日，林毅夫教授赴卢旺达参加非洲进出口银行第 24 届股东大会，并做题为“Trade 
as a Catalyst for Industrializ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的主旨发言。

27-30 日，王勇副教授赴烟台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Summer Institute 夏季学术研讨

会，组织“经济增长与发展”专场，并做学术报告。

2-4 日，林毅夫教授赴韩国参加第八届亚洲领导力会议“超不确定性时代的新领导力：寻求

合作与繁荣之路”，并做主旨演讲。

6 日，林毅夫教授出席北京大学第 100 期博雅论坛，做“下一站非洲：新全球化背景下的挑

战和机遇”主旨演讲，并与非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塞勒斯汀 · 孟加博士发布其合著的新

书《战胜命运》。会上，与前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高级投资政策官员申晓方和前世界银行

高级经济学家王燕等进行圆桌讨论。

7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天津论坛，并做题为“一带一路与自贸区：中国新的对外开放战略”

的主旨演讲。

8-9 日，林毅夫教授、王勇副教授赴温州参加中国发展经济学年会。林毅夫教授做题为“新

结构经济学、自生能力与新的理论见解”的主旨演讲，王勇副教授组织新结构经济学分会。

10-11 日， 林毅夫教授、王勇副教授参加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办的“2017 中国金融

学年会”并做学术报告。林毅夫、张一林、龚强合作完成的《企业规模、银行规模与最优银

行业结构—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荣膺“2017 中国金融学术年会最佳论文奖”。

11-12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全国工商联十一届十次常委会议。

13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中国企业“走出去”50 人论坛 2017 年会并做主旨发言。

14 日，林毅夫教授与王勇副教授为第九届高校经济学骨干教师暑期高级研修班讲授新结构

经济学，分享研究和教学心得。

17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经济形势分析会并发言。

18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全国政协召开的“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专题协商会并发言。

18-20 日，林毅夫教授作为国务院参事室调研组成员赴新疆和田考察，通过实地调研当地企

业、园区及政府主管部门，研究推动建立南疆扶贫特别试验区。

21 日，林毅夫教授在中南海参加有中共中央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席主持的中央

党外人士座谈会，并作为无党派人士代表发言，就多项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政策议题

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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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日，王勇副教授前往香港科技大学进行交流访问。

22-30 日，林毅夫教授率团出访几内亚、贝宁、坦桑尼亚非洲三国，先后拜见三国总统，与各

国负责经济、投资、商务、教育等部门及央行高级官员座谈，并拜会中国驻该国大使及商务参赞，

与当地中资企业座谈。期间先后考察了中国投资建设的几内亚凯乐水电站、参访了贝宁工业园、

在贝宁应用经管学院进行讲座介绍中国产业转型的机会和“一带一路”创造的契机、并与坦

桑尼亚最大的智库 REPOA 就非洲结构转型、坦桑尼亚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进行深入交流。

1 日，林毅夫教授、王勇副教授参加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的全球价值链研讨会。林毅夫

教授做题为“Comparative advantage, task trade and global value chains”的主旨发言；

王勇副教授做学术报告。

2-3 日，林毅夫教授赴新加波参加第七届新加坡经济回顾会议，并做主旨发言“Development 
Ideas an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 New Structural Perspective”。

4 日，林毅夫教授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杰出学者讲座上做题为“中

国的崛起和对发展中世界及经济学的意义”的演讲。

11 日，林毅夫教授在新华网总部参加由新华网思客、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办

的参事讲座，并做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的主旨演讲。

11-13 日，王勇副教授参加内蒙古大学中国经济学年会，并组织主持新结构经济学专场。

13-15 日，林毅夫教授赴新加坡参加新加坡区域商业论坛，并做主旨发言。

17-18 日，林毅夫教授赴福建省泉州市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

会”，并做“中国经济转型成功对金砖国家有借鉴意义”主旨发言，在“交流互鉴，倡导文

明多样繁荣”平行论坛发言。

19 日，林毅夫教授赴广州参加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

2017IPP 国际会议——“发展与贫穷：中国和世界经验”，并做题为“中国的发展奇迹及其

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启事”的主旨演讲。

19-20 日，王勇副教授参加吉林产业升级结构转型报告发布活动。

20-21 日，林毅夫教授赴长春为吉林省省委中心组集体学习报告会做报告，并在吉林大学理

论中心组学习会暨名家报告发表“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报告。

24 日，林毅夫教授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体干部做题为“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的专

题报告。

28 日，徐佳君助理教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的“南南合作下的低碳发展及投融资解决

方案国家论坛”融资环节发表主旨演讲。

28-30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

1-4 日，林毅夫教授赴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参加第二十八届 CEA 英国年会和就九届 CEA 欧洲

年会，并做主旨演讲。 

2 日，王勇副教授参加南京审计学院城发院学术会议。

5 日，林毅夫教授前往英国伦敦海外发展研究所做公开演讲。

6-7 日，林毅夫教授赴英国诺丁汉大学参加“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机遇与挑战”会议，

并做主旨演讲。

8-9 日，王勇副教授赴西南财经大学参加“不平等与包容性增长”国际学术会议。

8 日，林毅夫教授在京参加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十届京台科

技论坛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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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林毅夫教授出席并见签中国民生银行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战略合作研究签约仪式

暨设立国家级存量 PPP 资产流转交易平台研究课题启动会。

12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联合国驻华办公室举办的南南合作联合国国际日庆祝活动——“南

南合作的未来：工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转移”座谈会，并做主旨发言。

13-16 日，林毅夫教授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 HSE University St. Petersburg 举办的“金

砖国家全球商业与创新会议”并做“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Implic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rld” 主旨发言。

18 日，王勇副教授赴南宁参加中国城郊经济服务农业品牌战略系列研修班，并讲授新结

构经济学。

19 日，林毅夫教授出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北大 120 周年校庆筹委会秘书处和北

京大学党办校办共同主办的《北大 120 周年校庆“守正创新 引领未来”讲述系列活动之国

家发展研究院专场》，并发表主题演讲“中国的担当——新结构经济学”。

20 日，林毅夫教授受邀在第五十一期“北大文研讲座”上发表题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与

北大立校 120 年：反思与前瞻”的主旨演讲。同日，王勇副教授参加新华社中国财富传媒

集团主办、西安市发改委承办的 2017 欧亚经济综合园区发展论坛暨“一带一路”产业园区

发展研讨会并主持圆桌讨论。

21 日，林毅夫教授在京参加国务院参事室和国家质检总局主办、新华网承办的“2017 国是

论坛”，担任主持嘉宾并发表主旨演讲。同日，王勇副教授访问西安交通大学并作学术讲座。

21-22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咨询委员会年度委员会议（CIC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Annual Meeting），并陪同国务院马凯副总理在北京中南海紫

光阁会见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就世界和中国形势与中欧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

23 日，林毅夫教授赴厦门参加厦门大学主办的南强学术讲座，并做题为“新结构经济学、

自生能力与新的理论见解”的演讲。

24-28 日，林毅夫教授赴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参加世界银行、塞内加尔政府、中国财政部、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对非投资论坛“创新推动非洲跨越式发展”，并在高级

别论坛上做主题发言。

28 日，王勇副教授参加《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召开的“中国结构性改革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10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全国工商联五年工作成就展及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同日，于

佳博士赴上海参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非洲发展与南南合作”论坛，并参与非洲工

业化进程、产业政策与园区建设的相关讨论。

11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国务院参事室前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

12-13 日，于佳博士赴广州参加 “支持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专项行动 2017 之广

东行——走进非洲”主题论坛，并做题为“找准位置，走进非洲”的主旨演讲。

14-19 日，王勇副教授率中心学术访问团一行十人赴云南财经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与云南

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金融研究院院长龚刚教授所率的研究团队合作举办首届“云财—北

大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

16 日，林毅夫教授赴香港参加香港理工大学“全球领导者系列讲座”，并做题为“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Economics and for the World”的主题演讲。

18 日，林毅夫教授作为党外人士代表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现场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报告，会后对十九大报告发表深层次的认

识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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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林毅夫教授赴香港参加岭南大学“‘一带一路’香港论坛：中国与亚洲邻国对话与合作”，

并做题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发展中世界的影响及机遇”的主题演讲。

20 日，林毅夫教授赴香港参加香港培华基金会 30 周年庆并做主旨演讲。同日，王勇副教授

接待到访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院长 Martin Lockett、普惠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商学院

金融学副教授华秀萍等一行四人，双方就多个议题达成合作愿景。

21 日，林毅夫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采访，针对十九大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指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24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

26-28 日，林毅夫教授赴英国剑桥大学做第二届李约瑟演讲。

29 日，林毅夫教授赴上海参加复旦大学“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学术论坛并做主旨演讲。

30 日 -11 月 1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1-2 日，王勇副教授应邀赴上海参加 “2017 第六届金砖论坛中国年会”，并主持中国青年经

济学家“中国的产业升级”圆桌讨论。会上，王勇副教授荣获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

2-3 日，林毅夫教授前往广东省中山市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座谈。

7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党外人士座谈会。

7-10 日，林毅夫教受邀前往加纳进行访问，会见加纳副总理 H. E. Dr Mahamudu Bawumia、
前总理 H. E. Flt-Lt Jerry John Rawlings 和 H. E. John Agyekum Kufuor、工贸部长 Mr. John 
Alan Kyeremanten、铁道发展部长 Mr. Joe Ghartey、财政部长 Mr. Ken Ofori Atta、加纳

议会成员和驻加纳大使孙保红女士等，就非洲经济结构转型、非洲工业化等议题进行深入

交流，并在经济事务研究所做题为“How to achieve Dynamic,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alization in Ghana: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pproach”的公开演讲。

8 日，王勇副教授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深圳）做题为“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中等收入陷阱”

的主题演讲。

9 日，王勇副教授应邀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经管学院（深圳）做题为“马歇尔外部性产业升级

与产业政策”的主题演讲。

10 日，王勇副教授参加深圳市首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经贸合作论坛，并做题为“新

结构经济学推动‘一带一路’”的主旨演讲。会上王勇副教授并被聘为中国深圳“一带一路”

城市经贸合作论坛高级顾问。 

11 日，王勇副教授赴天津大学参加第二届“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与政策研讨会，并做

题为“马歇尔外部性、产业升级、以及产业政策”的报告。

11-12 日，林毅夫教授以理事的身份赴迪拜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委员会计划年

会， 并 在“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as driver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s: China ”两个分论坛中发言并评论。

15 日，林毅夫教授、王勇副教授应邀出席“构建宁波发展新生态——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

宁波发展论坛（秋季会），并分别做题为“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发展与宁波机遇”和“有效市

场与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的主题演讲。

16 日，林毅夫教授赴上海参加哈佛上海中心亚非会议并做主旨演讲；同日，参加上海外国

语大学主办的“世界中国”讲座，并做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的主题演讲。

17 日，林毅夫教授赴广州出席广州市人民政府、国际金融论坛联合主办的“国际金融论坛

第 14 届全球年会的领袖对话会”，提出中国可通过五大产业的创新实现 “强起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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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林毅夫教授出席北京大学第十三次党代会开幕会；同日，参加在京举办的“2017 年
中国经济学奖颁奖盛典”，并发表题为“迎接中国经济学家世纪的到来”的主旨演讲。

18-19 日，王勇副教授赴吉林大学参加“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对策”学术

研讨会，并做题为“产业升级、结构转型与中等收入升级”的主题演讲。

21-27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全国工商联十一届六次执委会议及全国工商联第十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

25 日，颜建晔副教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八届《金融研究》论坛（2017 中国

金融论坛）上进行学术报告，并主持“宏观调控与货币政策”分会场下半场。

30 日，林毅夫教授同南南学院院长傅军教授等接待到访的埃塞尔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副主

席、政府副总理德梅克 · 梅孔嫩和世界银行非洲地区副行长马克赫塔 · 迪奥普（Makhtar Diop）
等一行代表团，双方就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发展、非洲产业创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与合

作进行座谈交流。同日，林毅夫出席由中国民生银行与财新传媒联合举办的“2017‘一带一路’

投融资高峰论坛——服务实体经济，融通全球市场”，并做题为“2025 年中国将成为高收入经

济体”的主题演讲；王勇副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DPS 博士 Workshop】（第 48 期）

做题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的主题演讲。

1-2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在“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研讨会”第三部分创新世界中国贡献专题研讨中做“交流经验，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发言。

1-7 日，王勇副教授前往日本神户大学参加 “贸易、金融融合与经济增长”2017 国际会议，

并做题为“Trade and Non-convergence of middle- income countries”的演讲；期间，在

与神户大学师生交流时就“2015 JME paper”做主题演讲。

4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推动‘一带一路’农业合作论坛”暨“一带一路”

农业合作学院 / 南南农业合作学院成立大会，并做题为“十九大：中国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

战略”的主旨报告。

6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并发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席

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俞正声、张高丽、王沪宁、韩正出席座谈会。

10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二届国家发展论坛“国家发展进程中的

改革开放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活动启动式”并做闭幕演讲。

11-17 日，林毅夫教授赴埃塞尔比亚出席 IFPRI COMPACT 2025 会议，期间考察了

Hawassa 工业园，并与埃塞投资委员会、工业园承包商中土集团及投资企业进行座谈与交流。

17 日，王勇副教授应邀出席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举办的“新时代国有经济改

革和发展论坛”，并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企发展”分论坛上做题为“垂直结构视角下的

国企改革”的主题演讲。

21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国务院参事室国是咨询研讨会。

22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中央统战部会议，听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传达。

23 日，林毅夫教参加天在津大学举办的“马寅初纪念讲座”，并做题为“从中国奇迹到新结

构经济学”的演讲。

27 日，林毅夫教授参加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同日，于佳博士代表北京大学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院参加中联部组织的“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专家研讨会，就当前全球治理面临

的挑战、国际话语权以及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等问题发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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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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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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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心）

开创我国社会科学理论自主创新之先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引领国际学术思潮、提升我国文

化软实力以及增进人类的知识和福祉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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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将倾力打造新结构经济学教材与课程和研究

生培养方案来推进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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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将与国际组织、发

展中国家和我国各级政府和企业等建立起政策咨询的制度性合作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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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案例为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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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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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要有成功的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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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将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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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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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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