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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CV） 

基本信息 

颜建晔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 

研究领域：新结构经济学；机制与市场设计；产业经济学；规制与激励理论 

电子邮箱：yanjianye@gmail.com, jianyeyan@nsd.pku.edu.cn 

 

教育背景 

 经济学博士，图卢兹经济学院，法国，2011 

 领域：产业组织；合约理论；行为经济学 

 导师：Thomas Mariotti 

 经济学硕士，图卢兹经济学院，法国，2006 

 专业：数理与计量经济学 

 导师：Jean Tirole 

 经济学硕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2005 

 方向：微观计量；劳动经济学；应用人口经济 

 学分绩：3.94/4.00 

 经济学学士，商学院经济学系，南京大学，2002 

 学分绩：4.91/5.00 

 排名：第一 

 

工作经历 

⚫ 中国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2018.3-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2015-2017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讲师，2011-2014 

⚫ 法国图卢兹第一大学兼职助理讲师（法文授课），2010-2011 

⚫ 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兼职助理讲师（英文授课），2009-2010 

 

近期获奖 

⚫ 中国信息经济学理论贡献奖：“信息经济组”获奖组第一名（2018）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杰出青年学者”（2017）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标兵”（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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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优秀论文奖（2014）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2014） 

⚫ 第十二届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奖（2013） 

⚫ 第十一届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年会优秀论文（2013） 

⚫ 第十届世界计量经济学协会全球会议（ESWC）青年作者优秀论文参会奖励（2010） 

⚫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2009） 

 

语言能力 

英语、法语、中文（母语）

mailto:yanjiany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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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 “精准扶贫中的金融杠杆：绩效和激励”，与张海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 工 作 论 文 ， 北 京 大 学 新 结 构 经 济 学 研 究 院 ， 2019 年 2 月 ：

http://www.nse.pku.edu.cn/xzyj/gzlw/gzlw2/271639.htm。 

⚫ “All-Pay Auctions with a Buy-Price Option”, with Sanxi L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Minbo Xu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orthcoming,  Economic Inquiry. Vol. 57, No. 1, 

Pages 617–630, January 2019. 

⚫ “A Pseudo-Market Approach to Allocation with Priorities”, with Yinghua He (Rice University), 

Antonio Miralles (Universitat Autonoma de Barcelona) and Marek Pyc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Vol. 10, No. 3, 

Pages 272-314,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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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张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2 期。 

⚫ “商业效率与社会效率：替代还是互补？——基于农村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检验”，

与肖斌卿（南京大学）、李心丹（南京大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

期。 

⚫ “Moral hazard in innov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version and performance pay”, 

with Pu Ch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anxi L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Xundong Yi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8, 

Pages 77-89, May 2016, Issue 1. 

⚫ “Bundling decisions in procurement auction with sequential tasks”, with Sanxi L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ailin Sun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Jun Y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28, Pages 96–106, 2015. 

⚫ “Evaluating Assignment without Transfers: A Market Perspective”, with Yinghua He (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anxi L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conomics Letters, Vol. 133, 

Pages 40–44, 2015. 

⚫ “Risk Aversion in the Nash Bargaining Problem with ISHARA utility functions”, with Sanxi L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ailin Sun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Xundong Yi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5, Pages 257-274, July 

2015, Issue 3.  

⚫ “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建模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 与肖斌卿（南京大学）、

杨旸（南京大学）、张璞（普华永道）,《国际商务》，2015 年第 6 期。 

⚫ “基于 GA-ANN 的中国金融安全预警系统设计及实证分析”, 与肖斌卿（南京大学）、

杨旸（南京大学）、李心丹（南京大学）,《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5 年 8 月。 

⚫ “Contract Design and Self-Control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 with Sanxi L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Binqing Xiao (Nanjing University), Economic Inquiry, Vol. 52, No. 2, 

Pages 618–624, 2014. 

⚫ “主权债务危机预警模型及跨国传染效应——基于 probit 面板估计”，与杨小玄（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殷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浙江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2 期。  

⚫ “梯若尔对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2-24。  

⚫ “让•梯若尔：获奖于‘规制’、远不止于‘规制’”，《经济资料译丛》，2014 年第 4

期。 

⚫ “债务网络、投资者行为与传染性风险：来自中国银行业与房地产业的研究发现”,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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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斌卿（南京大学）、王粟旸（上海证券交易所）、周小超（中国建设银行）,《管理

科学学报》，2014 年 11 月。 

⚫ “城乡基础设施财政投入不均的收入差距效应”，与曾广录（长沙大学）、李三希（中

国人民大学），《浙江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 期。  

⚫ “金融系统风险的成因、传导机制和度量：一个综述”, 与吴卫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张琳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务》，2014 年第 1 期。 

⚫ “从理性、有界理性到现代心理学与经济学”，与赵小健（香港科技大学）、胡炜（瑞

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科学决策》，2014.1,73-94 页。《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

料》全文转载。 

⚫ “The effects of electricity reforms on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of China's fossil-fired power 

pla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Limin Du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Yanan He (Xiamen 

University), Energy Economics, Volume 40, November 2013, Pages 804–812. 

⚫ “存款保险制度还是央行直接救市？——一个动态博弈的视角”, 与姚东旻（中央财经

大学）、尹烨昇（中国银行）,《经济研究》，2013 年 10 月。《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

资料》全文转载。 

 

参著书籍 

作为国家开发银行信贷管理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联合课题组成员合著《制度

优势与方法创新：国家开发银行中长期信贷管理方法与实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

社，2016。 

 

出版译著 

《最后一个走的人关灯：论人类的灭绝》，法译汉，《Le dernier qui s'en va éteint la lumi

ère: Essai sur l'extinction de l'humanité》，与刘杰、苏蕾合译，独立译校，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9。 

 

学术访问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 Andrew Young School of Policy Studies，2019，2015 

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2013 

德国罗斯托克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人口研究所，2004 

 

 

 

评审经历 

 审稿：Economic Inquiry (SSCI)、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SSCI)、China & World Economy 

(SSCI)、Journal of Economics (SSCI)、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经济研究

（CSSCI）、浙江社会科学（CSSCI）、管理科学学报（CSSCI）、金融论坛（CSSCI 扩展

版）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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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7- 

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本科）、计量经济学（本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2011-2017 

高级微观经济学（博士，学生教学评价分列所有课程排名前 10%）、金融制度与金融合

约文献研读（博硕士）、主权债务及危机问题研究：文献研读与前沿方法研讨（博硕士）、

微观经济学（硕士）、微观经济学（国际硕士，英语授课）、宏观经济学（硕士）、中级

微观经济学（本科，学生教学评价分列所有课程排名前 10%）、微观经济学（国际课程

班，英语授课）、银行经济学（本科）、新生研讨课（本科） 

 （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英语授课，研究生课程习题课）: 2009-2011 

高级微观经济学 I、激励理论、高级计量经济学（包括 R 软件的实验室课程） 

 （法国图卢兹第一大学经济学系，法语授课，本科生课程习题课）: 2009-2011 

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软件技能 

STATA, MATLAB, R, LaTeX, Scientific Workplace, MS Off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