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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志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sity

院长寄语

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工业化现代化以

消除贫困，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让人民过上繁荣富足的生活是所有发展中

国家的共同追求，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能够实现这一愿望的发展中国家凤

毛麟角。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

不曾有过的奇迹，是理论创新的金矿，新结构经济学是总结中国和其它发展中

国家发展成败经验以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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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成立开创了我国社会科学理论自主创新之先河，并将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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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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意义重大且雄心勃勃的作品。林毅夫

教授及其合作者针对经济增长、多元化和发展，成功地描述了其复

杂的微观动态结构；并抓住了政府作为经济活动和经济预期的投资

者、监管者、协调者以及指导者的重要补充作用。所有论述均以经

济全球化为背景，而全球经济本身又处于大规模的结构性变化中。

本书不仅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达

国家中也将日益成为重要参考。”

                                                                      ——迈克尔·斯宾塞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伯克利讲席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新结构

经济学》）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设立了一

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他认为，中国的成功可以在

世界其他地方取得；并明确有力地说明了哪些结构性转型是必需

的，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书将成为重新思

考发展问题的一座里程碑。此前多年，“华盛顿共识”引导着“布

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开发机构；如今其已丧失信誉，而本书则

提供了一个替代。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

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哥伦比亚大学校级讲席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同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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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景·志

研究院简介

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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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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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

发，发展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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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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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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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基于发

达国家经验的主流发展理论的束缚，实事求是地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自身特色的现

代化之路。

我们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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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相结合，主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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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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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人

组织架构与文化

课程教材与报告
案例研发中心

学术顾问委员会 院董会 实践顾问委员会

院长办公会

研究教学部 国内智库部 国际发展合作部 企业发展部 行政管理部

小机构，大网络
 学术发展委员

地方政策研究实践工作站

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

合作单位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组织架构：一体（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两翼（研究教学和政策实践团队）、一支架

（行政管理团队）

组织文化：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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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ation（发表）  Pace（平衡）

院长办公会成员：

林毅夫
院长

徐佳君
常务副院长

王勇
学术副院长

陈曦 
办公室主任

黄斌
国内智库部

主任

于佳
国际发展合
作部主任

刘长征
企业发展部

主任

付才辉
课程教材与
报告案例研
发中心主任

颜建晔
研究生培养
项目主任

蒂姆·贝斯利 (Tim BESLEY)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与政治学校级教授、亚

瑟·刘易斯发展经济学讲席教授、世界计量经济

学会主席（2018）

帕萨·达斯古普塔 (Partha DASGUPTA)

英国剑桥大学弗兰克·拉姆齐经济学讲席教授、

荣誉退休教授

斯蒂芬妮·格里菲斯·琼斯
(Stephany GRIFFITH-JONES)

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金融市场总监

吉恩·格罗斯曼 (Gene GROSSMAN)

普林斯顿大学雅各布·瓦伊纳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

安·哈里森 (Ann HARRISON)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威廉·伍斯特跨国管理

讲席教授、管理学、商业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

查尔斯·琼斯 (Charles JONES)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CO 25经济学讲席教授

约瑟夫·卡波斯基 (Joseph KABOSKI) 

美国圣母大学大卫F.和艾琳M.森基金会(David  

F. & Erin M. Seng Foundation) 经济学讲席教授

艾佐 G.J. 鲁特莫 (Erzo G.J. LUTTMER)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

李根 (Keun LEE)

首尔大学经济追赶中心创始主任、经济学教授

圣地亚哥·利维 (Santiago LEVY) 

泛美开发银行副行长

塞勒斯汀·孟加 (Celestin MONGA) 

非洲开发银行集团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松山公纪 (Kiminori MATSUYAMA)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首字母音序排序)  

罗杰·迈尔森 (Roger MYERSON)

芝加哥大学格伦·A·罗伊德杰出贡献经济学讲席教授、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阿洛伊奇·诺瓦克 (Alojzy NOWAK)

波兰华沙大学经济学教授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Edmund S. PHELPS) 

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麦维克政治

经济学讲席教授、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Christopher PISSARIDES)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钦定讲座教授、2010年诺贝尔奖

得主

达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政治经济学讲席

教授

理查德·罗杰森 (Richard ROGERSON)

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查尔斯

与玛丽·罗伯逊公共和国际事务讲席教授��

热若尔·罗兰 (Gerard ROLAND)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E·莫里斯·考克斯政治学与经

济学讲席教授

迈克尔·斯宾塞 (Michael SPENCE) 

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威廉·R·伯克利经济学与商

学讲席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芬恩·塔普 (Finn TARP) 

联合国世界发展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哥本哈根大学发展

经济学教授

王平 (Ping WANG)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赛格尔家族经济学讲席教授

组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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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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学（全职）

研究员
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

付才辉

助理教授 
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
博士

胡  博 

助理教授 
德克萨斯A&M大学
经济学博士

江深哲

博士后研究员
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

柯  潇

博士后研究员
山东大学经济学博士

李欣泽

教授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
博士

林毅夫

博士后研究员
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

刘政文 

博士后研究员
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

任晓猛

博士后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博士

汤学敏

副教授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
博士

王  勇

助理教授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
分校经济学博士

王  歆

助理教授  
南加州大学经济学
博士 

夏俊杰

团队成员
（按姓氏首字母音序排序）

组织·人

小机构，大网络

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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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策实践

互动及相互学习的平台，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经

济结构转型与发展。其主要职能包括：设定经济

结构转型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议程；鼓励并资助经

济结构转型方面的研究计划；组织年会、创设国

际发展旗舰论坛，打造该领域顶级学术交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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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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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底，已成立3个工作站：北京大

学新结构研究中心新疆和田工作站、新结构经济

学长三角（绍兴）研究中心和大同资源型城市转

型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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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

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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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底，广东省社

会科学院、清华大学、西藏大学、吉林大

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与宁波市发展规划研

究院、云南财经大学、浙江大学7所单位

已相继设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西安

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等16所高校也将成立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中心或研究院。

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

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英文简

称GReC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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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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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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
分校经济学博士

朱礼军

助理教授 
牛津大学博士

徐佳君

助理教授
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经济学博士

徐铭梽

副教授 
图卢兹经济学院
经济学博士

颜建晔

博士后研究员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

朱  兰

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学教授

平新乔

特聘副教授
埃默里大学
经济学副教授

陈凯迹

访问教授
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高  柏

特聘教授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
学院紫光讲席教授

鞠建东

特聘教授
曼切斯特大学经济学
教授

Akos Valentinyi

特聘学者 研究教学（全职）

高级访问学者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研究院副院长

王  燕

特聘教授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
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长

文  一

项目研究专员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
区域发展硕士

丁新新

研究员
北京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博士

陈  曦 

研究员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

惠  利

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
博士

黄  斌

项目研究专员
伊拉姆斯大学发展
经济学硕士

李晨妹

项目研究专员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
硕士

李劼巍

资深实务专家
北京大学金融管理学
博士

刘长征

助理研究分析员 
首都经贸大学

马金秋

助理研究分析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发展研究学硕士

Marianne Männlein  

政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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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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研究分析员  
牛津大学区域经济学
硕士 

秦北辰

项目研究专员 
北京大学社会工作学
硕士

茹  怡

博士后研究员
湖南大学金融学博士

师俊国

兼职项目研究专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博士

 Tozo Wotodjo 

项目研究专员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政治经济学硕士

吴昕月

项目研究专员 
巴黎经济学院理论与
实证经济学硕士

叶燕茹 

资深实务专家
法国国家科学院
发展经济学博士

于  佳

项目研究专员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
区域发展硕士

张  强

项目研究专员
北京大学社会工作学
硕士 

章书婷

博士后研究员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赵秋运

博士后研究员 
埃克塞特大学经济学
博士

赵祚翔 

政策实践 行政管理

财务专员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
管理学士

邓  晔 

国内智库运营专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葡萄牙语学士

丁  靖

人力资源专员 
北京大学公共管理
硕士

黄  莹

国际智库运营专员
美国马里兰大学
教育学硕士

李晓璐

院长助理
北京外国语大学
法语文学学士

卢  婧

科研秘书
首都师范大学汉语
国际教育学硕士

马绍娜

政策传播专员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职业教育与人力资
源开发硕士

宋雨菡

外事秘书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
尼分校会计学硕士

汤  旸

行政专员
北京交通大学人力
资源管理学士

王嘉瀅

常务副院长助理
南京大学英美文学
硕士

夏贝纳

教务秘书
曼谷大学工商管理
硕士

于胜涛 

政策传播专员
谢菲尔德大学国际
政治经济学硕士

周千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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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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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夏令营

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夏令营旨在促进新结构

经济学的传播和后备人才的培养，鼓励海内外

优秀学子从现实出发，关注并研究发展中国家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运行问题。至2018年已

成功举办了五届，并新增“博士研究生招生”

模块，从报名参加的全国优秀本科生中选拔直

博生。

每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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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内外资深经济学

家精彩的英文授课演讲和面对面交流，营员能

够深刻感受到学术研究和以知识改造社会的魅

力，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到新结构经济学的

理论体系，及其在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

践应用。

鞠建东 林毅夫 Kuen Lee Celestin Monga

王  勇 王鹏飞 王  燕 文  一

徐佳君 余淼杰 张晓波 张玉哲

第五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夏令营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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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知

招生教学

博士生项目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自2018年起，每年面向全球招收优秀全日制博士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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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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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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班/研讨会

新结构经济学组会：学术团队和受邀学者围绕某一专题深度研讨，交换思想洞见，推进前沿研究。

经济增长研讨班：以论文报告配合深度研讨的形式，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研

究的发展。

联合研讨班：充分借助北京大学学术平台，与国内顶尖研究院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研讨班。

数据库和案例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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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术访问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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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科斯学会杂志Man and the Economy合办“重新

思考国家的经济职能：新结构经济学及其批评者”研

讨会（2017.6-北京）

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庆祝林毅夫教授

回国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2017.5-北京）

与复旦大学共同举办产业政策研讨会，会议结束后在

国内掀起产业政策讨论热潮（2016.8-上海） 

不定期专题研讨会

学术活动

年度活动

新结构经济学冬令营

采取专题研讨会、圆桌讨论会等形式，集结国内外著名

经济学家、相关领域研究者、决策者、实践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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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冬令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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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推出全球性学术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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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合作单位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举办年度新结构经

济学研讨会。

学术·知

日常学术活动

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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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 
Kaboski
圣母大学教授

Kei-Mu Yi
休斯顿大学
教授

Daniel 
Berkowitz  
匹兹堡大学教授

苗建军
波士顿大学教授

第31期 第37期 第45期 第46期

Lorenzo 
Caliendo
耶鲁大学教授

第48期

王平
华盛顿大学圣路
易斯分校教授

第50期

Zheng Liu 
美联储旧金山
分行研究员

第51期

Gordon 
Hanson
加州大学圣迭戈
分校教授

第52期

Michele 
Boldrin
华盛顿大学圣路
易斯分校教授

第55期

James 
Markusen
科罗拉多大学
教授

第56期

Hugo 
Sonnenschein 
芝加哥大学教授

第60期

Kiminori 
Matsuyama 
西北大学教授

第61期

朱晓冬 
多伦多大学教授

Erzo G.J. 
Luttmer
明尼苏达大学
教授

Russell 
Cooper
宾夕法尼亚
州立大学

王鹏飞 
香港科技大学
教授

第3期 第20期 第21期 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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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2016-18）

发表论文共计100多

篇，其中中文核心期

刊40多篇， 英文论

文20多篇。

新结构经济学专辑/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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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2 期。

新结构经济学与及其在农业发展上的应用 , 《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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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第 4 期。

新结构经济学专辑，《经济评论》，2017 年第 3 期。

NSE Special Issue on Industrial Policy,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48, 2018. 

Special Issue on Transition Economics Meets NSE,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Vol. 18, 2015. 

DPR Debate: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al Chang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 29, 2011. 

Symposium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26, 

2011.

专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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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发表（按年份节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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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评论》，2018年01期，

3-46页。

林毅夫，《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经济学（季刊）》，2018年02期，729-752页。

林毅夫、向为、余淼杰，《区域型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经济学（季刊）》，2018年02期，781-880页。

王勇、沈仲凯，《禀赋结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经济学（季刊）》，2018年02期，801-824页。

王勇，《产业动态、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18年02期，753-780页。

王勇，《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学习与探索》，2018年10期，133-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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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02期，847-8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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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研究》，2018年09

期，4-40页。

赵秋运、马晶，《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传导机制——基于城市化和金融发展角度的再检验》，《暨

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40卷06期，18-29页。

赵祚翔，《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非洲工业化发展模式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6期，

3-17页。

Justin Yifu Lin and Xin Wang (2018). Trump economics and China–US trade imbalances,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40 (3), 

pp. 579-600.

Justin Yifu Lin and Jiajun Xu (2018). Rethinking Industrial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48, pp. 155-157. 

Jiajun Xu and Paul Hubbard (2018). A Flying Goose Chase: China’s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2011–2013).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1(02), pp. 91-107.

学术·知

学术成果

与国内著名出版社合作推出“新结构经济学系列丛书”，涵盖理论、教学、实践、案例等专题

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主编）《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8年。

林毅夫、付才辉（主编）《世界经济结构转型报告——新结构经济学之路》，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林毅夫、付才辉、陈曦（主编）《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与

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付才辉《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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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林毅夫、王燕（合著）《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

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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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的其他著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

版）》、《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

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解读中国经济》、《从西潮到东风》、《繁荣的求

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新结构经济学文集》、《本体与常无》等。

Justin Yifu Lin and Celestin Monga (2017). Beating the Odds: Jump-Sta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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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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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jun Xu (2016). Beyond US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ustin Yifu Lin and Celestin Monga (2015).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frica and 
Economics: Volume 1: Context and Concep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stin Yifu Lin and Celestin Monga (2015).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frica and 
Economics: Volume 2: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stin Yifu Lin and Joseph E. Stiglitz (2013). The Industrial Policy Revolution I: The Role 
of Government Beyond Ideology, Palgrave Macmillan, IEA Conference Volume No. 151-I.

Justin Yifu Lin, Joseph E. Stiglitz and Ebrahim Patel (2013). The Industrial Policy 
Revolution II Africa in the 21st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IEA Conference Volume No. 
151-II.

Justin Yifu Lin (2013). Against the Consensus: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Reces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ustin Yifu Lin (2012). The Quest for Prosperity: How Developing Economies Can Take 
Off,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ustin Yifu Lin (2012).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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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课题

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新常态经济发展机制与动力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15-2017。

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面上项目，2015-2016。

林毅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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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项目，

2014-2019。

徐佳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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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17-2019。

徐佳君，《助力经济转型——中国制造企业调查》，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项目，2017。

杨子荣，《中美大国货币政策双向溢出效应、博弈与协调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17-2018。

赵秋运，《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8-2020。

赵秋运，《发展战略的产业选择与中等收入陷阱：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面上项目，

2018-2019。

赵祚翔，《环境约束下技术效率和发展战略—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8-2019。

工作论文

自2018年正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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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期刊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China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China Economic Journal》、《中国经济评论》、

《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文汇》、《经济评论》、《财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

学术·知

Yinghua He, Antonio Miralles, Marek Pycia and Jianye Yan (2018). A Pseudo-Market Approach to Allocation with Prioriti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10 (3), pp. 272-314. 

Sanxi Li, Minbo Xu and Jianye Yan (2018). All-Pay Auctions with a Buy-Price Option, Economic Inquiry,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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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6卷

01期，1-44页。

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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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期，81-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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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期，61-76页。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经济评论》，2017年03期，4-16页。

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经济研究》，2017年05期，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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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与荣誉

林毅夫教授受邀在华沙
大学发表专题演讲《中
国的复兴及其对世界发
展和经济的意义》。

林毅夫教授率学术团队
访问北京大学田刚副校
长领衔的北京国际数学
研究中心。

林毅夫教授受邀在中国
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
会上发表演讲。

第三届全球经济发展年
度高峰论坛（右起：斯
蒂格利茨、林毅夫、易
纲、于品海）。

林毅夫教授一行应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和传统基
金会等机构邀请访美。

付才辉研究员在第四届
藏博会西藏高高原经济
论坛发表主旨演讲。

我院教师与兰州大学
教授出席中国经济学
年会第二届夏季论坛-
新结构经济学专场。

王勇副教授赴芝加哥
大 学 拜 访 诺 奖 得 主
Roger Myerson。

林毅夫教授受邀在剑
桥大学发表“李约瑟
纪念讲座”。

林毅夫教授、王勇副教
授、颜建晔副教授访问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
科学研究院郭雷院士的
团队。

复旦大学特聘王城教授
访问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 与 学 术 团 队 进 行 交
流。

王勇副教授与来访的
Erzo G.J. Luttmer 教授
进行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

2018年 2018年

林毅夫、张军、王勇、寇

宗来主编的《产业政策：

总结、反思与展望》被选

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

外译项目推荐选题目录。

林毅夫教授获“第三

届孙冶方金融理论创

新奖”。

2018年

王勇副教授获张培刚发

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颁

发的首届“张培刚发展

经济学青年学者奖”。

2018年

王勇副教授受邀担

任改版后的SSCI杂
志《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副主编之一。

赵 秋 运 博 士 后

研 究 员 获 “ 第

十 二 届 上 海 青

年 经 济 学 者 论

坛新秀奖”。

2018年

林毅夫教授的《解读中

国经济（增订版）》获

北京大学第十三届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一等奖；《超越发展援

助 》 入 选 《 经 济 参 考

报》评选的“2016年度

十大经济类好书”。

2017年

林毅夫、龚强、张一

林 的 论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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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中国金融

学 术 年 会 最 佳 论 文

奖”。

2017年 2017年

王 勇 副 教 授 获

“2017年度中

国 青 年 经 济 学

家奖”。

2017年

王 勇 副 教 授 获

武 汉 大 学 《 经

济 评 论 》 编 辑

部 “ 《 经 济 评

论 》 优 秀 审 稿

人奖”。

林毅夫教授的《解读

中 国 经 济 （ 增 订

版）》获中国大学版

协的“第四届中国大

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

畅销书一等奖”。

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

经济学》获第七届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人文社会科学）著

作奖二等奖。

林 毅 夫 教 授 的

《本体与常无》

获 中 国 版 协 的

“2015年度输出

出 版 优 秀 图 书

奖”。

徐佳君助理教授的英文学术专著

《国 际 发 展 领 域 超 越 美 国 霸 权》

(Beyond US Hegemony in Interna-
tional Development) 被布雷顿森林

项目评为自 2016 年以来关于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

佳著作。

2015年 2015年2016年2017年



国际发展合作项目

国内智库 - 地方政府合作研究项目

地方政策研究实践工作站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新疆和田工作站

大同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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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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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简介

政策·成

 项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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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市

新结构经济学长三角
（绍兴）研究中心

中山市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sity



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建言与政策咨询

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林毅夫教授与国际发展合作

部主任于佳博士与贝宁、几内亚、吉布提、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

尔六个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就“非洲经济发展与转型”进行深入交流讨

论。林毅夫教授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和适合先

行发展的产业进行了分析，并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落地执行方面给出了具

体可行的政策建议。

中央政府重要决策咨询

2016年5月17日上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上，林毅夫教授作为经济学领域专家代表，向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的领导和学者介绍了经济学学科领

域的研究进展，并就如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

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2017年7月21日，林毅夫教授在中南海参加习近

平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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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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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27-28日，林毅夫教授参加中投公司

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并发言。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林毅夫教授会面交流。

2018年3月、6月和8月，林毅夫教授作为第十三

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先后参加了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

议、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协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和

第三次会议，就“扶贫脱贫”、“污染防治”等社会

经济问题发言讨论。
2018 年，林毅夫教授在政协会议上发言。

（图片来源：中新网）

政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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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联合主办

第三届全球经济发展年度高峰论坛：“中

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邀请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埃德蒙·

菲尔普斯、林毅夫、易纲、钱颖一、杰克

·卢、马丁·费尔德斯坦等来自世界顶尖

院校的著名经济学家以及来自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国开行、世界贸易组织、欧洲投

资银行、中金、摩根大通等机构的高级研

究管理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共60

多名参会。（2018.3-北京）

与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联合举办“第二

届中国与国际开发协会政策对话就业及经济转

型研讨会”

邀请来自政产学研界的65名海内外专家学

者围绕“就业与经济转型的驱动力、农业、制

造业、创新和数字经济、典型国家经验”等五

个专题展开深入的交流与讨论。（2018.5-北京大学）

主办“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国的理

论、方案与机会”智库峰会

吸引400多名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海

外工业园区以及我国各地政产学研金融界专家

代表参会，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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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北京大学）

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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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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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陈述：关于当代世界政策制定原则的共识� �

2016年9月，林毅夫、考什克·巴

苏、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约瑟夫·斯

蒂格利茨四位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

首席经济学家，以及世界顶级经济学家

汇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由瑞典国

际发展署和世界银行主办的、旨在讨论

当今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以及世

界政策制定的原则的国际研讨会。会议

结束时与会者达成并发布关于当代世界

政策制定原则的八项共识，称为“斯德

哥尔摩陈述”。�

（左起）弗朗索瓦·布吉尼翁、考什克·巴苏、
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林毅夫

 照片来源：瑞典国际发展署 (SIDA) 官方网站

摄影：David Grossman

政策·成

国际机构合作

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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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新结构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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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交流合作 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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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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展合作项目

1.埃塞俄比亚：依托比较优势，快速克

服先行者困境，实现早期工业化

2011年，林毅夫教授向时任埃塞俄

比亚总理建议发展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

制鞋业，提出政府要因势利导，用优惠

的条件吸引国际投资者。埃塞总理随后

亲自来华招商引资，成功吸引中国鞋业

龙头企业华坚赴埃塞投资建厂。华坚迅

速成为埃塞出口的最大企业，为当地创

造了近万个就业机会和近两千万美金的

出口额。其成功案例带来“滚雪球”效

应，带动了近年来埃塞经济的发展。

2.吉布提：吉布提自贸先导区与经济转型：新结构

经济学之路

2016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

招商局集团、非洲制造倡议、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合

作开展项目，帮助吉布提建设一个承接我国劳动力

密集型加工出口企业转移的自贸先导区。基于一手

调研资料完成的报告，为自贸先导区的产业定位、

政策措施提供政策建议。

3.贝宁：以新结构经济学助力贝宁依托工业园区实

现经济结构转型

2016年，林毅夫教授应贝宁总统塔隆之邀访

贝，并与该国财政部长签订了课题合作协议。国际

智库课题组多次前往贝宁进行实地调研和招商引资

活动，帮助贝宁政府迅速制定并颁布了园区法，改

善园区营商环境，并大力拓展融资渠道，创新可持

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以克服瓶颈限制，实现经济转

型升级。现园区发展模式初有成果，已成功吸引中

国制造业投资商确定投资意愿，签署投资协议。

4.尼日利亚：以工业化创造就业，增加出口，实现

经济转型

2016年6月，林毅夫教授与尼工业部部长签署

课题合作协议。智库课题组多次赴尼深度调研，对

尼比较优势产业和工业园区进行精准诊断和全面评

估，为尼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与发展方案，并帮助尼

政府赴中国学习中国经验，助其与中国领头纺织服

装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同时基于尼日利亚比较优

势帮助其积极招商引资，扩展多元化投资渠道。

5. 波兰：新结构经济学在波兰的运用

2015年10月，波兰新一届政府宣布，将以新

结构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来制定发展规划，并很快

推出“波兰全面发展规划”，计划通过“有效市

场”与“有为政府”共同发力推动经济发展，运用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框架，进行比较优势诊断

与产业甄别，定位政府职能，制定具体政策措施。

莫拉维兹总理还特地撰写说明为何采用新结构经济

学作为波兰国际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7. 巴基斯坦：助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2017年5月，林毅夫教授与巴基斯坦“中巴经

济走廊”项目总负责人在巴发展与计划部部长的

见证下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拟以新结构经济学为

理论指导，为巴制定经济特区规划和招商引资政

策，助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实现产业升

级。课题组多次推动项目进展，积极引导中方劳

动密集型企业赴巴投资，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

与智慧转化为实际项目，为当地创造就业与出

口，促进当地经济增长。

8.乌兹别克斯坦：立足工业园区帮助乌兹别克斯

坦建立鞋业集群，创造就业和出口

2018年11月，林毅夫教授与乌兹别克斯坦发

展银行Aloqabank签署课题合作协议。旨在为乌

兹别克斯坦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实操型的

政策建议，并利用中国劳动密集型鞋业“走出

去”需求，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吸引鞋业转移生产

基地，为当地创造就业和出口，形成鞋业集群，

实现转型升级。

6. 助力经济转型—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研究

2017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英

国海外发展研究所(ODI)合作开展该调查研

究项目，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服装行

业展开深度案例研究，对服装、鞋、玩具

和家用电器领域的640家外贸企业展开大

规模问卷调查，形成《应对中国轻工业成

本 上 涨 ： 发 展 中 国 家 有 什 么 机 遇 ？ 》 报

告，刻画分析了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中

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路径和“走出去”

的经验与教训。

智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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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端智库支持课题

1. 新经济与产业政策的重新建构

当前我国正经历以新经济崛起为代表的产

业结构的深刻变化，数据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

要素，围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

能出现了一系列新兴产业，并为传统产业升级

赋予了新动能。本课题旨在审视过去产业升级

换代的经验教训，基于全球新经济的发展动

向，选取了深圳、上海、杭州和沈阳四个具有

不同特色的典型城市展开案例研究，探讨在新

经济发展趋势下我国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方

向，并与国际主要国家的新经济产业政策进行

比较。预期将形成一份智库研究报告，学术专

著，以及一系列学术相关论文。

2. 餐桌上的新结构经济学

《餐桌上的新结构经济学》案例研究为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重点案例研

究课题，是新结构经济学在特色农业和农副

食品加工业的应用。该课题拟立足农业供给

侧改革和消费结构升级，以新结构经济学为

指导研究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规律以及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农业转型升

级中的重要作用。课题已启动并进入正式研

究阶段，预期成果为案例集、专著和相关媒

体文章。

国内智库-地方政府合作研究项目
1. 河间市：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2015年12月-2016年5月，北京大学新结构

经济学研究中心与河北河间市政府合作开展研究

课题，针对河间市重点产业开展大型问卷调查研

究，形成并发布了《河间市产业转型升级研究报

告》。2016年5月21日，河间市新结构经济学教

学研究政策实践基地揭牌成立。

2. 西藏：政府、市场与西藏发展理念创新研究

2016年4月-2017年9月，北京大学新结构

经济学研究中心与西藏自治区政府合作开展研究

课题，并发布《西藏自治区特色产业发展调查研

究报告》。课题组五次进藏深入调研，组织了一

次大规模问卷调研，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剖析

了西藏自治区内特色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

题挑战，提出行之有效的转型升级对策建议。

3. 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2016年10月-2017年8月，北京大学新结构

经济学研究中心与吉林省政府合作开展《吉林省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研究课题，课题组基于

吉林省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重点对吉林省建设大

农业、大健康、大装备制造、轻纺产业、新能源

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五大万亿

量级产业集群进行了论证。

4.中山市：产业转型升级案例研究

2016年10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中心与中山市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与

中山市商务局合作开展历时一年的《中山市产

业转型升级案例研究》研究课题。课题组深入

调研了中山市重点产业现状和转型升级瓶颈，

通过对中山市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的研

判，对中山市当前的发展阶段和核心问题进行

诊断，对各类产业转型升级及政府的因势利导

提出路径设计和政策策略建议。

5.大同市：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2018年8月，应大同市人民政府邀请，林

毅夫教授率队赴大同市调研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情况，并签署了《大同市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研究》。课题组将以新结构经济学为

指导，依托课题和工作站，服务大同资源型城

市转型升级，并以大同为典型案例，系统研究

梳理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经验和政策措

施，推动资源型城市由“资源诅咒”变为“资

源祝福”。

6.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受晋城市人民政府委托，2018年7月林毅

夫教授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内智

库团队赴山西省晋城市开展调研，重点了解当

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和相关产业

基础，并做《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新结构经

济学的视角》专题报告。课题组将以晋城为案

例，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基础，深入探讨资

源型城市转型升级问题，并为晋城市转型升级

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7.和田：产业转移扶贫试验区建设和绿洲经济

脱贫方略

受和田行署邀请和委托，自2016年以来，

林毅夫院长多次率领北京大学、国务院参事室

和全国工商联、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等

专家、企业家赴新疆和田开展产业转移调研，

重点了解相关产业发展状况，在和田地区党政

领导干部会上发表《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和田的

机遇》报告，向中央多次递交政策建议，并依

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田工作站，

推动和田产业转移扶贫试验区建设。目前课题

已进入正式研究阶段，预期成果为政策报告、

研究报告和案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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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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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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结构经济学智库与案例研讨班

新结构经济学智库与案例研讨班为致

力于地方发展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

者搭建了充分交流、共同探讨新结构经济

学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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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进中国县域的多元发展。

2018年6月11-13日的举办的第一期智

库与案例研讨班，主题为“县域发展与改

革实践”，吸引来自全国各大县市的政府

代表、企业界代表、高校学者学子共80多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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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新结

构经济学。

2017年11月14-18日举办的第一期“新结构

媒体工作坊”邀请了近二十位媒体界资深记者参

加，由林毅夫教授、文一教授、王勇副教授、陈

曦研究员、国际金融论坛研究院副院长王燕博

士、北京大学国发院沈艳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卢晖临教授和《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

者赵忆宁女士进行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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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践活动

Justin Yifu Lin, Jiajun Xu, and Sarah Hager (2016). Center for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nd “Made in 
Africa Initiative” , Pioneering the Free Zones to Achie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Job Creation for 
Djibout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Justin Yifu Lin and Jiajun Xu (2016). Applying the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 to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ase of Uganda, UNDESA CDP Background Paper No. 32.

Jiajun Xu, Stephen Gelb, Jiewei Li, and Zuoxiang Zhao (2017). Adjusting to Rising Costs in Chinese Light 
Manufacturing: What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ODI. Available from set.odi.org.

Jiajun Xu and Richard Carey (2017). New Ideas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 Common Destiny. 
Changing Roles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Global Development System: Towards 2030. 

Jiajun Xu (2017).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 A Pragmatic Approach for 
Promoting Economic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uture Fragmentation Processes: Effectively Engaging 
with the Ascendancy of Global Value Chains.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Jiajun Xu and Helen Hai (2016). Industrialization and Job Creation for Africa, Good Practices in 
South-South and Triangular Cooper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陈    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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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课题。

惠    利，《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壮大的政策建议》，发改委课题。

付才辉，《我国对外投资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商务部、中央外办课题。

林毅夫，《对当前经济若干重点问题的研究》，国务院参事室重点委托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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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十三规划重大课题政策报告。

林毅夫、徐佳君，《经济外交如何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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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林毅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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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课题。

林毅夫、徐佳君、于   佳，《“走出去”升级战略研究》，中宣部课题。

王    歆，《支持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差异化政策研究》，商务部课题。

王    勇，《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中财办课题。

政策报告

政策·成

Selim Jahan
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人类发展
报告办公室主
任 

祝宪
金砖国家新开
发银行副行长、
首席运营官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产业经
济部部长

Roger Nord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非洲局副
主任

Charles Gore
联合国贸发会
议非洲与最不
发达国家研究
部负责人 

Richard Manning
牛津大学布拉瓦
特尼克政府管理
学院高级研究员

David Dollarr
美国布鲁金斯
学会约翰 - 桑
顿中国中心高
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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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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成

王    勇，《美国特朗普新政府宏观经济新政策对中国与上海经济的影响预测分析》，上海市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课题。

徐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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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课题。

徐佳君，《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借力经济特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尼日利亚出口加工区管理局项目。

徐佳君， 《开发性金融与经济结构转型》，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智库类研究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

徐佳君，《中国产业集群、经济特区、产业政策研究》，南南合作金融中心项目。

徐佳君，《非洲发展转型研究和投资项目》，盖茨基金会项目。

于   佳，《中国参与和引领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前景评估与建议》，商务部课题。

于   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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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办课题。

于   佳、王   勋、赵祚翔，《以“中非合作项目”为重要抓手，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在非洲落

地》，外交部重大课题。

于   佳，《以“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市场化投资模式开拓“一带一路”建设新阶段》，商务部     

课题。

于   佳，《金砖国家在非洲工业化进程中的角色及作用》，中联部课题。

林毅夫，《民营经济发展迎来新的春天》，《光明日报》，2018年11月7日。

林毅夫， 《大数据开发运用方兴未艾》，《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1日。

林毅夫， 《深入研究中国如何从贫穷走向共同富裕》，《人民日报》，2018年9月21日。

林毅夫， 《中国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高质量发展迈向高收入国家》，《人民日报》，2018年1月14

日。

林毅夫， 《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发展新路径》，《光明日报》，2018年1月11日。

林毅夫， 《从经济学视角看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7日。

林毅夫， 《对中国经济“脱虚向实”抱有信心》，《新华日报》，2017年5月23日。

林毅夫， 《供给侧改革彰显我国制度优越性》，《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1日。

林毅夫， 《经济学应致力于改变多数人的命运》，《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林毅夫， 《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引擎》，《人民日报》，2016年6月22日。

林毅夫， 《中国经验对新兴经济体的启示》，《人民日报》，2016年4月24日。

林毅夫， 《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推动转型升级》，《人民日报》，2015年5月7日。

林毅夫， 《站在新起点，凝聚新力量，实现新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7年8日。

林毅夫， 《“一带一路”助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人民日报》，2015年9月18日。

林毅夫， 《“一带一路”助推对外开放》，《光明日报》，2015年3月12日。

林毅夫， 《7%的增长速度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光明日报》，2015年3月25日。

林毅夫， 《国际化企业的“三步走”新战略》，《光明日报》，2015年1月28日。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