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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是中国第一个以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为宗旨的机构。其前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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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国家首批高端智库试

点单位之一。2018年12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正式升级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致力于立足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自主理论创新，通过推广和深化新结

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研创新、学科建设和政策实践，提倡“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学风理

念，旨在建成引领国际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一流学术研究基地和旗舰型智库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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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以唯物

辩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为观察世界的视角，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给

定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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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交易费用

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

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包容、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

结构经济学自提出以来，获得了斯蒂格利茨、贝克尔、诺斯、福格尔、斯宾塞、阿克罗夫等十多位经济学诺贝尔奖

获得者和国际顶尖经济学家的肯定和支持，被国际学界称为是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代发展

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把结构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实际上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为主体，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政策实践、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

方面的工作，致力于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学者、青年学子和政府精英，摆脱基于发达国家经验，以发达国家

的结构为暗含结构的主流发展理论的思想束缚，掌握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工具，结合其自身国家的发展

阶段、实际条件和结构特性，实事求是地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推动本国经济快速、包容、持续

的高质量发展。

院长寄语

0201

2020年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的第五年。在这一年

里，研究院继续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以主体，以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

为两只抓手，在高效的行政团队支持下，致力于引领我国及发展中国家社

会科学的自主理论创新。2020-21年报记录了研究院在2020的实践探索

与成果，以及2021年的发展规划和远景。在理论创新与拓展方面，研究院

围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术合作等展开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20年，研究院迎来了第三届博士研究生与北大校内首批新结构经

济学实验班本科生，推出了国内首部新结构经济学慕课。在发展政策实践

方面，各部门秉承“知成一体”理念开展实践。国内智库部继续积极助力

国内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地方政府及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相关智库研

究，并与多家视频平台合作录制了6讲“新结构经济学与‘十四五’期间

高质量发展”系列课程，累计吸引了200余万人参加；国际发展合作部积

极引导亚非多个发展中国家深入探索适合自身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并依托

“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建设具有全球视野的旗舰型智库；企业

发展部立足新结构经济学，梳理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微观案例，编写新

结构经济学教材，旨在通过培训交流提升企业家群体的经济学视野和

战略性思维。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提倡“知成一体”理念，主张只有能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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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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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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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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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开创了我国社会科学理论自主创新之先河。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第

一个5年以机构发展为着力点。展望2021及未来5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将以学科建设为主攻方向，希望能并将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倡导“知成一体”，引领国际社会科学理论的新思潮，提升我国的文

化软实力，为人类的知识和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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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约瑟夫·吉布森·霍伊特资深教授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与政治学校级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2018）

剑桥大学准教授

剑桥大学弗兰克·拉姆齐经济学讲席教授、荣誉退休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金融市场项目总监

普林斯顿大学雅各布·瓦伊纳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院长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CO 25经济学讲席教授

圣母大学大卫F·和艾琳M·森基金会经济学讲席教授

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

首尔大学经济追赶中心创始主任、经济学教授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经济协会理事长

非洲开发银行集团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

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大卫·皮尔森杰出教授、格里芬经济学系教授、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华沙大学副校长、经济学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钦定讲座教授、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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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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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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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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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本哈根大学经济学系发展经济学教授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赛格尔家族经济学讲席教授

[ 学术顾问委员会成员 ]

 [ 组织架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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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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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佳君
常务副院长

王勇
学术副院长

陈曦
办公室主任

赵秋运
国内发展合作部

主任

于佳
国际发展合作部

主任

刘长征
院长助理

捐赠事务负责人

付才辉
课程教材与报告

案例研发中心主任

江深哲
研究生培养项目

主任

胡博
本科生培养项目

主任

小机构，大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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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成员 ]

胡 博

江深哲

林毅夫

王 歆

王 勇

吴春赞

夏俊杰

徐佳君

徐铭梽

尤 炜

朱礼军

助理教授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博士

助理教授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学博士

教授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

助理教授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经济学博士

副教授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

助理教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助理教授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

助理教授 英国牛津大学博士

助理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博士

助理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博士

助理教授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经济学博士

研究教学

教材建设

付才辉 课程教材与报告案例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

汤 旸

王晴岚

翁东辰

夏贝纳

叶燕茹

于胜涛

行政管理

陈 曦

邓 晔

杜 薇

黄 莹

李 滢

卢 婧

马绍娜

钱 玲

宋雨菡

办公室主任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博士

财务专员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管理学士

行政专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学硕士

人力资源专员 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财务助理 湖南工商大学会计学学士

院长助理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文学学士

科研事务专员 首都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新媒体运营专员 青岛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政策传播专员 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硕士

外事事务专员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会计学硕士

国际发展合作部运营专员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食品与资源经济学硕士

国内发展合作部运营专员 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常务副院长助理 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

政策传播专员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理论与实证经济学硕士

教学事务专员 泰国曼谷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研究专员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硕士

研究员 荷兰伊拉姆斯大学发展经济学硕士

研究专员 北京大学社会工作学硕士

研究员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政治经济学硕士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资深实务专家  法国国家科学院发展经济学博士

国内发展合作部主任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吉韵潼

李晨妹

茹 怡

吴昕月

于 佳

赵秋运

政策实践

研究员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学博士

研究员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博士

研究专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学硕士

研究专员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区域发展硕士

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

研究员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

谌 文

陈 曦

邓晓瑜

丁新新

黄 斌

惠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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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教学 ——

2020年成果博士后

招生教学

学术博士后            华中科技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

国内智库博士后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

学术博士后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

学术博士后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国际发展合作部博士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博士

学术博士后            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

学术博士后            上海财经大学西方经济学博士

教材课程建设专项博士后            山东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

教材课程建设专项博士后            北京林业大学管理学博士

学术博士后            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

蔡嘉瑶

地力夏提·吾布力

Junhee Han(韩俊熙)

黄宇轩

Kokou Wotodjo Tozo 
(特卓)

王可第

文永恒

张 骞

郑 洁

朱 欢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自2018年起开始面向全球招收优秀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本科生可通过推荐免试

方式申请攻读直博；已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可通过“申请-考核制”申请攻读博士。前三届研究生已于2018、

2019、2020年9月先后入学。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智库实践、论文写作与答辩并达到相应要求后，将获得北京大

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自2020年起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合作开设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实验班以新结构经

济学理论体系为切入点，通过“厚基础、宽口径、重创新”新结构经济学系列课程体系、“创新性、高阶性、挑战

度”的特色教学，以及在经济学各领域的学术训练，培养学生系统掌握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思想、结构视角和研究

方法。实验班首届本科生已于2020年9月入学。

师生交流会

2020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举办多次师生交流活动，旨在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增进感情，为学生工作打

下基础，并在与学生的沟通中发现他们的困难与问题，及时帮助与解决。为激励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生更好地

学习课程、打下扎实基础，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设立了“博士资格考(单科)最高分奖”；同时，为鼓励博士生在完

成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及早开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和论文写作，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将设立“新结构经济学最佳三年

级论文奖”，在当年提交评选的第三学年论文中评选出最优秀的论文授奖，并推荐获奖论文投稿“新结构经济学工

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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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慕课

新结构经济学慕课采用通识课风格，系统介绍新

结构经济学的纲领、原理与方法，主要内容包括新结构

经济学的结构范式革命、理论体系及其实践应用，分为

“新结构经济学总纲”与“新结构经济学导论”两部

分，共23讲。新结构经济学总纲部分讲授新结构经济

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革命；新结构经济学导论部分

讲授的具体内容包括：中国与世界的经济简史及其经济

结构安排多样性与经济系统复杂性概览，经济思想简史

与新结构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新结构经济学各子领域。2019年11月，新结构经济学中文慕

课在中国大学慕课平台上首发。2020年5月18日，英文慕课在爱课程国际平台全球首发。

—— 科研成果 ——

2020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发表成果共计55篇/本，其中中文著作出版3部，图书章节发表4篇，论文发

表48篇（英文发表11篇，中文发表37篇），接收工作论文15篇。 

2020年成果

01. 付才辉. 简析马克思主义与新结构经济学[J].当代经济研究，2020(11)：67-76.

02. 付才辉. 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初探——走过的路与要走的路[J].中国大学教学，2020 (04)：

69-78.

03. 高    柏，朱    兰. 从“世界工厂”到“工业互联网强国”：打造智能制造时代的竞争优势[J].改革，

2020(6)：30-43.

04. 惠    利，陈锐钒，黄    斌.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研究——以德国鲁尔区的产

业转型与战略选择为例[J].宏观质量研究，2020，8(5)：100-113.

05. 姜    磊，姜    煜，赵秋运，付才辉，吴清扬. 政府发展战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当代经济科学，

2020，42(05)：103-112.

06. 李翠妮，葛    晶，付才辉. 教育结构适宜性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来自高校扩招的证据[J].山西财

经大学学报，2020，42(11)：16-29.

07. 李    武，付才辉. 经济结构跃迁政策仿真研究[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7(02)：33-45.

08. 林毅夫. 中国新时代的经济学[J]. 理论学习与探索，2020(1):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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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才辉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上、下）、新结构经济学导论

江深哲 数理经济学 

林毅夫 中国经济专题、中国经济专题小班讨论课

林毅夫 付才辉 解读世界经济

朱礼军 中级宏观经济学

夏俊杰 中级宏观经济学、宏观理论(英文)

胡    博 金融计量

王    勇 中国宏观经济

徐佳君 国际发展前沿：理论与实务

王    歆 中级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

新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智库实践、新结构国际经济学、新结构货币经济学、

新结构财政经济学、新结构空间经济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增长理论、新结构应用

计量经济学、新结构实证宏观

胡    博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I

江深哲 契约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I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中国经济研究专题

王    歆 国际贸易专题（国际贸易II）

王    勇 高级经济增长专题、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方法

吴春赞 异质性代理人宏观经济学、数量宏观经济学专题

夏俊杰 高级宏观金融 

徐佳君 新结构金融学、开发性金融：理论、实践与制度设计

徐铭梽 国际贸易专题：国际经济学定量方法、高级计量经济学II

尤    炜 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经济发展问题的因果识别方法

朱礼军 宏观经济定量方法、高级宏观经济学II

本科生
课   程

研究生
课   程

拟   开
本科生
课   程

林毅夫，王    勇，赵秋运.《新结构经济学研习方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林毅夫，付才辉.《解读世界经济发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林毅夫，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教研参考——首届新结构经济学师资培训大会录要》[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20. 　

01. HALE Galina, XU Mingzhi. FDI Effects on the Labor Market of  Host Countries [C] ∥Encyclo-

pedia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Global Trade, World Scientific, May 2020, pp. 285-304.

02. LIN Justin, XU Jianjun and XIA Junjie. Explaining Reform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China [C]∥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dustrial Hub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dited by 

Arkebe Oqubay and Justin Yifu L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Jul-20.

03. WANG Yong. Role of  Government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C]∥China 2049:Economic 

Challenges of a Rising Global Power, edited by David Dollar, Yiping Huang and Yang Yao,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Jan 2020.

04. 王    勇. 政府角色与产业政策. 《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C]，姚洋、杜大伟、黄益平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出版
著作

发表
图书
章节

发表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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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林毅夫. 新经济发展中的有为政府和有效治理[J]. 新经济导刊，2020(1): 12-15.

10. 林毅夫，沈    艳，孙    昂. 中国政府消费券政策的经济效应[J]. 经济研究，2020，55(7)：4-20.

11. 林毅夫. 有为政府参与的中国市场发育之路[J]. 广东社会科学，2020(1)：5-7+254.

12. 林毅夫. 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2)：1-18.

13. 林毅夫. 经济结构转型与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8(4)：1-8.

14. 王可第. 资本市场如何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基于股票流动性视角[J]. 证券市场导报，2020(10)：2-11.

15. 王    勇. 垂直结构下国企改革的宏观角色[J].国有经济研究，2020(1)：17-21.

16. 王    勇. 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对宏观经济学建模的思考[J].经济评论，2020(4)：41-45.

17. 王    勇，顾红杰.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新加坡的产业升级路径和启示[J].现代金融导刊，2020(07): 72-76.

18. 吴清华、周晓时、朱    兰. 工业机器人对就业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发展阶段与行业的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

2020(4): 74-82+110.

19. 于    佳. 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J].开发性金融研究，2020(3).

20. 于    佳. 疫情下全球供应链重整的新趋势—国际产业转移的决定因素与评估体系[J].经济导刊， 2020(6)：

76-81.

21. 于    佳. 疫情蔓延与中美博弈——“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和对策[J].经济导刊，2020(10)：64-69.

22. 于    佳. 疫情后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和建议[J].经济导刊，2020(11)：78-81.

23. 于    佳，王    勇. 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与“一带一路”的新机遇：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的解析[J].西安交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0(5)：87-98.

24. 张海洋，颜建晔. 精准扶贫中的金融杠杆:绩效和激励[J]. 经济学（季刊），2021(01)：193-212.

25. 赵秋运，马金秋，姜    磊，黄    斌. 赶超战略、经济结构扭曲与“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J]. 国际经贸探索，2020，36(09)：36-54.

26. 赵秋运，马    晶，胡巧玉. 融资约束、企业储蓄和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发现[J]. 宏观质量研

究，2020，8(02)：75-94.

27. 赵玮璇，程志强，魏智武，郑    洁. 赶超战略与产业结构扭曲——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一带一路”国

家的分析[J]. 国际经贸探索，2020，36(06)：42-57.

28. 郑    洁，付才辉. 企业自生能力与环境污染：新结构经济学视角[J]. 经济评论，2020(01)：49-70.

29. 郑    洁，付才辉，刘舫. 财政分权与环境治理——基于动态视角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20，30(01)：67-73.

30. 郑    洁，刘    舫，赵秋运，付才辉. 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创新发展：新结构波特假说的理论探讨[J].经济问题探

索，2020(12)：171-177.

31. 周    立，赵秋运.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J]. 理论学刊，2020(06)：64-75.

32. 朱    欢，李欣泽，赵秋运. 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J].上海经济研

究，2020(11)：56-68.

33. 朱    欢，郑    洁，赵秋运，寇冬雪. 经济增长、能源结构转型与二氧化碳排放——基于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41(11)：19-34.

34. 朱    兰. 国家创新能力视角下的中等收入转型：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20(2)(转载).

35. 朱    兰. 生育政策、机会成本与生育需求——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证据[J].西北人口，2020(2)：

90-101.

36. 朱    兰，马金秋.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收入标准的测度、影响与合理性分析：兼论“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的

发展阶段[J].宏观质量研究，2020，8(4)：84-102.

37. 朱    兰，王    勇、李枭剑.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以宁波如何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为例

[J].经济科学，2020(5)：5-18.

38. Jaerim Choi, Mingzhi Xu.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the China Syndrome: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n Manufacturing [J]. The World Economy, Nov 2020, Volume 43, Issue 11: pp 3039-3087.

39. Robert C. Feenstra, Mingzhi Xu, Alexis Antoniades. What is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owards the 

Relative Cost of  Living in Chinese and U.S. Cities [J]. The Economic Journal, Nov 2020, Volume 130, 

Issue 632: Pages 2438–2467.

40. Shenzhe Jiang and Yuzhe Zhang. On the Pacific Salmon Treaty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20, 130

(2):489–510.

41. Xiao Ke, Justin Yifu Lin, Caihui Fu, Yong Wang.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Recent Evidence from Dynamic Panel system-GMM [J]. Analysis Sustainability, 

July 2020, 12(14):5618.

42. Justin Yifu Lin, Khuong Vu & Kris Hartley. A Modeling Framework for Enhancing Aid Effectivenes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Volume 23, 2020-Issue 2: 138-160.

43. Justin Yifu Lin, Yan Wang. Sevent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Review from the Angl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J].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28, No. 4, 2020: 26-50.

44. Justin Yifu Lin, Yong Wang. Structural Chang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Middle-Income Trap [J].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June 2020, 20(2). 359-394.

45. Hefeng Tong, Yan Wang, Jiajun Xu.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Structures of  Endowment,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20, 54: 173-185.

46. Fei Wang, Junjie Xia, Jiajun Xu. To Upgrade or to Relocate? Explaining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of  Chinese Light Manufacturing Firms to Rising Labor Cost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ume 

60, April 2020, 101333.

47. Jiajun Xu, Xinshun Ru, Pengcheng Song. Can a New Model of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Mitigate 

Credit Rationing in Poorly Governed Countries? [J]. Economic Modelling, Volume 95, February 2021, 

111-120.

48. Mingzhi Xu. Globalization, the Skill Premium,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Role of  Selection into 

Entrepreneurship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Feb 2020, Vol. 156 No. 3: 63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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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课题

胡    博，非平稳函数型时间序列的建模、推断、预测与应用，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2021-2023。 

江深哲，不完全信息视角下中美贸易战的动态博弈理论与最优因应策略研究，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2021-2023。 

李欣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型产业政策转型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19-2021。 

林毅夫，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历程与中国未来30年现代化趋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

2018-2020。 

林毅夫，新时代黄埔区广州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研究，企事业委托项目，2019-2020。 

任晓猛，国际竞争新形势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新技术创新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19-2021。 

王    勇，宁波“246”万千亿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要素保障研究，企事业委托项目，2020。 

王    勇，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与对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20-2023。 

徐佳君，支持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的南南研究合作项目，境外NGO课题，2019-2021。 

徐佳君，推动开发性金融研究网络促进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境外NGO课题，2020。

徐佳君，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潜力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海外合作项目，2020。 

徐佳君，开发性金融高质量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与研究，企事业委托项目，2020。 

徐佳君，对开发性金融机构潜力的实证研究，企事业委托项目，2020。 

徐佳君，新形势下推进中国与世行合作课题研究，企事业委托项目，2020。 

徐铭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微观机制研究：理论分解、实证量化和政策应用，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2021-2023。 

徐铭梽，Anxiety or Pain? The Impact of Tariffs and Uncertainty on Chinese Firms in the Trade 

War，北京大学国际战略合作伙伴项目基金。 

颜建晔， South-South Global Thinkers-A Global Coalition of Think Tank Networks for SSC，海外

合作项目，2020。 

颜建晔，基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构建与模拟预测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20-2023。 

颜建晔，“新冠肺炎”引发的公共卫生信息与资源应急管理及对经济的长期影响研究，北京大学校级项目。 

于    佳，尼日利亚卡杜纳项目，海外合作项目，2019-2020。 

于    佳，广东省对非合作的比较研究，企事业委托项目，2020。 

于    佳，以维嘉工业园为依托——助推几内亚经济发展，企事业委托项目，2020。

于    佳，以应用场景构建世界级新经济产业集群的路径研究，企事业委托项目，2020。

于    佳，“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科技园区合作路径和策略，国内其它国际合作专项，2020。

于    佳，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成功模式探讨与落地建议（内部），企事业委托项目，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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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兰，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良性互动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19-2022。

王可第，基于市场培育视角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示范效应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20。 

郑    洁，环境保护、经济增长与发展战略：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20。 

■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出站博士后就业去向 

李欣泽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 

刘政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任晓猛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杨子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赵秋运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 

赵祚翔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朱   兰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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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情况

林毅夫教授、王勇副教授荣获第八届高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2020年

林毅夫教授、付才辉研究员获得北京市第十六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20年

徐佳君助理教授的著作《国际发展领域超越国际

霸权》荣获第八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2020年8月

林毅夫教授2017年发表于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中国经济与商业研

究》杂志）第十五卷第一期的“Industrial policies for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论文荣获《中国经济

与商业研究》2020年度最佳论文奖

2020年12月

尤炜助理教授获留美经济学家协会邹至庄最佳经

济学论文奖荣誉提名奖

2020年

朱兰博士的项目《中等收入转型特征与路径：基

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获第9批《中

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出版资助

2020年

王可第博士论文《政商关系转型与中国企业创

新：论政府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获南开大

学2020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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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8日，由北京大学、新疆财经大学

主办，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新疆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承办，经济研究杂志社、China & World 

Economy杂志社支持的新结构经济学前沿研讨会在

新疆财经大学隆重举行。本次研讨会以“线上+线

下”的方式举行，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的学者、学子

参会。

新结构经济学前沿研讨会

2020年8月27日下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在线上组织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宏观与增

长领域学科建设与合作闭门会，林毅夫院长、院内师

生、新结构经济学各研究联盟成员单位负责人、宏观

与增长领域资深学科带头人共70余人参会，学术副

院长兼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王勇主持会议。

第二届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讨会

2020年9月26日，第二届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

讨会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本届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新

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联合主办，西安交通大学新

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承办，并获得《中国工业经

济》、China & World Economy、Economic 

Modell ing、《当代经济科学》、《西安交通大学

学报（社科版）》等期刊支持，来自国内外数十所院

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青年学子与相关领域政策

实践者参会研讨。

第七届新结构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2020年7月1-3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成功在线上举办第七届新结构经济学夏令营。本届夏令

营旨在向来自全国各高校的40名优秀本科生介绍新结

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与学术研究、政策实践前沿成果。

首届长三角地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合作
发展研讨会

2020年7月26日下午，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和绍兴文理学院新结构经济学长三角研究中心

主办的“‘十四五’期间绍兴市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

长三角地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合作发展研讨会”

在绍兴文理学院商学院举行，长三角地区六家联盟成

员单位负责人与代表就长三角地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中心）建设情况与加强区域内学科、学术与实践

合作进行深入探讨，并达成初步共识。

 全国新结构经济学课程设计与教材建设研讨会预备会议

2020年6月6-13日，“全国新结构经济学课程设计与教材建设研讨会

预备会议系列”线上线下研讨会在南昌大学举行。研讨会由新结构经济学

金课联盟秘书处（筹）、南昌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筹）、全国新结

构经济学课程设计与教材建设研讨会筹备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课程教材与报告案例研发中心主办，来自海内外上百所高校的数百位师

生在会上探讨了每一门课程建设与教材编写的思路。

2020年6月22-25

日和11月3-5日，开发

性金融工作小组国际研

究倡议(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itiative of 

DFI Working Groups)

举行线上中期和终期

汇报会。两次汇报会

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

济学研究院主办，法

国开发署、福特基金

会、国际发展金融俱

乐部资助，波士顿大

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

协办，来自全球各国

的40余位学界、政策

界代表参会。

开发性金融研究网络线上中期和终期汇报会

—— 学术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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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宏观与增长领域学科
建设与合作闭门会

2020年9月20日下午，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吉林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新

结构经济学国际贸易领域学科建设网络研讨会隆重举

行，来自国内多所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学者先后就国际贸

易领域的研究、人才培养、合作方向等议题发言探讨。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宏观与增长领域学科
建设与合作闭门会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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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7日下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联合主办新

结构经济学能源与环境领域学科建设研讨会，来自

国内多所高校与科研院所的100余位学者、学子探讨

了新结构经济学能源与环境领域学科体系建设与融

合发展议题。

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暨武汉大学经济发
展研究中心2020年学术年会

2020年11月11-13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院、武汉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

合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世界经济》、《数

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10家著名

学术期刊支持下，在湖北宜昌召开“新结构经济学专

题研讨会暨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学术

年会”。

第一届新结构金融学前沿研究研讨会

2020年11月21-22日，由《经济研究》杂志社支

持，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一届新结构金融学

前沿研究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

第十四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新结构经济
学分论坛

2020年11月22日，第十四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

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召开，北京大学新结构

经济学研究院协办新结构经济学分论坛，学术副院

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王勇，博士后文永

恒、蔡嘉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生吴紫薇

参会。

第二十届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新结构

经济学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专场

2020年11月27日，第二十届中国国有经济发展

论坛之“新结构经济学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专场在

北京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

研究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北京大学新

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联合举办。

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新结构经济学专场

2020年12月5日下午，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新结构经济学专场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深圳）召

开。会议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颜建晔副教

授、博士后文永恒主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博士后朱欢、博士生金伟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南开

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和上海大学等院校的9位学

者分别报告论文，并就新结构经济学的前沿研究议题

展开讨论。

第七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2020年12月12-15日，为期四天的第七届新结构

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在线上举行。研讨会主题为“对过去

40年经济转型国际经验的反思”，近50位国内外前沿

学者就“中国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开放与经济增

长”、“政治经济与经济改革”、“转型期与新兴经济体

的金融产业升级”四个专题在线上交流讨论。

1817

新结构经济学能源与环境领域学科建设
研讨会

2020年11月15日下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与南昌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联合举办新结

构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网络研讨会，120余位

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智库的嘉宾探讨了区域

经济学相关议题。

新结构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网络
研讨会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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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国际学术顾问委员会会议

2020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召开第三次国际学术顾问委员会会议。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学术副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王

勇主持会议，学术顾问委员会各位成员为研究院未来

发展提出了中肯建议。出席会议的委员有：圣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约瑟夫·吉布森·霍伊特资深教授Michele 

Boldrin；剑桥大学准教授Ha-Joon Chang；普林斯顿

大学雅各布·瓦伊纳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Gene M. 

Grossman；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CO 25经济学讲

席教授Charles Jones；圣母大学大卫.F和艾琳.M.森基金会经济学讲席教授Joseph Kaboski；首尔大学经济学教授

Keun Lee；拉丁美洲与加勒比经济协会(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LACEA)理事长、

Santiago Levy；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Kiminori Matsuyama；哈佛大学客座教授Celestin Monga；芝加哥大学全球冲突

研究David L. Pearson杰出服务教授、诺贝尔奖得主Roger Myerson。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金融市场总监

Stephany Griffith-Jones教授、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赛格尔家族杰出教授王平以邮件形式对研究院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 新结构经济学系列研讨会、国际发展论坛 ——

■ 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系列研讨会

“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系列研讨会”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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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共组织9期学术研讨会：

演讲人                                                  主题

Joel David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师

Risk-Taking, Capital Allocation and
Optimal Stabilization Policy

第95期
10月16日

Aleksandar Andonov 
阿姆斯特丹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The Subsidy to Infrastructure as an Asset Class第96期
10月23日

■ 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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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共举办1期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发展论坛：

演讲人                                                              主题

Holger Wolfgang Sieg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Controls on Urban Fiscal
Policie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in China

第97期
10月30日

Ana Maria Santacreu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师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A Gravity Approach

第98期
11月6日

Jonathan Dingel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Spatial Economics for Granular Settings 第99期
11月13日

Gabriel Kreindler
哈佛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Women’s Urban Mobility Barriers: Evidence from
Delhi's Free Public Transport Policy

第100期
11月20日

Stephen J. Redding 
普林斯顿大学Harold T. Shapiro*64
经济学教授

International Friends and Enemies第101期
11月24日

Ron Kaniel，罗切斯特大学
Jay S. and Jeanne P. Benet 金融学教授

Intermediate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Compensation, and Career Prospects

第102期
11月27日

艾恒杰
明尼苏达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Capital Allocation and Risk Sharing
第103期
12月7日

演讲人                                                             主题

Seung-mo Choi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for Sub-Saharan Africa:
A Difficult Road to Recovery

第37期
12月18日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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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政策实践 ]

—— 国内智库 —— 

国内智库部的核心工作是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帮助各级政府及产业组织开展地方的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实践与应用。2020年，国内智库部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和智库传播，在知名报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9篇，专访文章

2篇，接受采访并发表文章4篇，主题报道1篇，录制多期电视台节目。部门于2020年完成课题4项，研究中课题5

项，在筹课题3项，依托成果发表学术论文1篇。2021年，国内智库部与企业发展部合并为国内发展合作部。

国际发展合作部的核心工作是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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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引导中国轻工业企业转移到海外促进发展中国家

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互利共赢。2020年，国际发展合作部重点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国内国外同推动”的

研究类项目与国别咨询类项目。团队一方面开拓5个国内有国际合作需求的课题与项目，承接外交部、科技部、广

东省的研究课题以及成都市新经济项目和国家电投非洲园区落地定位的项目。另一方面推进国别咨询类项目，举行

线上路演、制作招商引资手册、对接行业协会和主要目标企业，待疫情常态化后迅速推动项目落地。

广东：广东省对非合作的比较研究

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外贸及制造业的大省受国

内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影响需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而非

洲现可利用当地比较优势推进工业化发展，这不仅为

中国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企业前往非洲进行产业转移

提供了良好契机，也进一步表明广东省在对非合作中

有巨大的潜力。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发展合作部因对非

洲各国有相对充足的了解、丰富的经验及第一手的调

研数据，故可帮助广州省政府实现便利、顺畅的粤非

地方政府政策沟通、释放广东省潜在潜能，促进粤非

双方最大程度的合作共赢。

成都：以应用场景构建世界级新经济产业集
群的路径研究

本项目是集政策实践与理论研究于一体的课题项

目，旨在通过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深入研究和分析成都

市新经济产业发展的现状、目标及愿景。以新经济培

育新动能，依托“应用场景” 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

助推成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既有侧重学理

的关于新经济发展范式解构的研究讨论，也有针对成

都市关于如何以“应用场景”为牵引，深化成都新经

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及实践。在学理讨论中，本课题将

重点探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新经济的内涵与趋势以

及新经济的要素禀赋特征。在政策实践方面，本课题

将以成都为载体，践行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所

提出的城市发展政策建议。

科技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科技园区合
作路径和策略

科技创新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合作

的重要部分。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深入发展

的背景下，用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国际共

识，这需要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力推动科

技创新合作。这不仅是“一带一路”参与国家迫切

需求，也是我国发展科技，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的需

要。本课题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相结合的综合性

研究，采用以研究问题为核心的跨学科研究视角和

方法，将结合文献与实际案例，采用定性分析，依

托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发展合作部已有的对国内园区

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园区的研究基础，结合相

关合作部委如科技部的一手材料，结合各方面的资

料和数据来源，并配合一定的补充访谈调研，完成

研究。最终形成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和落地效应的科

技园区合作路径和政策建议。

外交部：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成功模式探
讨与落地建议

为了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洲投资的健康发展，在非

洲的工业化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本课题将在广

泛开展调研的基础上全面梳理我国民营企业在非洲工

业园区的投资和经营中的经验与教训；并向政府有关

部门提供政策建议，更有效地协调大型国企、金融机

构与民营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和经营。

2221

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建设路径举
措研究

受河北省商务厅的委托，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课题组对

雄安新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建设路径开展了课题研究。研究依

托目前政策中较为明确的雄安新区产业定位，结合河北自贸

区建设机遇，通过进一步明确雄安新区定位产业的全球产业

发展趋势和分布情况，针对性提出雄安新区开放的重点领域

和相关举措。目前课题已经形成最终成果。

绍兴市：高质量发展系列研究

在绍兴市政府的参与和支持下，新结构

经济学研究院与绍兴文理学院共同成立了新

结构经济学长三角（绍兴）研究中心。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院依托这一中心，主要开展三

项研究。一是绍兴市转型升级研究报告，主

要面向绍兴市“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升级产

业、提高收入提出发展方向和相应的政策建

议；二是绍兴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研

究，重点聚焦绍兴市“融杭、联甬、接沪”

的区域发展战略，提出如何更好与三市联动

发展的策略；三是绍兴与国内外开展产能合

作的相关研究，梳理绍兴市可能向国内外转

移的部分传统产业生产环节，推动绍兴产业

“腾笼换鸟”。

2020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已完成

绍兴市“‘融杭、联甬、接沪’区域发展战

略研究”与“绍兴市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升级研究”两项课题，“新发展格局下绍兴

新旧动能转化研究”、“疫情常态化影响下

绍兴参与中非合作的重点领域研究”两项课

题正在进行。

广州市：新时代黄埔区广州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研究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课题组受广州开发区委托，立足新

结构经济学对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理念的认识，探讨在全国

发展前列、已初步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的广州开发区如何进一

步开展产业升级，推动创新发展的路径。该研究已于2020

年完成。

象山县：象山县推进汽车零部件和模具产业改造
提升实施方案/象山县推进针织服装业改造提升实
施方案

2020年，国内智库部团队多次赴象山县，开展“象山

县推进汽车零部件和模具产业改造提升实施方案”与“象山

县推进针织服装业改造提升实施方案”课题调研工作。

国内智库—— 地方政府合作研究项目

研究类项目

—— 国际发展合作 ——

■ 省部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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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项目

以维嘉工业园为依托——助推几内亚经济发展

本课题依托几内亚铝电项目所建立起的配套港口、电力等基础设施，探讨如何通过维嘉工业园的开发，助推几

国工业化发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将几国的铝电项目——工业园开发打造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示范

工程。本课题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依据几内亚的要素禀赋，围绕维嘉工业园开发对几内亚、非洲以及中国自

身发展的意义展开深入研究。此外，借鉴三方合作的模式和境内外园区的开发经验，整合全球发展资源，共同推动

几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贝宁：新结构经济学助力贝宁依托工业园区实现
经济结构转型

贝宁项目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团队首个独立承担的集

GIFF理论和招商引资落地于一体的国别咨询类项目，于

2016年底启动，2019年初提交报告，完成龙头企业投资的

谈判工作。2020年12月30日，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

士率贝宁项目经理、博士后Kokou Wotodjo Tozo，项目研究

专员Marianne Männlein、李晨妹及运营助理王晴岚与贝宁

总统府、财政部等政府官员及行业专家举办项目结题会，汇

报了贝宁项目终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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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兹别克斯坦项目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团队承接的首

个中亚地区国别咨询项目，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总结中国成

功鞋业集群经验、为乌兹别克斯坦的鞋业发展和工业园区发

展提供评估和政策建议、招商引资落地。2020年1月10日、1

月13日，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率国际发展合作部全

体成员分别拜访中国皮革协会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与协

会各部门专家就新结构鞋业集群与纺织业的研究及海外落地

项目沟通交流并达成进一步合作共识，为乌兹别克斯坦招商

引资落地做好前期工作。

2423

国别咨询项目

尼日利亚卡杜纳：新结构经济学帮助尼日利亚
卡杜纳地区振兴皮革和纺织产业

该项目为尼日利亚卡杜纳州政府委托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开展的发展咨询项目，在卡杜纳州州长H.E.Mal-

lam Nasir El-Rufai的大力推动下，双方签订了合作协

议，旨在促进当地的棉业纺织制衣以及皮革制鞋业的快

速发展，创造就业和外汇，实现早期工业化。项目于

2019年10月启动，主要内容包括为卡杜纳州提供有关产

业发展的建议，并辅助产业发展实践活动。2020年3月

11日，林毅夫院长、常务副院长徐佳君对卡杜纳项目报

告中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进行指导。4月3日，团队已成功将卡杜纳项目的报告交付给卡杜纳州政府。4月27日，在

国际发展合作部的牵头下，中国皮革协会与尼日利亚卡杜纳州政府在线上召开了皮革产业发展讨论会。三方就共同

推进中尼皮革产业的发展与合作展开了交流。

■ 发展中国家政府发展战略与政策咨询建言

2020年7月30日，于佳主任应南非政府与经济日报社驻南非记者站邀请，以中方专家身份在南非“零基和性别

敏感预算”部长级研讨会上介绍中国政府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制定与执行五年规划的经验，收到南非联合执政

与传统事务部部长德拉米尼-祖马与经济日报社专函致谢。此外，国际发展合作部频繁与发展中国家政府交流，为

发展中国家发展建言献策。

国际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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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林毅夫教授参加了以下重大社会经济决策会议，为中央政府献策建言：政协经济委员会第一季度经

济形势座谈会(2020年4月17日)、中央统战部党外人士“十四五规划”座谈会(2020年4月21日)、全国政协十三届

常委会第十次会议(2020年5月18-19日)、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2020年5月21-27日)、政协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2020年6月21-24日)、国务院参事室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与全国政

协第二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2020年7月16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2020年8月24日)、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2020年8月27日)、政协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2020年11月

8-11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分党组第十五次（扩大）会议暨主任会议（2020年11月11日）、“十四五”规划

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2020年12月7日）。院内其他教师、研究员也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建言献策。

2020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发表智库报告及提案情况如下：

■ 《讲给企业家的新结构经济学》研修教材

《讲给企业家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企业发展部应用新结构经济学企业自生

能力和五大产业分类等理论，面向企业家开发的精品培训教材。它秉承新结构

经济学“知成一体”的实践哲学理念，致力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通俗化和可

操作化，为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强化企业竞争能力提供学以致用的思想工

具和操作方法。同时，企业发展部坚持“知成一体”和“强本固元”的理念，

不断完善新结构产业经济学与企业发展理论，形成较为完善的分析企业发展的

方法论和工具，部门研发了《新结构企业理论：反思企业理论思潮的一个分析

框架》（由赵秋运、刘长征、翁东辰和魏智武共同撰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年来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及民营企业案例》（由赵秋运、刘长征、马

金秋共同撰写，并被编入《中国道路与民营企业发展》），从产业和企业视角

对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初步拓展。 

■ 新结构经济学产业发展论坛

新结构经济学产业发展论坛作为企业发展部的旗舰项目之一，旨在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对产业转型和企

业发展提出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建议，并通过邀请典型行业的企业家或企业高层人士走进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举办新结构产业发展研讨会，开展产学研交流，为产业转型和企业发展提供所需的方法论和理论工具。

■ 新结构经济学五大产业案例报告

企业发展部基于新结构经济学企业自生能力和五大产业甄别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多家企业进行走访、调研和交

流选定了五家典型企业并进行案例分析：《新结构经济学企业发展案例之一(领先型)：格力空调》、《新结构经济

学企业发展案例之二(换道超车型)：小米集团》、《新结构经济学企业发展案例之三(追赶型)：吉利集团》、《新结

构经济学企业发展案例之四(转进型)：华坚鞋业》、《新结构经济学企业发展案例之五(战略型)：中国中车》。

■ 新结构经济学产业发展研修班

新结构经济学产业发展研修班是由企业发展部牵头负责的精品培训项目，也是企业发展部的旗舰产品之一。本

研修班依托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雄厚的师资力量，辅以企业界优秀实践专家团队，专为企业家、企业战略规划与金

融机构行业研究员、智库研究人士及企业高层管理者量身打造。研修班于2020年11月立项，并启动招生。

提
案

智
库
报
告

《新冠肺炎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参与编写）

《关于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

《对202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三点思考》

《在世界经济衰退中防范再次发生全球危机》

《关于实施更大范围消费券发放的建议》

《未雨绸缪，防备全球金融或经济危机再次爆发》报告

《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关于加快深度贫困地区就业扶贫，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关于推动新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向中西部转移过程中的困难、问题及

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与中非产能合作的建议

林毅夫

林毅夫

林毅夫

林毅夫

林毅夫、沈艳

林毅夫、范保群等

林毅夫

林毅夫，黄斌等

林毅夫，黄斌等

林毅夫，黄斌等

赵秋运

作者 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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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发展实践 —— —— 中央政府重要决策咨询 ——

企业发展部的核心工作旨在应用新结构经济学企业自生能力和产业分类发展等理论原理，面向企业家、企业高

管、行业协会和战略规划人士等群体开展培训和产业发展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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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企业发展部立足新结构经济学产业转型与企业发展理论研

究，撰写《讲给企业家的新结构经济学》讲义，进行新结构产业经济学与企业发展理论研究并形成初稿，开展5个

政策实践项目，主要聚焦研究我国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中原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发展问题、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发展趋势。2021年，企业发展部与国内智库部合并为国内发展合作部。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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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机构，大网络 ]

——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合作单位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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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以“自主理论创新，引领学

科发展”为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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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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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5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正式成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任联盟理事长，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副教授任联盟秘书长。联盟现有理事单位21家、意向单位10家、观察单位10

家、合作单位14家。

2020年6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启动“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十四五’规划思路与编制方法”系列直播课程，

全系列通过北京大学多个新媒体账号对外直播，累计点击量达数百万。

高水平地区区域一体化专题研讨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地方高质量发展战略：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操作手册”

“十四五”期间地方创新发展战略与创新服务
体系建设路径

中国对外投资和新结构视角下的三方合作实践

从中国工业化进程来看“十四五”规划的产业
转型发展路径

中国未来十年产业升级的机遇与挑战：新结构
经济学的视角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黄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内智库部主任）

黄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内智库部主任）

于佳（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

赵秋运（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企业发展部副主任）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

6月28日

7月5日

7月12日

7月19日

7月26日

8月2日

主讲嘉宾

宁波诺丁汉大学、

宁波市发展规划研究院

云南财经大学

绍兴文理学院、绍兴市政府

浙江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大学

华沙大学（波兰）

兰州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广州大学

江苏大学

南京审计大学

上海大学

南京市人民政府、江苏省知识

产权局、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江苏大学

中山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宁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云南财经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绍兴新结构经济学长三角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华沙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西安交通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广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江苏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南京审计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哈工大（深圳）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

所在机构 理事单位名称 挂牌时间

1

2

3

4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

西藏大学

吉林大学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新结构金融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西藏大学分院

吉林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2015年12月14日

2017年3月22日

2017年9月30日

2018年4月21日

2018年6月21日

2018年7月16日

2018年10月11日

2018年10月14日

2018年12月8日

2019年5月26日

2019年5月27日

2019年6月19日

2019年6月28日

2019年9月18日

2019年11月3日

2019年11月9日

2019年11月10日

2019年12月25日

2020年4月20日

2020年11月21日

2020年11月22日

所在机构 理事单位名称 挂牌时间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理事单位名单(截至2020年12月)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意向单位名单（正在筹备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院）：南开大学、南昌大学、河

南财经政法大学、兰州财经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新疆财经大学、重庆工商大学、河海大学、辽宁大学、西南财

经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观察单位名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大学、厦门大学、 

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大学、内蒙古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合作单位名单：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数据合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互选

博士生导师、共建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调研合作）、北京大学田刚院士

团队（数理建模合作）、中科院郭雷院士团队（数理建模合作）、山东大学彭实戈院士团队（数理建模合作）、 

《经济评论》（新结构经济学专辑）、《经济学（季刊）》（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三十周年新结构经济学专

辑）、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新结构经济学与农业发展研讨会）、China Economic Review
（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香港科技大学（联合组织研讨会等学术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新结构经济学教材与

专著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新结构经济学教材与专著出版）、河北省河间市（新结构经济学教育基地）。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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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发展”系列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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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GReC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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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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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9

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揭牌

2020年4月20日，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揭牌仪式在南京江北新区举行。这是我国首家运用新

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理论和政策

实践研究的专门机构。

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中心揭牌

2020年11月21日，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新

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也在本次会议上举

行，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院长林毅夫教授致辞，中山大学文科处处长李广众、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陈玉罡教授、朱书尚教授主持，林

毅夫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周皓、中

山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一林、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徐佳君发表主旨演讲。广州市

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建华、中山大学副校长李善民、

广东省政协经济委主任王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党委

书记谢曼华、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余劲松、新

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等嘉宾出席本次会议。

深圳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揭牌

2020年11月22日，深圳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

院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挂牌成立，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与深圳市领导、哈工大（深圳）

校领导为研究院揭牌，哈工大（深圳）常务副校长甄良

向林毅夫教授颁发哈工大（深圳）荣誉教授证书，向新

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

秘书长王勇颁发哈工大（深圳）特聘教授证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第三次学科建设会

2020年12月12日下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

全体理事单位以及部分意向单位、观察单位、合作单

位的负责人、学科带头人共同参加了“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联盟第三次学科建设会”，对研究联盟过去工作

进行回顾与总结，深入探讨了在学科建设中所遇到的

问题以及未来工作与合作机制。与会专家就进一步加

强联盟单位的有效合作、共享资源、推动新结构经济

学学科建设发展等方面达成诸多共识。 为凝聚和提升团队向心力、战斗力、核心竞争力，实现研究院愿景和战略目标，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每年举行

多场活动，旨在明晰团队当年发展目标和规划，帮助团队建立起在共同愿景激励下各抒己见、批评与自我批评、群

策群力的团队文化。

2020年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党支部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扎实的党建活动：2月，组织支部党员开展自愿

捐款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党支部共计约20名党员和群众参与了捐赠；6月，组织党员同志观看

首场高校组织战“疫”示范微党课，8位党员同志书面分享了学习心得和体会；以“全面小康、与爱同行”为主

题，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组织党员同志观看北京大学七一表彰大会；11月，与国发院教师党支部联

合主办主题为“环境与能源研究与政策展望”系列研讨会，结合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探讨我国在环境和能源领域的相关政策和研究问题；12月，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专项融资部第一党支部

开展联合党日活动，聚焦“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交流党建经验。

[ 团队建设与党建工作]

[ 行政管理 ]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设有行政管理部，包含人力、财务、科研、外事、教务、传播、智库运营等板块，旨在为

研究院吸引招纳优秀人才，保障财务有条不紊，促进日常工作有序开展，支撑科研、教学、智库活动顺利进行，维

护对外关系，树立塑造研究院形象。2020年度，行政管理部致力于通过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提供全方位、多层

次、专业化的服务，推动部门间密切合作和高速稳定发展，以高效认真和积极热忱的态度，为研究院成为引领国际

发展思潮的学术研究基地和世界一流的旗舰型智库机构提供强有力管理支持和机制保障。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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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院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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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0年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的初创期，研究院搭建起了“一体两翼一支架”的组

织架构，学科建设初具雏形，学术研究、教学、发展

政策实践初有进展，国内外学术共同体初具规模。

2021-2025年是研究院“固本强元”的关键奠基期，

进入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阶段，即推动新结构经济

学结构革命，深化新结构经济学各个子学科的学科建

设的第一个五年。研究院全体同仁将把握“这是一个

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

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机遇，从新结

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长远愿景出发，布局未来五年的

关键着力点，开创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新局面。

在学术科研层面，研究院将进行整体布局，聚焦

于学科建设的关键研究议题，通过成立学科建设工作小

组、加强新结构经济学联盟内部合作等举措推进工作。 

在博士生项目层面，（一）选拔与培养真正高水

准国际化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接班人，努力打造成

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博士项目；（二）“以研促学，教

学相长”，推进相关领域学术科研；（三）结合研究

生教学陆续推出相关领域的新结构经济学文献综述、

课程讲义与研究生水平的中英文教科书。通过接纳交

流访问博士生和访问学者、客座授课、组织慕课等方

式扩大已有博士课程的教学范围与效果。 

在本科生教学层面，（一）充分利用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和本院优势，打造国内最好的本科经济学精

英班和新结构经济学本科教学基地；(二)进一步夯实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的日常教学、工作机制

建设，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五年规划建设一整套

新结构经济学本科课程、教材体系。

■ 国内发展合作部
2021年初，原国内智库部与企业发展部合并成立

国内发展合作部。国内发展合作部的核心工作是在新

结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助力各级政府及产业组织实

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践与应用。2021年，国内发

展合作部将以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为核心，面向

中国各级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开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的政策咨询、理论实践与培训服务，助力国内各级地

方政府落实“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

合，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达成

“知成一体”的目标。

■ 国际发展合作部
2021年度，国际发展合作部针对已开展的国际项

目准备了两版方案（国际差旅正常化情况下的推进方

案与差旅管控下的方案）。对于新拓展的项目，部门

2021年度的工作重点为（一）努力将部分现有项目升

级为中长期合作项目；（二）利用好多方基金的支

持，拓展新的三方合作项目。

2021年度，行政管理部将进一步完善各种规章制

度，继续为研究院各部门提供全方位、多层次、专业

化的服务，维持科研、教学、智库活动和日常工作顺

利进行，推动部门间密切合作和高速稳定发展，以高

效认真和积极热忱的态度，为研究院成为引领国际发

展思潮的学术研究基地和世界一流的旗舰型智库机构

提供强有力管理支持和机制保障。

发展政策实践

行政管理

2021年展望

科研教学

4月/5月

产业升级与宏观增长研讨会

与对外经贸大学联合举办 

4月/5月

产业升级相关的实证研究学术

会议

与对外经贸大学联合举办

4月9日

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

（林毅夫班）校内宣讲

北京大学

6月中旬

“以应用场景构建世界级新经

济产业集群的路径研究”项目

结题会

北京

6月18日

开发性金融专题研讨会

北京大学

6月下旬

新结构经济学夏令营

北京大学或线上举行 

6月28-30日

第三届中国宏观经济国际

年会 (CICM2021)

北京大学博雅国际酒店 

9月

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

（林毅夫班）开学典礼 

北京大学

11月中旬

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

年会（视疫情情况而定） 

北京 

12月12-14日

第八届新结构经济学

国际研讨会 

北京大学

12月15日

第四次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学术顾问委员会会议 

北京大学

待定

贫困与收入分配研讨会 

南开大学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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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9日 林毅夫教授作为中方代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教育的未来”视频会议并发言。 

 3月20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研究员谌文博士、项目研究专员李晨妹、项目研究专员吴昕月

及项目运营助理王晴岚与招商港口相关代表举行电话会议，就未来关于走出去的行业研究和落

地海外园区的潜在合作进行沟通。 

 3月25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为四川师范大学师生开展题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地方发展战

略”的线上讲座，详细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方法在地方实践中的应用。 

 3月28日20时 林毅夫教授以“新结构经济学和迎接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时代的到来”为主题在“北

大云开讲”平台上开设直播课。该直播课通过抖音、快手、B站、央视频和腾讯微视同步直

播，直播点击量逾130万。 

 3月31日 林毅夫教授参加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全球金融市场与经济形势分析网络视频会，并以

“中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4月2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应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邀请，在“电力国际汇大讲堂”公益课堂

上以“中国对外投资和经营中的文化融合以及能源行业案例分析”为题做线上讲座，并与专

家、业内人士和观众交流互动。 

 4月8日 林毅夫院长作为中方代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教育的未来”国际顾问视频会议并

发言。 

 4月17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项目研究专员李晨妹、项目研究专员吴昕月、项目研究专员

Marianne Männlein及项目运营助理王晴岚与招商港口投资发展部的相关代表进行了电话

会议。双方就贝宁、尼日利亚及塞内加尔的产业发展情况及未来与中国的产业合作空间交流

沟通。 

 4月23日 王勇副院长应《中国经营报》邀请，在世界读书日当日以音频形式向读者推荐“产业政策：总

结、反思与展望”， 向读者详细介绍了我国产业政策这一重要而极具争议性的议题。 

 4月24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北京大学“十四五”人文社科发展规划征求意见会议并发言。 

 4月24日 林毅夫院长作为中方代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教育的未来”国际顾问视频会议并

发言。 

 4月24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应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邀请，以“非洲能源国际合作及疫情应

对”为题在相关活动上做线上发言，深受好评。 

 4月27日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牵头召开皮革产业发展讨论视频会，国际发展合

作部主任于佳博士主持会议，尼日利亚卡杜纳州政府代表Jimi Lawal参事、中国皮革协会陈占

光秘书长与三方团队参会，就共同推进中尼皮革产业的发展与合作深入交流。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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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4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北京大学建校122周年庆祝活动暨“疫情重袭后的全球治理”理论研讨会并

发言。 

 5月4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邀请，接受以“新冠疫情对非洲的影响

及中国投资人会不会对此丧失信心”为主题的法语采访，采访内容在CRI官网及Facebook上同

步播出，深受好评。

 5月15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后疫情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形势”研判会并发言。 

 5月15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朗润.格政：《消费券的中国实践》研究报告

发布会”，并做主旨发言。 

 5月16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印度The Nudge Foundation主办的"Charcha 2020: Economist Panel Plenary: 

Indian Economy - Recovery through Inclusive Growth"活动并发言。 

 5月27日 于佳博士应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邀请，会见该组织亚太区总代表刘萌女士，为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院加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助力实现联合国SDG行动平台”做准备。 

 5月27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随北京市委宣传部产业处调研腾讯、阿里巴巴、知乎等数字经济企业

的北京总部。 

 5月28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地中海中国(ChinaMed)及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合办的"The 

Future of the BRI in the Post-COVID World"会议并发言。 

 5月28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应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邀请参加中国——南非专家网络

视频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主要关注疫情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南关系。于佳博士在会上

发言评估疫情对非洲的影响，并为中国、南非在疫情后的合作机遇建言。 

 5月29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第九届新时代中国青年经济论坛，并以“新冠肺炎疫

情和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为题做主旨发言。 

 5月30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北省改革办、湖北省发改委、

湖北省经济学会、武汉大学联合主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

讨会——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湖北‘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并做主旨演讲。 

 5月30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受林毅夫院长委托，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参加自然资源战略发展

研究院成立大会并致辞。双方还探讨了未来可能的合作领域。 

 5月31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中心（筹）联合主办的“新结构经济学推动成渝经济圈建设”专题讲座，并做主旨发言。 

 6月2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研究院谌文博士、项目研究专员李晨妹、项目研究专员吴昕月

及项目运营助理王晴岚与中共广东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相关代表召开视频会 议。双方围

绕海外工业园区的发展情况与广东省在对非合作中的潜力、挑战等议题进行了交流沟通。 

 6月3日 林毅夫院长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会见了来访的绍兴市人民政府市长盛阅春一行。双方就绍兴市近

年来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话题展开交流，并明确了绍兴文理学院新结构经济学长三角研究中心

今年的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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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5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北京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中国产业升级》新书发布会并做

主题发言。 

 6月8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纪念谭崇台先生诞辰100周年暨第二届新时

代发展经济学论坛”并做主题发言。 

 6月8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主办的"Complexity Creates Markets Work-

shop"并做主题发言。

 6月11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应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和中国企业联合会邀请，参加“全球契约

助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企业座谈会”，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在“一带一路”国家开

展的国际合作项目，沟通与联合国机构合作事宜。 

 6月27日 林毅夫院长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2020届毕业典礼上以“这是全世

界更需要智慧和团结的时刻”(This is the Moment When the World Needs More Wisdom and 

Cooperation than Ever Before)为题发表演讲。 

 6月30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未来”国际委员会会议并发言。 

 7月1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项目研究专员吴昕月应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邀请，与该组织亚

太区总代表刘萌女士及其团队举行电话会。双方详细探讨了时尚产业全周期可持续发展模式、

非洲开发银行Fashionomics项目框架、全球三方合作的相关概念、与国际智库工业园发展实践

项目的协同效应。双方一致期望未来能通过更加深入的沟通和交流，拓展合作的切入点与契合

点，通过形成可持续时尚框架，推动全球可持续时尚发展倡议，并以非洲时尚产业工业园为具

体抓手，推动旗舰项目的落地。 

 7月3日 林毅夫院长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

蒂格利茨在线上演讲并展开对话CGTN主持人王冠担任主持。 

 7月6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梅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主办的高级区域领导人论坛，并做主旨发言。 

 7月6日 助理教授徐佳君受邀参加Finance in Common Summit执行委员会会议，探讨开发性金融研究

重要议题，沟通峰会组织与举办事宜。 

 7月7日、17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拜访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与宋无尘秘书长、杨涵副秘书

长商讨举办“绍兴市医疗产业发展闭门研讨会”的具体细节。 

 7月15日 助理教授徐佳君受邀参加财政部组织的世界银行技援项目子课题二“新多边开发机构与现有多

边开发机构合作研究”课题结项评审会。 

 7月19日 王勇副院长应邀出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组织的“一带一路”内部研讨会。 

 7月20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美二轨经济对话活动并发言。 

 7月22日 林毅夫院长在英国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主办的“全球发展及政策前

景”线上夏令营中以“经济发展及新结构经济学”为题授课。 

 7月22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顾问委员会(United Nations High-level Advisory 

Board on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主办的《更好地复苏：经济和社会的挑战和机遇》新书

发布会，参与发言及讨论。 

 7月24日 王勇副院长应邀出席由世界银行组织的"EAPCE CHINA 2049"会议，并以"Strategy for 

Technological Upgrading"为题作报告。 

 7月27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攀枝花市政府主办的“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暨攀枝花全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讨会”，并做主旨发言。 

 7月28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全国工商联主办的“2020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暨全国优强企业助推贵州发

展大会”并做主旨发言。

 7月30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应南非政府邀请参加“零基和性别敏感预算”高级别研讨会，向

与会的南非各部长、省长与150余位其他各级官员介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愿景和五年规

划的准备、制定以及执行过程，并介绍了新结构GIFF方法论的三个核心问题与六个步骤，受到

南非官员好评。 

 8月2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福建省南平市委、市政府主办，福建省委改革办、发改委、省委党校指导的

“两山”理论实践与创新高峰论坛，并以“当前内外经济形势下的生态文明与我国的高质量发

展”为题做主旨发言。 

 8月5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受英国驻华大使馆邀请，携研究员谌文、项目研究专员李晨妹、

吴昕月、李劼巍、Marianne Männlein、Montijn Huisman，博士后Kokou Wotodjo Tozo，项目

运营助理王晴岚与英国驻华大使馆代表进行线上交流会。双方就三方合作所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力等展开讨论。 

 8月12日 林毅夫院长以“疫情冲击与宏观经济形势”为题，为北京市委统战部组织的北京市各民主党派

市级领导班子培训班做讲座。 

 8月17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乌兹别克斯坦项目经理李晨妹与台湾制鞋协会会长及两位具有

40年制鞋业行业经验的专家线上交流。于佳博士及李晨妹详细介绍了项目的具体进展及纳曼干

地区发展制鞋产业的比较优势及主要限制条件，两位制鞋业专家就纳曼干制鞋业应选择哪种具

体鞋种才能最大化其优势，如何与东南亚国家在吸引产业转移方面发掘独特优势，如何帮助已

有的微型和小型企业提升效率扩大规模吸引国际订单等问题提出了众多实操性强的 建设性意

见。双方期待这些建议能加快乌兹别克斯坦更高效的发展制鞋产业。 

 9月5-6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应中信基金会邀请参加中信研究院第五届年会，并以“双循环下

‘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和机遇”为题做主旨发言。 

 9月20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应大兴区政府和金融办的邀请，参加“新国门 新金融”论坛，以

“全球产业链重整新趋势和机遇”为题做主旨发言。 

 9月22-24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项目研究专员吴昕月赴上海参加“第八届中国与亚洲纺织国际

论坛暨全球服装数字化转型峰会”与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会议期间，我方团队详细了解

了国内外纺织产业最新动态与趋势，疫情期间的应对策略，对国内国际市场的影响，纺织行业

对数字化进程、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关注情况；并与国际买家、中国制造业、行业协会等相关方

就全球三方合作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议题深入交流。 

 9月23日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副主任赵秋运博士、项目专员翁东辰、实习生魏智武在北大科技

园会见新奥集团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鞠喜林等人一行，初步洽谈新奥集团捐赠事宜。 

3635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2020-2021 年 年 报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NNUAL REPORT
2020-2021



 9月25日上午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企业发展部副主任赵秋运博士、项

目专员翁东辰、实习生魏智武在北大科技园同字节跳动公司洽谈新结构经济学新媒体推广合

作事宜。 

 9月25日下午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项目专员翁东辰拜访北大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李宇宁，沟通北大教

育基金会相关情况与企业捐赠事宜。 

 9月28日 企业发展部副主任赵秋运博士、项目专员翁东辰、实习生魏智武在科技园会见中国社会科学院

继续教育中心刘主任一行，交流了继续教育等工作的开展、运营等情况，初步沟通了双方合作

事宜。

 10月8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赴吉林大学，为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学院师生做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和吉林对策”报告。

 10月9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项目研究专员吴昕月应联合国契约组织邀请，于上海时装周期

间赴上海参加Ontimeshow绿色时尚沙龙。于佳博士在"Fashion4SDGs"可持续时尚圆桌会议上

以“三方合作助力可持续时尚发展”为题发表演讲。

 10月10 -13日 林毅夫院长随全国政协经济委赴陕西调研考察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与省直有关部门座

谈，并做企业调研。

 10月14日 王勇副院长应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邀请，在北大生科院以“新形势下我国的产业升级挑

战与机遇：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为题作报告。

 10月16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受邀赴绍兴，参加由绍兴市社科联、绍兴文理学院共同主办2020绍兴

社科院智库论坛“长三角一体化与绍兴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暨绍兴籍社科专家库成立仪

式，并在会上做“绍兴市以‘融杭联甬接沪’为先导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路径研究”主题发

言，并受聘为首批绍兴籍社科专家库。

 10月17日 林毅夫院长受邀参加第四届会稽山讲坛暨第十二届文化中国讲坛，以“新冠肺炎疫情、新发展

格局和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为题做主旨演讲。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企业发展部主任刘

长征博士陪同参会。

 10月18日 企业发展部副主任赵秋运博士为北大附中学生做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工业化进程相关

报告。

 10月19日 林毅夫院长赴上海为新开发银行做题为"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nd the Post Pandemic 

Global Economy"的讲座，并与新开发银行总裁Marcos Troyjo等座谈。

 10月19日 王勇副院长应邀出席由吉林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东北振兴发展高端论坛暨首届东北振兴南北智

库研讨会”，并以“如何促进东北产业升级的几点新结构经济学思考”为题作报告。

 10月20日上午 林毅夫院长与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学员在上海大学座谈，南昌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

班学员及教师代表线上参会。

 10月20日 王勇副院长出席由吉林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吉林省制造业集聚中心建设与吉林省国有资本运

营公司对策研究”课题开题论证会，并以“新形势下中国产业升级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新结构

经济学的视角”为题发表主旨发言。

 10月21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等主办的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并在平行论坛

一“金融合作与变革”做主旨发言。

 10月21日 王勇副院长在京出席“高价值知识产权与商业增长论坛”，并以“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知识

产权与创新研究”为题作主题演讲。

 10月21日 企业发展部副主任赵秋运博士参加高价值知识产权与商业增长论坛，发表关于如何从新结构经

济学视角理解高价值知识产权的演讲。

 10月23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教育部高教司举办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研讨会并发言。

 10月23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为阜阳市干部群众做“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十四五’规划思路与编制

方法”专题培训。

 10月23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赴莫干山参加第13届莫干山会

议，以“双循环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的新挑战和应对策略”为题做主旨发言，和与会专

家、学者深入交流。

 10月23日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实习生魏智武在北大科技园分别会见大禹节水股份公司和联想集

团企业高管人士，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基本情况，初步洽谈未来合作等事宜。

 10月24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年会并发言。

 10月26日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与办公室主任陈曦、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耿姝赴新奥集团 

洽谈新结构经济学教育发展基金相关事宜。

 10月27日 企业发展部副主任赵秋运博士为辽宁大学经济学基地班学生做“解读新结构经济学”主题

报告。

 10月27日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杨东起一行到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王勇副院长就知识产权、

创新发展等话题深入交流。

 10月28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在人社部举办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企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高级

研修班”上做“‘十四五’期间创新发展战略与创新体系建设路径”专题辅导。

 10月29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甘肃省政府召开的甘肃“十四五”规划座谈会并发言。

 10月29日 助理教授徐佳君受邀参加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研讨会，围绕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实践展

开讨论，并就研究项目进展在会上发言。

 10月29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受成都新经济委邀请赴成都参加兴隆湖论坛，并主持了“融入双

循环 铸强第四极”的圆桌论坛，同时与相关人士沟通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成都新经济委潜

在合作项目的研究计划与时间节点安排。

 10月29日 企业发展部副主任赵秋运博士参加2020中国产业领袖峰会，围绕新结构经济学与产业转型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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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0日 由联合国人居署主持，联合国环境署、牛津大学、苏黎世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院、英国研究和创新基金、微众银行等多家单位参与的《科技创

新驱动未来城市: 新经济与共享城市繁荣》研究特刊中文版在成都“兴隆湖畔·新经济发展

论坛”成功发布。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林毅夫教授为该书作序，常务副院长徐佳君与项目专

员吴昕月撰写的文章《开发银行打造绿色城市，释放可持续金融的潜力》收录其中。

 10月31日 常务副院长徐佳君受邀参加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举行的第八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

果奖颁奖典礼，并以“中国引领的开发性金融全球复兴亟需原创性发展融资理论”为题发表

主旨演讲。

 11月2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国务院参事室集中工作日活动，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有关会议精神。

 11月2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拜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并邀请其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五

周年庆典活动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协办的“第二届中非经贸合作发展绍兴峰会”录制致

辞视频。

 11月4日 郑州大学商学院罗敬党书记一行访问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王勇副院长就成立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中心事宜深入交流。

 11月4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与三峡集团研讨绿色发展课题合作协议。

 11月5日 兰州财经大学胡凯副校长一行访问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王勇副院长就成立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中心事宜交换意见。

 11月5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拜访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并邀请其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五周

年庆典活动和研究院协办的“第二届中非经贸合作发展绍兴峰会”录制致辞视频。

 11月6-7日 林毅夫院长在绍兴市政府举办的第二届中非经贸合作发展绍兴峰会上做主旨发言，国内智库

部主任黄斌博士、国内智库部主任于佳博士受邀参会。

 11月7、21、28日 企业发展部副主任赵秋运博士为江苏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微专业学生讲授“新结构经济学原

理”课程。

 11月8-9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国内智库部博士后地力夏提·吾

布力受邀参加宁波诺丁汉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组织的长三角新结构经济学联盟会暨数

据合作研讨会。

 11月9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未来”国际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会议，并发言。

 11月13日 林毅夫院长线上参加澳洲国立大学主办的Sadli Lecture，并以"Industrial Policies to 

Escape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pproach for Indo-

nesia"为题做演讲。

 11月13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主办的"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Road to Recovery"线

上论坛，并做主旨发言。

 11月17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创新所洽谈合作事宜。

 11月17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受邀参加《北京市国有文化企业‘十四五’发展总体规划》中期评审

会，并与北文投副总经理洽谈合作可能性。

 11月18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受邀赴石景山区委党校，为石景山干部做“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着重于创新发展和创新城区建设的视角”专题培训。

 11月18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拜访高等教育出版社，洽谈了国内智库部相关书籍出版工作。

 11月20日 辽宁大学潘一山校长一行访问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林毅夫院长、王勇副院长就院校合作事

宜会谈。

 11月20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研究员受邀参加海淀区“十四五”规划中期座谈会。

 11月20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研究员谌文博士受邀参加了由联合国南南办公室丝路城市南南合作项目及中

国服务贸易协会共同举办的网络研讨会，并以"From Trilemma to Triple-Wins: Creating 

Synergies among Chinese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ers, Global Buyers, and 

Low-Wage Southern Countries"为题作报告，并与参会者讨论。

 11月20日 企业发展部副主任赵秋运博士应北京大学招生组邀请，为海南省华侨中学学子做“新结构经济

学视角下工业化进程”主题报告。

 11月21-23日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赴广东，与当地企业家接洽战略合作事宜。

 11月21日 企业发展部副主任赵秋运博士参加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以“新结构经济学视

角下工业化渐进路径的研究”为题作报告。

 11月24日 王勇副院长赴北大汇丰商学院访问交流，与海文院长、王鹏飞副院长就两院合作事宜会谈。

 11月24日 王勇副院长访问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并与张思平理事长就创新发展、产业升级等议题展开

交流。

 11月24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2020年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

 11月24日 林毅夫院长线上参加尼日利亚政府举办的尼日利亚经济论坛，并在"Rethinking Sub-National 

Competitiveness"分论坛做主旨演讲。

 11月25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Elsevier出版社主办的"Economics for the Long Run: Celebrating Thirty 

Years of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国际会议，并做题为"A Critique of 

Neoclassic Development Policy Advice: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的

主旨演讲。

 11月25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受邀赴歌华集团参会解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在会后与歌华集团

董事长戴维交流。

 11月25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赴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洽谈合作事宜。

 11月26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国家能源集团与吉林大学合办的第20届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学习贯彻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促进新时代国有经济创新发展”研讨会，并以“新时代国有企业的任务和改

革”为题做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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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6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高峰论坛，并发言。

 11月27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与中国经济信息社合办的2020（第三届）北京国际金融安

全论坛并做主旨发言。

 11月27日 助理教授徐佳君应上海外国语大学邀请，在卓越讲坛“国际组织一线谈”系列讲座中，做“国

际发展融资规则的融合与创新”主题讲座。

 11月28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大讲堂启动仪式暨新时代经济学教育教学工作研

讨会，并发言。

 11月29日 王勇副院长出席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一届中国经济前沿学术论坛”，并以“产

业结构、人力资本配置与中等收入陷阱”为题做学术报告。

 11月30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线上委员会会议。

 11月30日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项目专员翁东辰与北大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耿姝拜会联想集团领

导，接洽未来战略合作相关事宜。

 12月1日 王勇副院长出席由中国工业杂志社和中国社科院登峰计划“发展经济学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

目组举办的中国发展经济学前沿暨学术热点研讨会，以“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升级研

究”为题做主旨演讲。

 12月2日 王勇副院长应邀出席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五周年院庆暨经济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从新结

构经济学视角发言。

 12月2日下午 王勇副院长应韩国高丽大学邀请，以"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Skill Premium and Industrial 

Dynamics"为题在宏观研讨会上做线上演讲。

 12月3日上午 王勇副院长应邀赴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进行学术访问，并以"Human Capital Invest-

ment, Skill Premium and Industry Dynamics"为题做讲座。

 12月3日上午 王勇副院长应邀赴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广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交流，并以“新

结构经济学在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领域的研究：总结与展望”为题做讲座。

 12月3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与绍兴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孙永国董事长洽谈课题研究事宜。

 12月3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与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寿永明、黄坚会见尼日利亚卡诺州华人酋长张

光宇，交流在绍兴文理学院新结构经济学长三角研究中心进一步开展绍非合作研究事宜。

 12月4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和亚洲共同体文化交流机构共同举办的中日和合文明论坛。

 12月4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赴哈尔滨参加时尚行业与可持续发展圆桌峰会，同与会嘉宾就

“三方合作助力时尚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交流。

 12月5日 林毅夫院长赴深圳参加2020年当代经济学奖颁奖盛典，并发表获奖致辞。

 12月5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应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与中国公共外交协会邀请，参加“认识中国

·走进‘一带一路’”视频研讨会，就如何在疫情下推进中埃“一带一路”合作等议题与嘉宾

展开讨论。

 12月5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与鄂尔多斯市高新区代表协商课题合作事宜。

 12月6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应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邀请，参加“一带一路”行动平台首届高

级别指导委员会议第一届年会，并呼吁通过工业化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

 12月7日 林毅夫院长线上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未来”国际委员会会议，并发言。

 12月7日 助理教授徐佳君应邀参加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举办的“新形势下多边发展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专家发言。

 12月7日 王勇副院长接受华尔街财经主持人、纽约证券交易所新闻专员王蒙雨女士的线上采访，从新结

构经济学视角为各国青年学者剖析经济局势。

 12月7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受邀参加新华社“多想”学习会，研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话题。

 12月8日 林毅夫院长线上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教育部合作举办的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会议，并在

“教育的未来”磋商特别会议做主旨发言。

 12月8日 林毅夫院长线上参加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主办的4th Steering Committee Meeting for 

the South-South Global Thinkers: the Global Coalition of Think Tank Networks for 

SSC，并发言。

 12月10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联合国大学委员会线上会议并发言。

 12月10-11日 林毅夫院长线上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中美经济二轨（闭门）对话并发言。

 12月11日 林毅夫院长在北京大学第三届中国百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上以“双循环下的中国经济发

展”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徐佳君副院长、王勇副院长在圆桌论坛环节发言。

 12月14日 林毅夫院长应Tony Blair Institute邀请，以线上形式洽谈双方共同关注议题及潜在合作事宜。国

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研究员谌文博士参会。

 12月14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与腾讯相关部门讨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研讨

会”议程安排。

 12月14日 林毅夫院长在王勇副院长陪同下会见来访的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一行，双方就未来合作交

换意见。

 12月15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新闻周刊》、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北大国发

院共同主办的首期“学观中西”栏目，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公共事务荣休教授、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士安妮·凯斯(Anne Case)，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

和国际事务讲席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深度剖析经济发展、医疗卫生体制与国民健

康之间的关系，并在国务院参事、前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教授主持下

开展深度对话。

 12月15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国家开发银行主办的“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金融支持国际减贫事业发

展”线上专题研讨会，并做主旨演讲。

 12月15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赴广州参加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录片放映开幕式，同与会嘉宾分

享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项目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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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4-9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国际发展合作部项目研究专员李晨妹赴贝宁，协助来自许昌的

假发产业投资人与贝宁投资促进局沟通投资协议细节、工业园区建设情况，并签署投资协议。

会后，中贝双方就工业园区建设及核心管理人员又详细沟通了工业园区建设及来华培训等具体

事宜，为下一步的工作制定了明确的推进计划。 

 1月10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率团队拜访中国皮革协会，与协会各部门专家就新结构鞋业集群

研究及海外落地项目交流，并达成进一步合作的共识，为乌兹别克斯坦及尼日利亚卡杜纳项目

的招商引资落地做好前期工作。 

 1月13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率团队拜访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与纺织行业的专家就新结构纺

织业的研究及海外纺织业项目进行了讨论及经验分享，沟通了进一步合作的意愿。此次拜访为

乌兹别克斯坦及尼日利亚卡杜纳项目的招商引资落地做好前期工作。 

 1月14-17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邀请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交通银行、文化部、农业部、通信部、科技园区高层代

表一行9人来华，调研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中通电商物流中心、盒马线上线下零售一体化、

小狗电器、贝壳、腾讯北京总部、阿里巴巴总部。本次调研为乌兹别克斯坦发展以电子商务为

平台，促进文创、制造业、工业、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以及如何配套完善科技、物 流、消费

模式等方面提供了全面和深入的交流了解，也为未来中乌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5月11-13日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赴郑州考察调研，并同中原产业发展研究院洽谈设立中原地区产业

发展研究基金等合作事宜。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国际面临百年变局之际，北京大学新结构经

济学研究院立足中国，展望世界，秉承“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学风理

念，在各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致力于推进自主理论创新、引领学科发展、培育优秀人才、国

际高端智库，以一流的学术研究和智库服务，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绿色

发展，为经济理论进步和政策实践革新作出开创性的卓越贡献。

 5月22日下午 国内智库部、企业发展部成员访问三峡集团，并与三峡传媒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海星，三峡

集团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贾波等座谈。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运营助理叶擎天，企业发展

部主任刘长征博士、副主任赵秋运博士、研究专员翁东辰参加座谈。 

 5月24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与中关村朝阳园沟通北区规划。 

 7月9日-12日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带队赴张北县调研大数据产业，并走访部分企业。 

 7月13-20日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先后赴深圳、广州、佛山访问当地企业家，了解疫情后经营情况。 

 7月15日、16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研究专员茹怡、运营助理叶擎天受邀拜访欧盟驻华代表团与中国-

欧盟伙伴关系(EU-China Partnership Facility，ECFP)项目组，并与公使衔科技参赞魏立国

(Philippe Vialatte)会面。双方洽谈了中欧科技创新合作政策前期研究课题事宜。 

 7月22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运营助理叶擎天考察了徐州空港经济开发区及其毗邻的安徽省灵

璧县，并与灵璧县副县长闵涛、灵璧县发改委主任钟鸣、灵璧县朝阳镇及北部园区负责同志

座谈。 

附录2：2020年调研活动 12月15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与新疆智库网总裁刘懿增一行交流在疆开展智库合作事宜。

 12月15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拜访高等教育出版社，洽谈研究成果出版事宜。

 12月16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受邀赴文化和旅游部评审年度政策研究成果。

 12月18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外交部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

发言。

 12月18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受邀参加由工信智库联盟、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

合举办的“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全球产业链优化”研讨会并发言。

 12月18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参加国观智库主办的中非青年联合会活动，并做新结构非洲实践

相关主题演讲。

 12月20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五届国家发展论坛“双循环：国家发展新格

局”，并做闭幕演讲。

 12月21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国务院参事室集中工作日活动。

 12月21日 林毅夫院长在巴基斯坦政策改革研究院主办的Making Pakistan Prosper: Strategy for Econom-

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论坛上做主旨演讲，并与巴基斯坦财政部长Dr. A. Hafeez Shaikh

同台讨论。

 12月22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2020北京论坛“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健康与人类发展”分论坛，并在“全球健康

与人类发展论坛”环节做主旨演讲。

 12月22日 王勇副院长应邀出席由嘉兴学院主办的“百年嘉院，百年商科”建设研讨会，并以新结构经济

学的视角做会议发言。

 12月22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与焦裕禄学院代表探讨干部培训与智库合作事宜。

 12月22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会见尼日利亚卡诺州华人酋长张光宇，进一步探讨绍非合作研究

事宜。

 12月23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国务院参事室及重庆市政府主办的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会议，并做主旨

演讲。

 12月24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应南昌大学经管学院邀请，以“中国对外投资和新结构视角下三

方合作实践”为题做主题演讲。

 12月24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受邀参与“数字中国”纪录片前期拍摄筹备会。

 12月28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受邀参加北大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以“高质量支撑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的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路径思考”为题做主题演讲。

 12月29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与中国经济信息社讨论“高端智库看中国”项目合作事宜。

 12月31日 林毅夫院长参加全国政协2021年新年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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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7-28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运营助理叶擎天应宁波市象山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包朝阳邀

请，赴宁波市象山县调研。 

 8月31日-9月4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率研究员谌文，项目研究专员吴昕月、李晨妹，项目运营助

理王晴岚赴绍兴考察绍兴市的纺织、成衣、跨境电商等企业。 

 8月28日-9月10日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陪同林毅夫院长赴广州、福建、江苏、浙江地区对头部企业进

行调研座谈。 

 8月31日-9月4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带队，研究员谌文、项目研究专员吴昕月、李晨妹、项目运

营助理王晴岚赴绍兴进行调研工作。此次调研主要考察了绍兴市的纺织、成衣、跨境电商

等企业。4日，国际发展合作部团队与绍兴市商务局领导进行座谈，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同

时参与座谈会。于佳博士分享了团队此次在绍兴调研的收获，双方就“第二届中非经贸合

作发展论坛”的筹备方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9月21-30日 为梳理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洲投资成功模式，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率研究员谌文、

项目研究专员李晨妹、项目运营助理王晴岚赴江西南昌、湖南长沙、浙江杭州调研。在各

省商务厅的悉心组织安排下，课题组围绕各地民营企业前往非洲投资的动因、过程和现状

及政府在民营企业对非洲投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等核心议题，与各省外经处、合

作处、西亚非洲处等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商会代表座谈，并走访了各地代表性企业，

与负责人现场交流。

 10月11-13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企业发展部副主任赵秋运博士赴新疆调研，拜访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钟波常委，并商议兵团向南发展战略合作事宜，并为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当代市场研

究院、中新建国际农业合作有限责任公司做“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十四五’高质量发

展”主题报告。

 10月13-15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赴安徽池州市调研，走访了化工、医药、建材、环保、芯片等相

关企业，并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对池州发展路径的思

考”专题报告会做专题报告。

 10月17-23日 国内智库部与绍兴政府研究室、发改委及经信局共同主办“新发展格局下绍兴机遇”座谈

会，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主持会议，研究专员邓晓瑜、茹怡汇报“新发展格局下绍兴

新旧动能转换研究”课题调研成果。会后，课题组与绍兴文理学院新结构经济学长三角研

究中心共同补充调研了3家生物医药企业、6家集成电路企业与集成电路小镇。

 10月19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赴上海虹桥商务区对接“上海虹桥主城前湾地区产业定位，业态

升级和开发模式研究”课题，并为上海闵行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全体人员做“上海

‘十四五’高质量发展与创新城区建设路径”主题报告。

 10月27日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回访广州、深圳、福建九家行业领军企业。

 11月1-6日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赴福建宁德考察新能源汽车电池产业，并与广州、深圳，福州

等地企业家对接五周年庆典相关事宜。

 11月10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赴象山洽谈产业提升方案。

 11月12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应湖南省商务厅邀请，赴长沙参加湖南省中非经贸合作研究

会成立大会，并在专家座谈会上同与会嘉宾就中国投资非洲议题分享、交流。

 11月17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博士后地力夏提·吾布力拜访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洽谈

“‘十四五’时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精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研究”

合作方案。

 11月20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研究员谌文博士受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邀请，参加由联合国南南办公

室丝路城市南南合作项目及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共同举办的网络研讨会，并报告了与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徐佳君、国际发展部主任于佳博士合作的报告From Trilemma 
to Triple-Wins: Creating Synergies among Chinese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
ers, Global Buyers, and Low-Wage Southern Countries。

 11月25日-12月3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国内智库部研究员惠利，研究专员茹怡、邓晓瑜、吉韵潼，运

营助理叶擎天赴象山县，就“象山县推进汽车零部件和模具产业改造提升实施方案”、

“象山县推进针织服装业改造提升实施方案”课题开展调研。

 11月26日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副主任赵秋运博士，研究专员翁东辰赴郑州，与中原创新产

业研究院研讨战略合作事宜。27日，企业发展部团队在中原创新产业研究院人员陪同下考

察巩义市产业集群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情况，接洽智库课题。

 11月26日-12月1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受邀赴伊犁州，调研了霍尔果斯

经济开发区“一区三园”和伊宁市、霍尔果斯市、伊宁县、巩留县，并与州委石岗副书记

和其他相关领导交流，初步洽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伊犁州的合作框架。

 11月27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研究员谌文博士、项目研究专员李晨妹、吴昕月与项目运营助理王晴岚受

中国美国商会邀请，参加“社会影响力计划：支持中国中小微企业走出去”研讨会，在会

上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实践经验，并与参会代表交流。

 11月30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率研究员谌文博士、项目研究专员吴昕月、李晨妹与项目运

营助理王晴岚赴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产业知识计算引擎创新中心交流座谈。

 12月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多次赴上海虹桥商务区管理委员会与上海南虹桥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对接、落实“虹桥主城前湾地区产业定位与重点产业发展路径”研究合作事宜。

 12月8-9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拜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专家，讨论“‘十四五’时期住房

和城乡建设领域精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事宜。

 12月17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主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研讨会”，新结构

经济学研究院林毅夫院长与工信部信息发展司副司长杨宇燕致辞并发表主题演讲，来自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的30余名代表参加研讨。

 12月25-26日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实习生魏智武赴河南登封调研，宣传新结构经济学产业发展

研修班。

 12月23-25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惠利研究员、研究专员吉韵潼赴象山县调研汽模配产业，向县

政府做“象山县推进针织服装业改造提升实施方案”课题中期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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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国际面临百年变局之际，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立足中国，展望世界，秉承“因

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学风理念，在各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致力于推进自主理论创新、引领

学科发展、培育优秀人才、国际高端智库，以一流的学术研究和智库服务，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可

持续绿色发展，为经济理论进步和政策实践革新做出开创性的卓越贡献。

 12月29日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博士与中关村朝阳园管委会讨论“中关村朝阳园产业与空间整合提升研

究”课题落实工作。

 12月30日 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率贝宁项目经理、博士后Kokou Wotodjo Tozo，项目研究专员

Marianne Männlein、李晨妹及运营助理王晴岚与贝宁总统府、财政部等政府官员及行业专家

举办项目结题会，汇报了贝宁项目终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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