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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成立于2019

大学、上海大学、绍兴文理学院（与绍

年5月，旨在促进国内外兄弟机构之间

兴市政府合作）、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

权研究院（与南京市人民政府、江苏省

与政策实践等方面的深度合作，设有理

知识产权局、江苏大学合作）、中山大

事单位、意向单位与观察单位。林毅夫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开大

担任理事长，王勇担任秘书长。迄今已

学、郑州大学、南昌大学。另有约20家

正式挂牌成立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机构正在积极申请与筹建新结构经济学

（院）的理事单位包括北京大学、清华

研究机构。

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兰州
大学、西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中南

更多详情请见：

财经政法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与宁

https://www.nse.pku.edu.cn/

波市发展规划院合作）、华沙大学（波
兰）、广州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审计

hzwl/xjgjjxlm/lmjj/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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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11月，广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获批广州
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1年6月6日，由南昌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
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南昌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成立大会暨经济学新文科建设研讨会”在南昌大学成功
举办。当天下午还举行了“经济学拔尖人才基地暨新结构
经济学实验班人才培养研讨”、“新结构经济学课程与教
材建设研讨”两场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上述论
题进行了交流发言。
21年7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系列丛书首部学术
著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
业升级的研究》已初步组稿，来自19家联盟单位的23篇文
章入选，本书共收录25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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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现有理事单位24家、意向单位8家、观察单位12家、
合作单位14家。联盟机构动态如下：

5月9日，南开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5月30日，郑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
6月6日，南昌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
河海大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拟定于21年
9月25日揭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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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举
办“新结构经济学宏观理论研讨会”
4月24日，由我院主办的新结构经济学宏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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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面貌，为原创性的学术与政策性研究奠定基
石。本次研讨会吸引线上线下二百余名学者、
专家与会探讨开发性金融和发展融资相关议
题，为推动其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
建言献策。更多详情请见：https://www.nse.
pku.edu.cn/sylm/xwsd/515154.htm

论研讨会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20余位国内外专
的议题与成果，近百位学者、学子远程参会。更多

3.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联
合主办“第三届中国宏观经济年会”

详情请见：https://www.nse.pku.edu.cn/xzyj/

6月28日-30日，第三届中国宏观经济

家学者热烈探讨了新结构经济学宏观理论研究领域

xjggjytk/zxjz5/513958.htm

2.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发展融资报告发布会暨开发性金融专
题研讨会”举行

年会(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acroeconomics, CICM)在北大博雅国际酒店
举行，来自多所全球著名高校的近150名学者共
同探讨新发展格局下宏观经济学前沿领域的若
干重大问题。年会由我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

6月18日，新结构经济学发展融资报告发布

学院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论坛联合主办。年

会暨开发性金融专题研讨会在京成功举行。本次

会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创新形式，线上观看总

会议由新结构院与《经济学》（季刊）编辑部联

人次超过18000人，获得经济金融相关领域的

合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华中科技大

专家学者以及高校学生等观众的一致好评。本

学经济学院、辽宁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对外经贸

届年会共收到有效投稿论文375篇，公开提交论

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协办。会上发布了全球

文的接受率为11.2%。年会论文评审委员会由

首个发展融资机构数据库的最新数据库报告。

43位海内外知名学者组成，林毅夫、苗建军、

该数据库由新结构院发展融资研究项目组历时三

周皓、朱晓冬担任联席主席。年会地方组委会由

年多搭建，提出公共开发银行和发展融资机构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王勇（负责人）、

的界定标准，并系统甄别了全球范围内520多家

江深哲、吴春赞、夏俊杰、朱礼军组成。更多详

机构，是迄今最完整的公共开发银行和发展融资

情请见：https://www.nse.pku.edu.cn/sylm/

机构的数据库，展示了当今世界开发性金融的基

xwsd/5153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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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
会暨第十五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新结
构经济学分论坛举行

中，徐佳君博士介绍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7月3日-4日，第三届“中国发展理论”国

7. 广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定期举办周讨论会

际年会暨第十五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新结构
经济学分论坛在线上召开，北大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及新结构经济学联盟兄弟院校的师生参
与汇报。更多详情请见：https://www.nse.pku.
edu.cn/xzyj/xjggjytk/zxjz5/515498.htm

5. 宁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举办
“新结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最新进展学
术研讨会”

究院的相关情况，并对全球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数
据收集进行了详细的展示。

5月16日，广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徐永慧、邓宏图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周讨论
会上报告了他们最近的研究《高质量发展目标下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诱因分析—
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框架》。2019年2月以
来，广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共举办线上
周讨论三十二场，讨论内容包括新结构经济学、
合约理论、增长理论和区域发展问题等。2019年

5月22日-23日，宁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

8月19日，广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南

心举办“新结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最新进展学

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广

术研讨会”，此次大会共设4个分会场，共收到

东省社科院、广东金融学院项后军、艾云、邓宏

约50篇投稿论文，经数十位专家仔细评审后遴

图、雷鸣、刘伟、王剑锋、李建标以“比较优势

选出20篇论文进行现场汇报，内容涵盖产业结

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为主题展开线上讨论。

构、企业创新、新冠疫情、要素禀赋、企业文

会议上，邓宏图报告他和赵燕共同研究《节约

化、贸易结构等多个领域。此次会议以“线上

土地与劳动力的农业技术选择：要素禀赋与缔

＋线下”的形式举办，大量专家学者在线观看直

约结构》。

播，积极参与，共享学术盛宴。更多详情请见：
https://www.nse.pku.edu.cn/hzwl/xjgjjxlm/
LMYW/514621.htm

8. 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承
办“2021年扬子江知识产权论坛”
4月10日，由中国专利保护协会指导，江阴

6. 宁波诺丁汉大学举办“全球开发
性金融机构数据收集交流会”

市人民政府、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

5月24日，宁波诺丁汉大学举办“全球开发

识产权学院、江阴市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承办

性金融机构数据收集交流会”，在此次交流会

的“2021年扬子江知识产权论坛”在江阴市成功

办，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江苏大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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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论坛的主题为“知识产权与县域经济高质

新结构经济学教学科研平台建设，展开深入交

量发展”。与会专家深度探讨如何通过知识产权

流。更多详情请见：https://zscq.ujs.edu.cn/

保护、运用、管理等手段进行产业整合、提升和

info/1002/9345.htm

管理，激发企业创新能力，做大做强产业集群，
助推县域经济发展实现从“制造”到“创造”的
跨越。

11. 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承
办“第八届三江知识产权论坛”
6月18日，由江苏大学主办，江苏省知识产

9. 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承
办“第五届中国品牌日主题活动”

权研究中心、江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新结构经

5月10日，由江苏省商标协会、南京市市

限公司承办的第八届三江知识产权论坛举办。来

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主办，新结构

自全国各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及服务机构的

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苏宁易购集团股份

300余位知识产权相关工作者，通过“线上+线

有限公司、江苏省宁海商标事务所联合承办的

下”的形式参与到本次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与

主题为“激发品牌力，引领新消费”的“知品

新时代知识产权发展要求相契合，为国内外学界

堂”&“宁品汇”品牌沙龙暨第五届中国品牌日

和实务界搭建了交流互动的平台，共同为充分发

主题活动成功举办。赵春艳副教授以《高端品牌

挥知识产权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中的支撑和引

培育与路径研究》为主题发表演讲，在对比分析

领作用、为新时代高价值专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江苏、广东、浙江和山东等省制造业发展变迁的

量发展建言献策，为世界知识产权发展贡献中国

基础上，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理架构，为培育

经验。更多详情请见：https://zscq.ujs.edu.cn/

江苏制造业高端品牌发展建言献策。

info/1002/9415.htm

10. 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与
来访的山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一行举
行座谈

12.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高
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承办“规范促
进数据生产要素流通交易研讨会”

5月28日，山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高景

5月7日，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主办,

海、商学院党委书记魏成武等一行访问新结构

深圳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参与承办的规

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唐恒、办公

范促进数据生产要素流通交易研讨会在深圳

室主任汪满容等相关人员接待并参加座谈。会

召开，与会代表围绕如何应对数据要素流通、

上，唐恒院长详细介绍了研究院成立的背景、

交易的规范与痛点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历程、发展现状，以及在理论研究、政策咨询、

更多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举措和成果。双方围绕

s/4Twj6bVG3E8IeQ4F4s2PSw

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江苏汇智知识产权服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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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
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承办“经
济 抗 疫 —— 中 国 中 小 微 企 业 疫 情 复 苏
调研及经济抗疫政策效果分析报告研
讨发布会”

15. 郑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
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举行

6月28日，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

会”在郑州大学举行。当天下午举行了“新结构

理学院、深圳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经济

经济学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由北京

抗疫——中国中小微企业疫情复苏调研及经济抗

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新结构经

疫政策效果分析报告研讨发布会”在深圳市企业

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王勇主持，来自北京大学、

高质量发展促进会举行，会上发布了《疫情冲击

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南昌大学、中国政

下中小微企业生存调查与复盘报告》（以下简称

法大学、上海大学等十几所院校的专家学者，围

报告）。报告着重分析了疫情对中小微企业构成

绕区域经济一体化、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务农意

冲击的具体机制，复盘政府和企业应对疫情的主

愿、要素市场扭曲与资源配置效率、贸易自由化

要经验，为未来应对类似“黑天鹅事件”提供建

与环境污染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当天下

议。更多详情请见：https://mp.weixin.qq.com/

午举行了“新结构经济学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s/4Twj6bVG3E8IeQ4F4s2PSw

展”研讨会，专家学者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新

14. 南开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顺利举办
5月9日，南开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揭
牌成立，该中心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与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联合创办，旨在加强与国内
一流高校的合作与交流，增强经济学领域的科学
研究与人才培养，进一步促进当代中国经济学的
理论创新发展。当天还举行了分论坛研讨会。来

5月30日，由郑州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院、郑州大学商学院承办的“郑州
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

型职业农民持续务农意愿、要素市场扭曲与资源
配置效率、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污染等话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交流。更多详情请见：https://www.
nse.pku.edu.cn/hzwl/xjgjjxlm/LMYW/514754.
htm

16. 南昌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
立大会暨经济学新文科建设研讨会在南
昌大学成功举办

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

6月6日，由南昌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新结构

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政府与产业政策、数

经济学研究院、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昌大

字技术、包容性与收入分配、发展战略与企业投

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南昌

资、精准扶贫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更多

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大会暨经济学新文

详情请见：https://www.nse.pku.edu.cn/hzwl/

科建设研讨会”在南昌大学成功举办。来自北京

xjgjjxlm/LMYW/514288.htm

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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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机构

构经济学论坛，活动包括林毅夫教授在新疆财经

120余名嘉宾代表莅临大会。当天下午还举行了

大学“经世大讲堂”的专题报告、北京大学新结

“经济学拔尖人才基地暨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人

构经济学研究院王勇博士和赵秋运研究员的主题

才培养研讨”、“新结构经济学课程与教材建设

讲座、来自《经济评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

研讨”两场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上述论题进行

理》《南京社会科学》和《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了交流发言。更多详情请见：https://www.nse.

期刊代表共同参加的经济学院学术工作坊。论坛

pku.edu.cn/hzwl/xjgjjxlm/LMYW/514940.htm

结束后经济学院部分教师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17. 河海大学举办新结构经济学座谈会

联盟于7月17-19日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开展调
研。本次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系列科研活动，旨

6月17日，河海大学邀请北京大学新结构经

在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在本校的发展，通过学

济学研究院王勇副院长与河海大学商学院教师代

习、交流让师生们了解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如

表就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研究等议题进行座谈，

何应用新结构经济学进行研究。更多详情请见：

随后王勇副院长以“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新

https://www.nse.pku.edu.cn/hzwl/xjgjjxlm/

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为题做学术报告，以进一步

LMYW/515883.htm

促进交流；当天下午，王勇副院长与徐辉校长、
张兵副校长等校领导就成立河海大学新结构区域
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研究院事宜进行会谈。

18.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新结构
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
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学术获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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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7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了“新结
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与实
践”学术研讨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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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召开新结
构经济学论坛并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
盟合作开展伊犁调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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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

7月15日至16日，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联合举办了新结

4. 任晓猛，国际竞争新形势下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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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勇，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路

1. Justin Yifu Lin, Wei Wang, Venite

径与对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20-

Zhaoyang Xu, Catch-up industrial policy

2023。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 The
World Economy. 阅读全文：https://www.

6. 徐铭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微观机制研

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5260914_

究：理论分解、实证量化和政策应用，国家自科

Catch-up_industrial_policy_and_economic_

基金青年项目，2021-2023。

transition_in_China

7. 颜建晔，基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环境库

2. 王勇：《“十四五”时期中国产业升级

兹涅茨曲线理论构建与模拟预测研究，国家社科

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基金一般项目，2020-2023。

《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阅读全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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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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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第九届
（202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
奖，张一林、林毅夫、龚强，《管理世界》2019
年第3期。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
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1&fil
ename=GJPP202101003&v=yQOuyO7%25
mmd2Fie48aaHMnD75aGqDjhRJIpKJTYzqr
YqxnIPQsUMI8rgweHOa5owqGjKt
3. 于佳：《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
色》，《开发性金融研究》，2021年第1期。
阅读全文：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
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

10. 论文《企业规模、银行规模与最优银行

AST2021&filename=KFJR202101004&v=y8

业结构——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获得第

SnZvNEeklpN8HJW0CAGEOHKtJrsJV%25

十一届（2021）广东省优秀金融科研成果二等

mmd2B9tnCbvcYYEIwNa2t55gLOs3mCXjE

奖，张一林、林毅夫、龚强，《管理世界》2019

QoBj

年第3期。

4. Yazhou Liu, Yunqian Cheng, Tianshu

11. 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课题《把

Li, Jinlan Ni. Residential Awareness and

丘陵特色农业打造成镇江最靓丽的名片》获得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Evidence from

“2020年江苏省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建言献策研

the River Chief System in China. ASSA

究课题”征集活动一等奖。

Annual Meeting, Jan. 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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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龚强，班铭媛，张一林：《区块链、企

9. 王勇，黄宇轩，韩博昱：《关于生产网络

业数字化与供应链金融创新》，《管理世界》，

与垂直结构的宏观与发展经济学研究进展》，于

2021年第2期。阅读全文：https://kns.cnki.net/

21年7月被《经济学动态》接受。

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
ame=CJFDLAST2021&filename=GLSJ2021
02008&v=DwVPe5SfEV7HFpPfXyUMK4IfJ5
mZwyVvg5urERvJnm%25mmd2BJSujGLzNI
%25mmd2BcrHnExhiohA

10.樊仲琛，徐铭梽，朱礼军：《发展中国
家的进口与技术学习——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
验证据、理论和定量分析》，于2021年7月被
《经济学》（季刊）接受。

6. 尹应凯，吴舟洋：《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与金融合作路径研究》，《中国城市研究》（第
十六辑），2021年5月。
7. Lijun Liu, Jiayu Jiang, Jiacong Bian,
Yazhou Liu *, Guanghua Lin, Yingkai Yin.
Ar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olding
back industrial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工作论文
1. 林毅夫，王晓兵：《新结构经济学视
角的双循环发展观》，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
序列, No. C2021002， 2021年6月。阅读全
文：https://www.nse.pku.edu.cn/xzyj/gzlw/
gzlw2/514859.htm

2021,306:127307. 阅读全文：https://www.

2. 朱欢:《能源安全、二氧化碳减排与新

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

能源汽车换道超车》，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

S0959652621012269?via%3Dihub

序列, No. C2021001, 2021年3月。阅读全

8. 唐晓华，景文治：《多级政府框架下政策
倾向扩散机制与地区生产结构升级——基于政府

文：https://www.nse.pku.edu.cn/xzyj/gzlw/
gzlw2/513107.htm

行为内生化的新结构一般均衡仿真分析》，《经

3. Jia Lin, Ho-Mou Wu, Howei Wu：

济与管理研究》，2020年第11期。阅读全文：

Could government lead the way? Evaluation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

of China's patent subsidy policy on patent

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1&fil

quality, INSE Working paper, No.E2021001,

ename=JJYG202011003&v=jumJrXnWHRy

2021-07-27. 阅读全文：https://www.nse.

lsPcco8Gs%25mmd2BYOj%25mmd2BxbuU

pku.edu.cn/xzyj/gzlw/gzlw2/515831.htm

VLEhuRLaFb50qhdsd3PuqItj3BJ0dSPVv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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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动态
本科生教学
1. 21年6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
第二批学员招生工作结束，共有5名学员入选。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林毅夫班”，
以下简称林班）于2020年4月启动招生，“林
班”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共同创建，由中国改革先锋奖章得主林
毅夫教授领衔精干教师团队授课并担任导师，旨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
工作简报

2021年第 1 期
（ 总 第1 期）

选拔46名优秀本科生作为首届学生，旨在搭建顶
尖的人才培养特色项目。
21年3月初至5月底，江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赵春艳副教授为江苏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微专业学
生讲授《新结构产业经济学》课程。目前赵春艳
副教授已完成江苏省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课
题《微专业课程“新结构产业经济学”立德树人
实践研究》的项目申报工作。

在培养能够掌握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能够

21年3月至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抓住时代机遇，契合国家战略需求，引领我国经

院研究员赵秋运，江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

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

赵春艳、张强等人，联合为江苏大学新结构经济

潮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拔尖型创新人

学微专业优秀学生进行一对一论文指导。赵秋运

才。招生采用二次遴选的方式，面向北京大学本

负责指导《新结构经济学“GIFF"框架应用——

科生招生。2020年9月，林班首批9名学员已正

基于玉林案例》、赵春艳负责指导《打开比较优

式上课，林班培养方案已初步完善。

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黑匣子”：新结构经济学

2. 21年春季学期，吉林大学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中心代栓平教授在本科生课程《当代中国经
济》中，设立了新结构经济学模块。
3. 21年春季学期云南财经大学开设本科生专
业课程《新结构经济学》。

视角》、张强负责指导《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
架应用——江北新区案例》。程龙负责指导《企
业自生能力提升组态路径研究》。目前，赵春艳
指导的学生论文已经完稿在投稿中，其他论文将
于近期完稿。
5. 21年春季学期，上海大学首开《解读中

4. 20年秋季学期，江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新

国经济》课程，课程采取混合式教学模式，即

设“新结构经济学”微专业，面向全校经管学科

“三阶八环四课型”。三阶，是课前、课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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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个阶段。八环，是K-BOPPPS-E教学设计
基础模型代表的8个环节，其中K是课前的知识学
习；BOPPPS 代表的是课中的6个环节：B是导
入，O是学习目标（包括知识、能力与素质），
第一个P是前测，第二个P是参与式学习，第三
P是后测，S是总结； E是课后的提升拓展。四
课型是使学生深度融合的四种课型：即研究型教

2021 年第 1 期（总第 1 期）

构经济学》。
9. 7月2日-6日，郑州大学商学院举办21年
夏季小学期“新结构经济学”专题讲座，沈琼教
授讲授了“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分析-基于新结构
经济学理论”，汤凯博士讲授“新结构经济学导
论”等内容。

学、项目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实践型教学。在

10. 21年9月，南昌大学计划面向全校新

课前，由学生线上学习林毅夫教授主讲“中国经

生遴选20名第二届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学员。

济专题”。 在课中，注重研究型、挑战性教学，

20年9月，南昌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招生启

通过串讲精进、答疑解惑、分享讨论，注重学生

动。实验班是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指

与课堂融合；在课后，通过双创研究、新结构经

导下，由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结构经济学

济学案例分析与项目研究，将课程学习内容进行

研究院、际銮书院共同创建，旨在培养面向国家

有效拓展与提升。

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能够掌握新

6. 21年6月，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开设课程《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

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引领经济学理论自主创
新、具备跨领域复合知识能力的经济学新文科人
才。招生采用二次遴选的方式，面向大一年级各

7.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高质量发

专业本科生招生。2020年9月，符合条件报名人

展与新结构研究院计划于21年秋季学期招收第一

数近250人，经过笔试、面试选拔20名学员，已

届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学生。在课程设置上，建

正式上课。2021年6月，拟退出4名不适应实验

设新结构经济学导论、政治经济学-创新与经济

班学习的学生，并计划2021年9月面向大二学生

结构、新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发展经济学、

优补4名学员。

新结构空间经济学、新结构金融学等专业核心课
程，同时提供新结构财政经济学、新结构国际贸
易、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创新经济学、新
结构环境经济学等选修课程，形成了完整的新结
构课程体系。

11. 河海大学拟开设“河海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实验班”，实行“微专业”模式，每年级设置
1个自然班，初期学生规模为30人左右，后期视
培养情况，逐步扩大班级规模。“河海大学新结
构经济学实验班”制定专门的新结构经济学培养

8. 南开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21年春

方案，采取课内外培养相结合的模式，学生在保

季学期开设了本科生《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

持原有学院及专业身份的同时，按照“河海大学

课，计划在21年秋季学期开设本科生课程《新结

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专门培养方案，完成一定

构经济学导论》、硕士研究生专题研讨课《新结

课程及课内外培养项目后，可获得“河海大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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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毕业证书。“河海大学新结
构经济学实验班”为学生配备北京大学和河海大
学的两名导师，提供全程导师指导和学习路径设
计。通过名师系列讲座、课堂教学、创新项目，
培养学生的开放型、批判型、创新型思维；通过
严谨扎实的学术训练，引导学生参与学术探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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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学
1. 21年春季学期，吉林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中心丁一兵教授开设了研究生课程《新结构经
济学前沿文献》；

学术前沿研讨交流，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

2. 21年6月，武汉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

理论基础的夯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帮助学生形

心开设研究生学分课程建设项目《产业升级与结

成多维能力。实验班的同学将有机会参加校企合

构转型——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作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的实习，参与学术创新
项目与论文写作，参加河海大学新结构区域经济
和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的智库政策研究项目等。
12. 辽宁大学新文科数字经济（新结构经济
学方向）本科专业已获得通过，2022年即可招收
本科生，为新结构经济学人才培养打下了基础。

3. 21年春季学期，江苏大学开设了面向全校
研究生的公选课《新结构经济学》。
4. 21年4月至6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研究员赵秋运，江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
教授赵春艳、张强等人，联合为江苏大学研究生
开设《解读中国经济》公选课。课程从新结构经

辽宁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微专业将于21年秋季

济学视角来解读中国经济，既传授学生新结构经

学期开始在全校本科生中招生，计划开设5-6门

济学基本理论和观点，又准确聚焦目前中国经济

新结构经济学课程及一些经济学核心课程，学生

发展问题和特征，是一门理论实践相结合的高水

修满18-20学分课程，由辽宁大学颁发新结构经

平课程，获得学生一致好评。

济学微专业证书。

5.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在研究生教学中引入了

21年秋季学期，辽宁大学还将开设面向国

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等课程。在专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的课程《新结构经济学

业设置上，在研究生西方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导论》，计划在22年春季学期在全校范围内开展

产业经济学专业下开设了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通识选修课。

区域经济学、新结构产业经济学等研究方向。

1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本科生教学中引入
了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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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特色：注重新结构经济学等中国自主创新理论
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引用）。

1. 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学员，参

5. 21年4月，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赛项目《新冠疫情下我国健康保险需求侧变化研

尹应凯教授，获得首届上海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

究——基于全国16做城市的调研》，获2021年

大赛正高组三等奖、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奖（主讲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上

课程：“国际金融”，课程特色：注重新结构

海市决赛一等奖，入围2021年“挑战杯”全国

经济学等中国自主创新理论在国际金融领域的

赛，作品已提交。指导教师：刘亚洲、尹应凯、

引用）。

周思。
2. 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员，参
赛项目《“工”不可没——唤醒长三角工业遗产

教材进展

保护的千“思”万“旅”》，获上海大学第七届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特等

1. 21年1月-7月，由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

奖，并入围“互联网+”上海市赛（已进入上海

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共同联合

赛区决赛，最终成绩待揭晓）。指导教师：尹应

研发的教材《新结构产业经济学》已基本完成38

凯、亢凯、吕建昌。

万字的第一稿，目前正在进行第二稿的修改。

3. 21年6月，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2. 21年1月-7月，由唐恒、王勇和赵

开设课程《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该课程

秋运编写的《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知

获得“2021年度上海高校市级重点课程”。课

识产权战略》（获批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

程团队成员：尹应凯、刘康兵、李武、刘亚洲、

（20FGLB055）），目前已启动鉴定与结题流

刘奎。

程，后期将根据程序要求择期出版。

4. 21年1月，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尹应凯教授，获得首届上海大学教师教学创新大

3. 辽宁大学正在积极组织规划《新结构转型
经济学》教材的撰写工作。

赛正高组一等奖（主讲课程：“国际金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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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月21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3.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提倡“知

和绍兴文理学院在绍兴联合主办“新发展格局下

成一体”理念，在发展政策实践方面秉承这一理

长三角一体化绍兴论坛”，共同探讨“十四五”

念开展实践。国内发展合作部积极助力国内地

期间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路径和对策。北京

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地方政府及科研机构合

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北京

作开展智库研究；国际发展合作部积极引导亚非

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新结构经

多个发展中国家深入探索适合自身特色的现代化

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王勇，绍兴市委副书记、市

之路。2021年上半年，多个海内外企事业单位

长盛阅春，绍兴市副市长顾涛，绍兴文理学院校

委托的课题立项：《宏观经济趋势研判及经济发

党委书记汪俊昌，校长王建力，副校长寿永明，

展空间承载研究》、《“十四五”时期住房和城

新结构经济学长三角研究联盟单位代表：宁波新

乡建设领域精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高质量

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华秀萍教授、浙

发展研究》、《“十四五”期间推动数字经济

江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潘士远教授、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研究》、《面向

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尹

“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绍兴新结构经济学系列

应凯教授、河海大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和高质量发

研究》、《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绍兴“十四五”

展研究院（筹）执行主任史安娜教授、新结构经

规划开局之年系列研究》、《象山县推进针织服

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副院长赵勇、南京审计大学

装业改造提升实施方案》、《象山县推进汽车零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万茜，以及来自

部件和模具产业改造提升实施方案》、《发挥开

全国各地的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论坛上，

发性金融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力》、

绍兴文理学院新结构经济学长三角研究中心、北

《中国财政分权体系下的地方环境治理问题及对

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共同签署“新结构经

策研究》、《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年度工作跟踪

济学视角下绍兴‘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系列研

监测项目》、《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数据监测项

究”项目合作协议。

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2. 6月8日，天眼查团队访问北京大学新结构
经济学研究院，同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科研
人员交流数据合作事宜。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之经济与产业发展》等。
4. 4月22日，吉林大学举办中国东北与东北
亚发展研究院建设专家咨询会，北京大学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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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国内发展合作部主任

国药科大学，就南京市生命健康产业链的发展现

赵秋运应邀出席，并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分别

状、存在的瓶颈制约等问题，江北新区生命健康

对该院的智库建设提出意见建议。

产业链的研究合作，科技成果转化的模式和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5. 4月26日至30日，广州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中心邓宏图教授和广东省社科院刘伟研究

8. 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积极发挥

员、任志宏研究员、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徐宝亮

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研究特色，以新结构经济学

博士在广东省清远市市政府、市财政局、清城

为指导，积极推动政策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

区、连州市调研，重点考察清远市产业发展规

智库成果《强化江苏省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

划、特色农业和乡村振兴。广清一体化指挥部与

统筹协调作用》、《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

广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就合作研究达成

导小组调整为长江流域统筹协调小组的建议》、

了初步意向。

《关于构建与实施长江流域分部门管理体制的建
议》、《长江流域保护与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关系

6. 7月10日至12日，广州大学新结构经济

把握》、《完善长江流域管理协调机制需处理好

学研究中心邓宏图、徐宝亮、徐永慧、赵燕和徐

四对关系》、《破解我国十四五时期面临的“中

伶俐一行五人对广东省河源市巴伐利亚庄园展开

等收入陷阱”的解决思路》获省部级以上批示；

系列调研，着重考察了土地流转情况、信贷链情

《推动江北新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林毅夫老

况、多业态发展模式、综合比较优势等，与庄园

师采访稿）在新华社公开发表；智库成果《以产

何总、高总进行了深度交流，就产业发展和乡村

业互联网为基点提升南京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思路

振兴路径展开了热烈讨论，获得了诸多共识。

与建议》拟报送江苏省省级领导；完成省级提案

7. 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唐
恒以及曹震、张强等研究人员就2021年度智库专

《“群链长制”加快推动江苏现代产业体系优化
升级》。

项课题“南京市新药与生命健康产业链”先后于

9.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完成郑州市发

4月12日、5月2日、7月9日和7月12日调研了南

改委项目“郑州市加快城市国际化全面提升竞争

京市江北新区科技创新局、南京生物医药谷与中

力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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