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黄埔大道西·观点

IESR 发展与交流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官网：https://iesr.jnu.edu.cn/
微博：@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宣传册

2020 年 03 月

01

02

03

04

12

院长寄语

暨大概览

学院概览

师资队伍

学术研究

院长寄语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冯帅章

始有暨南，便有商科。拥有百年历史的暨

南大学，其经济类学科也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传统和学术底蕴。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的成立，迈出了百年暨大国际化、现代化的最
新步伐。

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机遇，新的挑

战不断涌现。无论是及时把握国情脉络，还是
系统总结中国经验，乃至发展创新传统理论，

都离不开细致艰苦的数据收集工作。基于这样
的认知，研究院将开展若干大型微观数据库的
建设，并以此为基础，凝聚国内外最优秀的人

才开展国际水准的研究工作，力争在五到十年
内，将研究院打造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经
济学科研教学机构与专业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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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社会调查

智库发展

媒体聚焦

对外交流

2015 年 12 月 2 日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暨南大学创立时间

1906 年
学院

系

本科专业

37 个 58 个 94 个

国家部省级科研平台

100 个

国家级精品课程

8门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个

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1个

64 个

国家重点学科

4个

广东省重点学科

25 个

国家级特色专业

37 个

“双一流”建设学科

1个

国务院侨办重点学科

8个

ESI 世界排名前 1% 学科

8个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是暨南大学为建设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

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
学科，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本硕博

教育，建设新型独立专业智库。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冯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 年 11 月，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 年，研究院名列《2018 中国智库
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单前十。

师资建设方面，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聘请在

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团
队，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生培养方面，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
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士项目，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能
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研究院成立以下科研机构：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

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环

境经济学研究中心及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由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
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邓永恒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
学研究中心由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赵金华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劳动经济学研
究中心则以“111 计划”引智基地为重要依托，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
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 - 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
负责人。双方将在学术交流、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2019
年，James Heckman 教授因在中国留守儿童教育及中美高水平人才合作交流等
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外，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和发展与

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
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项目包括：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中
国家庭就业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广东千村调查、广
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致力于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
究的基础上，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提供高水平的智
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帮助国内学子
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

英语培训。目前已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美国德州 A&M 大学、美国亚利
桑那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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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委员会

师
资
队
伍

顾问委员会主席

James J. Heckman
芝加哥大学“亨利·舒尔茨杰出服务”教授，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Economics of Human

Development, CEHD）主任，人力资本与经济机会国际工作组（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Global Working Group, HCEO）主席，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暨南大学“人口流动与劳
动经济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海外学术大师。Heckman 教授因对微观计量经济学的杰出贡献荣获 2000 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Heckman 教授目前担任经济学顶级期刊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共同主编，发表论文 300 余

篇，Google Scholar 统计引用次数接近 15 万次，出版学术专著 9 本，受邀发表公开讲座接近 200 次。Heckman

教授及其团队还与巴西、中国、哥伦比亚、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韩国、墨西哥、秘鲁等国的有关机构合

作开展儿童早期干预项目的研究。2019 年，经暨南大学通过中央统战部推荐，Heckman 教授因在中国留守儿
童教育及中美高水平人才合作交流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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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负责人

薄诗雨 | 助理教授 |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冯帅章

蔡澍 | 副教授 |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

陈思宇 | 助理教授 |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金融经济学

副院长，副教授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交通经济学

副院长，副教授
美国波士顿学院博士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 按 姓 氏 音 序 排 列 ）

张思思

全 职 教 师

谷一桢

陈祎 | 副教授 |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

崔潇濛 | 助理教授 |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资源经济学

谷佳家 | 助理教授 |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郭文殊 | 助理教授 |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产业组织

韩昱洁 | 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 |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卢晶亮
副院长，副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

研究领域：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农业经济学

金濬熒（韩） | 助理教授 | 芝加哥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

李承政 | 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 |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06

Part 04

●

师资队伍

Part 04

●

师资队伍

07

李润梁 | 助理教授 |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博士

史炜 | 副教授 |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

李书娟 | 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 | 中山大学博士

宋彦 | 助理教授 |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博士

林威 | 助理教授 |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

苏应俊 | 助理教授 | 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

刘丛 | 助理教授 |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博士

唐高洁 | 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 |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

刘珂 | 助理教授 |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唐立鑫 | 副教授 |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

刘诗濛 | 助理教授 | 美国雪城大学博士

唐曲 | 助理教授 |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马森 | 助理教授 |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博士

王武毅 | 助理教授 | 新加坡管理大学博士

马祥 | 助理教授 |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

谢斌 | 助理教授 | 美国罗格斯大学博士

朴珍成（韩）| 助理教授 | 美国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博士

谢佳欣 | 助理教授 |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邱筠 | 助理教授 |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

徐吉良 | 副教授 |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金融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研究领域：经济史，发展经济学

研究领域：产业组织，博弈论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家庭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

研究领域：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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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

研究领域：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研究领域：产业组织

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产业组织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经济史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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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聘教授
薛森 | 助理教授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Sumit Agarwal

新加坡国立大学金融系刘德光杰出讲席教授，1999 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的研究领域为家庭金融、行为金融、国际金融、房地产市场及资本市场等。Agarwal 教授是国际知名期刊
Real Estate Economics 主编之一，也是国际知名期刊 Management Science、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严子中 | 助理教授 | 英国华威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教育经济学

Research 副主编。

白洁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助理教授，2016 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2011 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与数

杨尚铭 | 助理教授 |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

学双学士学位。她的研究领域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的企业问题。

Steven Durlauf

芝加哥大学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HCEO 国际工作组负责人之一。1986

杨哲 | 助理教授 |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家庭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殷立娟 | 助理教授 |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

张毅 | 助理教授 | 美国波士顿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

赵胤浩（韩）| 助理教授 |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朱宏佳 | 助理教授 |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Durlauf 教授是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共同主编，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和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编委会成员。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宽广，从微观经
济学到宏观经济学都有所涉及，在贫困、不平等及经济增长领域有重要贡献。

韩嘉玲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她的研究领域为农村教育、妇女与发展、人口迁徙、
流动儿童教育等。因其在扶贫领域研究及实践中的突出成绩，获得 2004 年中国消除贫困奖。

胡颖尧

美国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经济系系主任，德国劳动研究所（IZA）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微观
计量经济学及其在劳动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应用、测量误差模型、潜变量模型及非参数识别技术。担
任 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12-2019）、Econometric Reviews、Econometrics Journal、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等期刊的副主编。

徐熠

杜克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为生产率、国际贸易及产业经济
学。担任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联合主编。

张俊富

美国克拉克大学大学经济系教授，他研究领域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学。他的研究专注于中国城市化、区域发展、
创业与就业机会创造、种族居住隔离。

10

Part 04

●

师资队伍

Part 04

●

师资队伍

11

学科建设
我院自成立以来，首先明确了研究院的总体定位，即以应用经济学为主要特色的研究机构，由此确定了以应用经济学为

主体的发展方向。这一年，研究院致力于寻找学科新的增长点以及学科的渗透与融合。在进一步深化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

同时，大力发展计量经济学、国际贸易、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等学科。研究院现有全职教师 42 人，研究领域涵盖应用微观
经济学领域（劳动经济学、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
际贸易、产业组织、金融学等。此外，研究院采用多种方式柔性引入众多海外资深专家，聘请海外顶尖学者全面负责各大研
究中心运作。截至 2019 年 6 月，研究院已建立了特色鲜明的五大研究中心，覆盖了应用经济学主要分支领域。

学
术
研
究

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Labor Economics
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致力于开展劳动经济学领域，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人口流动、早期人力资本培育等方

向的高水平学术研究，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冯帅章担任中心主任。 中心还与芝
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 “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 ，该计划由冯帅章教授与我
院顾问委员会主席、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 James Heckman 教授担任
负责人。双方将在学术交流、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
Center for Econometrics and Microdata Practice
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中心重点关注消费者、

企业等微观个体的行为和政策效应分析的模型方法研究和应用，积极探索如何将微观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结合起

来，鼓励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间的交叉研究。中心与国内
外经济学者紧密联系，中心成员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威斯康星大学、 英国伦敦大
学学院等知名学府， 他们定期来访中心，为促进中心成员的研究提供思路和方向参考。中心已开展一系列学术讲
座、学术会议及专题研讨会、短期课程，力争成为中国微观计量领域领先的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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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成果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rms
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由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并已延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白洁

助理教授以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匹兹堡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的青

年学者组成了一支国际化的研究队伍。中心一方面将在新兴经济体企业发展的实践与理论方面展开高水平学术研究，
另一方面将主动对接国家及广东地区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现实需求。近年来，中心在学术研究、数据整合和政策

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心已连续三年主办“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

并通过在线交流、短期访问等多种形式加强国内外之间的常规学术交流互动。在数据整合方面，中心整合通用的中
国企业微观数据，充分依托社会调查中心的优势，打造一流的数据库。在政策研究方面，中心重点利用研究院的地
缘优势，加强对广东省及周边省份的产业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政策研究并定期发布相关报告。

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Real Estate and Regional Economics
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邓永恒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中心充分发挥

国际化特色，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柔性引进海外优秀人才，促进学科集群发展，将重点对房地产、城市与区域经
济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如住房政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房地产金融、城市更新与改造、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等。中心定期举办业界论坛及政策论坛，力争成为中国和东南亚领先的房地产研究智库。

研究院自 2015 年 12 月成立至今，已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或被正式接收论文 82 篇，出版著作 2 部，其中： SSCI

72 篇；SCI 4 篇；CSSCI 9 篇。多篇论文发表于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以及《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重要经济学刊物。

研究院坚持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目前已有多项关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内外顶级经济学刊物上。

部分论文发表
Couture, Victor, Benjamin Faber, Yizhen Gu, & Lizhi Liu. Connecting the Countryside via E-Commerce: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accepted, 2020.

Gu, Yizhen, Chang Jiang, Junfu Zhang, & Ben Zou. Subways and Road Conges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accepted, 2020.

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赵金华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中心旨在通过加强海内

外交流合作，推动对中国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心每年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环境经济学研讨会，邀请
众多在海内外具有影响力的环境经济学家参会。中心将致力于成为国际一流的高校科研中心，在产出一系列高水平
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结合国家及广东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需求开展政策研究。

Wang, Wuyi, & Liangjun Su. Identifying Latent Group Structures in Nonlinear Pan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accepted, 2020.

Cai, Shu. (2020). Migration Under Liquidity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Credit Acces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42: 102247.

Meng, Xin, & Sen Xue. (2020). Social Networks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Chinese Rural-urban Migrant
Experienc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3(1), 155-195.

Bo, Shiyu. 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Political Hierarchy Reform to Create C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accepted, 2019.

Bo, Shiyu, Joy Chen, Yan Song, & Sen Zhou. Media Attention and Choices of Major: Evidence from Anti-Doctor
Viol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accepted, 2019.

Chen, Yi, Sheng Jiang, & Li-An Zhou. Estimating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Schooling Refor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accepte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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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uanyuan, Shuaizhang Feng, James J. Heckman, & Tim Kautz. Sensitivity of Self-Reported Noncognitive
Skills to Survey Administration Condi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cepted, 2019.

Chen, Yuanyuan, Shuaizhang Feng, & Yujie Han. The Effect of Primary School Type on the High School
Opportunities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accepted, 2019.

Liu, Cong. The Impact of WWI on Chinese Textile Industry: Was the World’s Trouble China’s Opportunit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accepted, 2019.

Bruce, Donald J., Celeste K. Carruthers, Matthew C. Harris, Matthew N. Murray, & Jinseong Park. (2019). Do Inkind Grants Stick?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1033 Program and Local Government Spending.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12, 111-121.

Chen, Yi, Maurizio Mazzocco, & Bela Szemely. (2019). Explaining the Decline of the U.S. Saving Rate: The Role of
Health Expenditur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60(4), 1823-1859.

Hunt, Jennifer, & Bin Xie. (2019). How Restricted is the Job Mobility of Skilled Temporary Work Visa Holder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38(1), 41-64.

Kim, Kyoo il, Yao Luo, & Yingjun Su. (2019). A Robust Approach to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Replication of
the ACF Procedure.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34(4), 612-619.

Fan, Haichao, Faqin Lin, & Lixin Tang. (2018). Minimum Wage and Outward FDI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35, 1-19.

Fan, Jingting, Lixin Tang, Weiming Zhu, & Ben Zou. (2018). The Alibaba Effect: Spatial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the Welfare Gains from E-commer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4, 203-220.

Feng, Shuaizhang, Lars Lefgren, Brennan C. Platt, & Bingyong Zheng. (2019). Job Search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Endogenous Wage Dispersion and Unemployment Stigma. Economic Theory, 67(4), 817-851.

Hu, Yingyao, & Ji-Liang Shiu. (2018). Nonparametric Identification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Completeness. Econometric Theory, 34(3), 659-693.

Qin, Yu, & Hongjia Zhu. (2018). Run Away? Air Pollution and Emigration Interests i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1(1), 235-266.

Wang, Wuyi, Peter Phillips, & Liangjun Su. (2018). Homogeneity Pursuit in Panel Data Model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33(6), 797-815.

Brueckner, Jan K., Shihe Fu, Yizhen Gu, & Junfu Zhang. (2017). Measuring the Stringency of Land Use Regulation:
The Case of China's Building Height Limi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9(4), 663-677.

Chen, Yuanyuan, & Shuaizhang Feng. (2017). Quality of Migrant School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Shanghai.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0(3), 1007-1034.

Feng, Shuaizhang, Yingyao Hu, & Robert Moffitt. (2017). Long Run Trends in Unemployment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5(2), 304-324.

Fu, Shihe, & Yizhen Gu. (2017). Highway Toll and Air Pollu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83, 32-49.

Gu, Yizhen, Elizabeth Deakin, & Ying Long. (2017). The Effects of Driving Restrictions on Trave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Beijing.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06, 106-122.

Hu, Yingyao, Susanne M. Schennach, & Ji-Liang Shiu. (2017). Injectivity of a Class of Integral Operators with
Compactly Supported Kern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1), 48-58.

Shi, Wei, & Lung-fei Lee. (2017). Spatial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with Interactive Fixed Effect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7(2), 323-347.
徐现祥 , & 李书娟 . (2019). 官员偏爱籍贯地的机制研究——基于资源转移的视角 , 经济研究 ,54(07), 111-126.
毕青苗 , 陈希路 , 徐现祥 , & 李书娟 . (2018). 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进入 . 经济研究 , 53(2), 140-155.
卢晶亮 . (2018). 城镇劳动者工资不平等的演化 : 1995—2013. 经济学 ( 季刊 ), (4), 1305-1328.
徐现祥 , 李书娟 , 王贤彬 , & 毕青苗 . (2018). 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以高质量发展终结“崩溃论”. 世界经济 , (10), 3-25.
卢晶亮 . (2017). 资本积累与技能工资差距：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 经济学（季刊）, 16(2), 577-598.
李书娟 , 徐现祥 , & 戴天仕 . (2016). 身份认同与夜间灯光亮度 . 世界经济 , (8), 169-192.

Qiu, Yun, & Sathya Gopalakrishnan. (2018). Shoreline Defense Against Climate Change and Capitalized Impact of
Beach Nourish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92, 13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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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

学术交流

研究院自 2015 年 12 月成立以来，在研或立项的科研项目逾 60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0 项，

省部级项目 12 项，厅局级项目 4 项。

陈祎

性别工资差异的动态演进及形成机制：来自公司人事数据的实证研究

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马森

文化相似性，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基于汉语方言区边界的实证研究

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苏应俊

去产能政策的微观机制与效应评估：基于中国钢铁行业的实证研究

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崔潇濛

气候变化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

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唐立鑫

李书娟

李承政

殷立娟

人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视角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企业投资的异质性影响：机制与识别
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对农村居民劳动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机
理与适应措施
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加入 WTO 前后企业
微观数据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马祥

基于“撤点并校”分析公共服务提供的成本、收益和总福利

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谢斌

“减负”背景下教育品供给方式对教育不平等及其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探讨

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Yunho Cho

Introducing Property Taxes in the Chinese Housing Market:
Implications to Housing Affordability and Welfare

2019 年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多伦多大学、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政府层级、财政分权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刘丛

基础设施、市场环境与早期工业布局的实证研究

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史炜

存在共同因子的半参数空间面板模型的理论及应用

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冯帅章

留守儿童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研究

2017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蔡澍

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减贫效果与机制：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实证研究

2017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中国城市吸引力的区域差异、形成机制与影响效果：基于生活质量与商业环
境的双维度研究
资本积累、市场临近与工资不平等：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201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张思思

中国城市住房制度变迁及房价波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201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冯帅章

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

2014 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学术研究

学理论创新论坛”、广东乡村振兴暨千村调查研讨会近 40 场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政策论坛与数据研讨会。截至目前，有来自哈佛大学、剑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 200 余所院校的 600 余位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专家学
者前来研究院进行过学术交流。

2017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卢晶亮

Part 05

研究院成立以来，致力于搭建国际化、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举办了大师暨南行、暨南论道、SEMINAR 分享报告会等 260 余场学术

讲座。此外，研究院还主办了如 2019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2018 美国房地产和城市经济学会年会、第二届“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

薄诗雨

刘诗濛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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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暨南行

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第三任主席 Alan Krueger

2018 年 11 月 17 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Alan Krueger 来访，与研究院师生

进行学术交流。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J. Heckman 教授

研究院的发展速度、师资质量、研究问题以及社会调查项目给 Krueger 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研究院创新改革的发展模式表

示认可，希望研究院能够继续坚持国际化发展模式。

2016 年 3 月 14 日，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J. Heckman 教授受研究院及国家外国专家局的

邀请，访问暨南大学，为数百名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Creating and Measuring Capabilities”的精彩讲座。

讲座之后，在“与诺奖大师面对面活动”中，Heckman 教授还与六名广东高校学生代表就二胎政策、教

育公平、老龄化等中国现实社会问题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2018 年 9 月 26 日， Heckman 教授再次应“大师暨南行”活动邀请，于暨南大学发表了题为“China's

Investment in Skills”的公开讲座，并与暨南大学优秀学生面对面。

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Christopher Pissarides 教授

2019 年 5 月 21 日，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塞浦路斯大学欧洲研究教授、塞浦路斯共和国国家经济

委员会主席 Christopher Pissarides 来访暨南大学，并出席“大师暨南行”系列活动。Pissarides 教授以“Work in the Age of Robot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为题发表主题演讲。

讲座结束后，Christopher Pissarides 教授与研究院教师进行深入的交流，他对教师研究领域的多样性表示了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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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人口流动与儿童发展数据研讨会
2016 年 6 月 21 日，研究院顺利主办“人口流动与儿童发展数据研讨

会”。耶鲁大学经济系 Mark Rosenzweig 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张俊
森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系胡颖尧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王春超
教授、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林依帆、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吴筱等专家学者参加
了本次研讨会。

美国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
Robert Moffitt 教授

2019 年 6 月上旬，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Robert Moffitt 教授来访，并出席“大师暨南行”系列活动。Moffitt 教授是约翰·霍普金斯

用结构模型理解中国经济研讨会
2016 年 7 月 20 日，研究院顺利主办“用结构模型理解中国经济研讨

大学经济系 Krieger-Eisenhower 教授，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与微观计量经济学。他担任北美劳动经济学会主席，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国

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Russell Cooper 教授、

Review,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近 200 篇文章。

会。

家科学院国家协会院士，曾任国际顶级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主编，北美人口经济学会主席。在 Science, American Economic
来访期间，Moffitt 教授发表了题为“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的演讲，并参与研究院组织的 Labor Workshop，以“Estimating

中国人民大学王湘红教授、中南大学尹恒教授等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

Marginal Treatment Effects: An Application to U.S. Welfare Programs and Labor Supply”为题，探讨美国的福利制度和劳动力供应问题。

亚洲家庭变迁与迁移会议
2016 年 10 月 9 日 -10 日，研究院顺利主办“亚洲家庭变迁与迁移会

议”（Asian Family in Transition Conference on Migration）。2000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多伦多大学 Loren
Brandt 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孟昕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 Jere Behrman
教授及来自波士顿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外名校的 20 位学者探讨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和移民的增
加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问题。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Joshua Angrist 教授

2019 年 6 月 6 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Joshua Angrist 教授受邀出席 “大师暨南行”系列活动，作题为“Undergraduate Econometrics

Instruction: Through Our Classes, Darkly”的主题讲座。Joshua Angrist 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福特经济学教授以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

究员。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曾担任多个编辑委员会成员和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的联合编辑，并且
是“Mostly Harmless Econom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和“Mastering 'Metrics: The Path from Cause to Effect”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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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研究向何处去？”高端圆桌论坛
2017 年 6 月 6 日，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向何处去？ ——学

术发表如何推动经济学研究”发展高端圆桌论坛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汇
集了多位国内外顶尖学者，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副院长符
育明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教授，《管理世界》

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蒋东生，《经济学季刊》副主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刘国恩教授，南京审计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院院长孙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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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2017 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2017 年 6 月 7 日 -10 日，研究院顺利主办 2017“城市与房地产经济

2017 现代劳动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2017 年 12 月 16 日 -17 日，由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现代劳动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学国际研讨会”。城市与房地产顶级期刊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邀请西北大学 Jonathan Guryan 教授、罗格斯大学 Jennifer Hunt 教授、加州大学 - 圣塔芭芭拉大学 Peter Kuhn 教

of Regional Science 的主编齐聚研究院，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加州大

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匹兹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Real Estate Economic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Journal
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暨南大
学等国内外名校近 20 名学者在研讨会上带来了精彩的学术分享。

授、波士顿大学 Kevin Lang 教授、斯坦福大学李宏彬教授、耶鲁大学 Mark Rosenzweig 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张俊森教授作为主讲嘉宾。来

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知名高校的 70 余名年轻学者共同参与了此次研讨会。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分享了 60 余篇劳动经济学界最
前沿论文，参会嘉宾就家庭、劳动力市场、移民、教育、环境与健康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计量经济学学术研讨会
2017 年 6 月 14 日，研究院顺利主办计量经济学学术研讨会。斯坦福

大学洪瀚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颜
瑾、王晓虎，研究院副教授徐吉良、史炜报告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
2017 年 6 月 24 日 -26 日，研究院顺利主办首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

2018 年 1 月 15 日，研究院顺利主办流动人口数据使用研讨会。会

发展”学术研讨会。来自牛津大学、杜克大学、多伦多大学、哥伦比亚大

议邀请了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的领导出席，汇聚了知名高校与

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外名校的顶尖学者在为期 3 天的研讨会中共同探讨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RUMiC）数据展开了热烈讨论。

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清华大学、北京
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问题。

2017 劳动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2017 年 8 月 7 日 -8 日，研究院顺利主办 2017 劳动经济学国际研讨

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会嘉宾就“中国乡城流动人口调查”（Rural

IESR-GLO 劳动经济学研讨会
2018 年 3 月 13 日，研究院与全球劳动组织（The Global Labor

会。来自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杨百翰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Organization，GLO）共同举办的劳动经济学研讨会顺利召开。来自荷

南大学等国内外名校的二十余位学者探讨了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热点问题。

市场、人口及人力资源等问题。

圣母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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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马来亚大学及暨南大学的学者共同探讨了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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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2018 年度美国房地产和城市经济学会
2018 年 6 月 12 日 -14 日，研究院主办的 2018 美国房地产和城市经济学会 American Real Estat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8 芝加哥 - 暨南联合计划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9 月 25 日，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

Association（AREUEA）国际年会顺利召开。与会人员汇聚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法

济学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Economic of Human Development, CEHD)

两天半的业界论坛与学术报告活动。

究院。本次来访，Heckman 教授参加了研究院主办的芝加哥 - 暨南联合计划学

国等十几个国家的 160 名学者，年会围绕房地产经济学、房地产金融、城市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开展为期

主任、芝加哥 - 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负责人 James Heckman 教授来访研
术研讨会。研究院青年教师在研讨会上进行了相关论文的分享报告，Heckman
教授受邀担任论文点评嘉宾。

IESR 2018 家庭与劳动经济学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0 月 24 日，IESR 2018 家庭与劳动经济学学术研讨会顺利举办。

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
学、暨南大学的学者就家庭与劳动经济学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CEMP 2018 Workshop
2018 年 6 月 18-19 日，由研究院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Center

for Econometrics and Microdata Practice, CEMP）主办的 CEMP 2018

Workshop 顺利举行，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埃默里大学、多伦多
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
专家学者展开学术讨论。

香港科技大学 - 暨南大学 2018 宏观经济学学术会议
2018 年 12 月 12 日 -13 日，香港科技大学 - 暨南大学 2018 宏观经济学学术

会议顺利召开，来自伦敦大学学院、东京大学、波士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圣
母大学、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暨南

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学者分享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会议邀请波
士顿大学苗建军教授与庞培法布拉大学 Fernando Broner 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第二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6 月 21 日 -23 日，第二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

研讨会顺利举行。本届研讨会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暨南大学

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和暨南大学企业发展研究所共同主办，主
题集中于产业经济、国际贸易、企业发展、创新政策等相关领域的理论
与实证研究，议程主要包括：主题演讲、圆桌政策论坛、平行分会场报
告、企业实地调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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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R-GLO“一带一路”劳动力市场研讨会
2019 年 3 月 21 日 -22 日， 研 究 院 与 全 球 劳 动 组 织（The 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GLO）主办的 IESR-GLO“一带一路”劳动力市场研讨会顺利召

开。这是研究院第二次与 GLO 进行深度合作，本次会议邀请了国内外知名高校
的学者进行了相关论文的分享报告，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劳动力市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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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第二届“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
2019 年 3 月 30 日，第二届“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顺利举办。本次会议由《经济研究》编辑部、高校数据调查共享

平台以及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共同主办。会议邀请了来自《经济研究》编辑部、西南财经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
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 70 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共报告了 20 篇基于各种微观经济数据库的原创
性论文，探讨了与微观经济数据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相关问题。该论坛每年举办一届，首届论坛于 2018 年在西南财经大学召开。

2019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
2019 年 6 月 18 日 -20 日，2019 年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2019 China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在暨南大学隆重举

办，此次大会由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承办。

作为本年度中国经济学领域最高级别的国际学术会议之一，大会邀请了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Heckman，香港中文大学伟伦经济学讲座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张俊森，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李彤，耶鲁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

学学院院士陈晓红，货币金融研究中心（CEMFI）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常务副主席 Enrique Sentana，麻省理工经济学 Ford 讲席教授、
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Whitney Newey，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欧洲劳工经济学家协会（EALE）现任主席 Christian Dustmann，纽
约大学教授、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前主编 Jess Benhabib，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苗建军，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Ariel
Pakes，耶鲁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Samuel Kortum 等 11 位重量级嘉宾先后发表主题演讲。
除主题演讲外，本次会议就微观经济

数据与研究、劳动经济学、中国企业研究、
住房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拍卖与采购的

实证分析、微观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中国经济研究、金融学等议题分 65 个平行
会场进行研讨，会场气氛热烈，嘉宾交流充

分。会议分享的近 300 篇研究报告以中国

经济现实情况为导向，涉及中国现实问题
的方方面面，如劳动力市场、住房政策、

人力资本等，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方向。

第三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5 月 28 日 -29 日，由研究院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中心主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徐熠，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助理

教授白洁共同领衔组织的第三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顺利举办。来自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多伦
多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学者共同探讨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问题，交流讨论不同国家的企业微观数据及现状。

“外来人口市民化”研讨会
2019 年 11 月 15 日 -16 日，由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专

业委员会主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承办的“外来人口市民化”研讨

会顺利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广州地理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中山大学、暨

南大学、香港大学等机构和院校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外来人口市
民化”这一焦点议题。

2019 城市经济学研讨会
2019 年 11 月 29 日，研究院主办的 2019 城市经济学研讨会顺利召开。

来自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复旦大学、厦门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审计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
就城市经济学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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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第 13 次“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季会
2019 年 11 月 30 日，第 13 次“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季会在暨南大学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理事会主办，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暨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
国内高校的 40 余位专家学者在会议中分享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大数据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研讨会
2019 年 12 月 5 日，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香港浸会大学商

业数据分析与数码经济研究中心（CBADE）及经济学系联合主办的大数据

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研讨会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暨南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国家知识产权局、BVDinfo 以
及 Patentics 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相关机构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受邀参会，探
讨如何更好地将大数据应用在经济学的各项研究中。

香港科技大学 - 暨南大学
2019 宏观经济学学术会议
2019 年 12 月 17 日 -18 日，香港科技大学 - 暨南大学 2019 宏观经济

学学术会议顺利召开。香港科技大学 - 暨南大学宏观经济学学术会议每年
在两校各举办一次，这是双方第三次进行深度合作。本届会议邀请来自美

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
大学、乔治城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机构的专家学者就宏观
经济学前沿研究和热点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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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才
培
养

硕士项目

本科项目
招生专业

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专业

招生专业

应用经济学

培养目标

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旨在培养既具有国际视野，掌握经济学系统知识，又熟悉现实国情，能运用现

培养目标

应用经济学硕士项目致力于培养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复合研究型人才。应用经济学硕士学位取得者应

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较高综合素质，毕业后能进入国内外

该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数理功底，熟练掌握实证研究方法，能够独立研究中国经济的实际问
题，具备进一步接受国际一流学术训练的潜力。

一流高校继续深造，或进入政府机构、金融证券、经济咨询等相关行业就职的高级专门人才。

办学特色

办学特色

博士项目
招生专业

应用经济学

培养目标

应用经济学博士项目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宽阔的国际化视野、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的应用经济学研究型人才，能够独立研究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

办学特色

暨南大学 2017 年高考咨询会本科创新班作为新增专业之一受到家长热捧

2018 级本科生荣获多项校级表彰

32

Part 06

●

人才培养

2018 夏令营师生合影

Part 06

●

人才培养

33

留学合作项目

高级管理人员发展项目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的留学合作项目由 IESR 发展与交流中心负责。为了充分利用研究院海归师资、专业声誉，高效帮

助国内学子，IESR 现已与五所海外名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与交流关系，开拓了留学合作项目。项目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
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帮助学子提高英语水平及沟通技能，夯实专业基础，让学生提前适应国外学习生活。
IESR-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项目

高级管理人员发展项目（EDP）是 IESR 为了满足组织高层管理者的培训需求而设立的非学位教育项目，助力高层管理者加强经济管理

领域的竞争力。EDP 项目以各大高校的经济管理院校师资为主体，汇集国内外众多资深的经济专家、咨询专家、管理专家和培训专家，可
为各行业、各领域的高级管理人员拓展国际视野、优化思维模式、吸收先进管理理念、掌握先进管理方法、构筑全面知识体系、培养卓越

领导能力提供强大的师资保证。目前，IESR 已为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科集团、平安集团、广
东省税务局、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开展培训项目。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等代表了美国公立大学的最高水平。CWUR 2019-2020 世界大学排名第 25 位，其

经济系在美国经济学领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很强的研究实力，此硕士项目连续多年位居全美经
济学硕士项目前 5。IESR 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项目招生专业为经济学硕士。

IESR- 美国德州 A&M 大学留学项目

美国德州 A&M 大学是美国著名的公立大学之一，经济学硕士项目位列全美第 6，专业优势

强。IESR 与美国德州 A&M 大学的硕士留学项目招生专业为金融经济学理学硕士、金融计量经济
学理学硕士。

IESR- 新加坡管理大学留学项目

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是新加坡五所著名公立大学之一，是

亚洲顶级的财经类院校。该校由新加坡政府参照美国常春藤名校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世界排名始终前三）而创办。两校在办学模
式、管理、师资、教学和科研等方面合作密切，使得新加坡管理大学成为了亚太地区一所具有美
国顶尖名校特征的美式大学。IESR- 美国亚

IESR- 亚利桑那大学留学项目

亚利桑那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始创于 1885 年，坐落在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

图森市。亚利桑那大学是美国久负盛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被誉为“公立常青藤”，同时也是北

美顶尖研究型大学联盟美国大学协会（AAU）的 62 所成员学校之一。IESR 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留
学项目招生专业为计量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理学硕士。

IESR- 纽约城市大学留学项目

纽约城市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创建于 1847 年，是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

系统之一。2017 年，纽约城市大学柏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排名中位列北美顶级公立大学第五。其商学院的房地产学在 2016 College

Factual 美国大学专业领域排名中，被评为性价比最高的专业。学校坐落在纽约最繁华的金融和文
化中心，与华尔街隔区相望。财富美国 500 强中就有 45 家公司的总部位于此地，得天独厚的地理

优势为学生提供了许多梦寐以求的实习和工作机会。IESR 与纽约城市大学留学项目招生专业为房
地产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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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课程

“名师讲堂”系列课程

“社会经济不平等”暑期学校项目

新加坡国立大学 Sumit Agarwal 教授进行短期授课
“名师讲堂”系列课程是 IESR 极具特色的公开课系列。为了让更多学生能够体验国内外一流的课程与师资，IESR 不定期邀请国内外

知名专家学者以某一学术问题或研究方法为主题进行短期授课。至今，IESR 已成功举办 9 期“名师讲堂”课程，来自美国杨百翰大学、
康奈尔大学 Lawrence Blume 教授与暑期学校学员交流
从 2016 年起，“社会经济不平等”暑期学校项目（Summer School on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由 HCEO 国际工作

组（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Global Working Group）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共同主办，至
今已成功举办四期。IESR 也是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后，亚洲第二所承办该项目的研究机构。暑期课程的授课老师包括康
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多伦多大学、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密歇根大学、暨南大学、西南财经

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教授。课程向参与学员展示不平等与人类繁荣（Inequality and Human Flourishing）领域的最新研究结
果。在 5 天紧凑的课程学习中，学生们有机会了解 HCEO 工作组是如何把社会学与心理学视角和传统经济学模型结合起来，与
国际顶尖学者面对面进行学术讨论，展示自己的研究结果，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研究机构的同行进行互动交流。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教授都曾为来自暨南大学校内外同学们讲授精彩
的课程。

Lars J. Lefgren，
美国杨百翰大学经济系 Camilla Eyring

Kimball 教授，其研究领域为应用微观经济学，主要集
中于教育经济学。

Russell Cooper，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其
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
学、产业组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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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e Tamer，哈佛大学经济系 Louis Berkman 教
授，其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产业组织等。

Joshua Angris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Ford 经济学讲

际金融、房地产市场及资本市场等。

公共项目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与政策评估。

席教授，其研究领域涉及教育经济学、社会实验、

Andrew Chesher， 伦 敦 大 学 学 院 经 济 系 William

姚文雄，乔治亚州立大学副教授，其研究领域包

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等。

管理等。

Stanley Jevons 讲席教授，其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

Part 06

计量经济学。

Sumit Agarwal，新加坡国立大学金融系刘德光杰出

讲席教授，其研究领域为家庭金融、行为金融、国

36

李彤，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其研究领域为微观

括房地产金融、住房政策、家庭金融、信用风险

Part 06

●

人才培养

37

计量经济学高阶训练营

麻省理工学院 Whitney Newey 教授进行授课
计量经济学高阶训练营是我院微观计量中心主办的精品短期课程。为了让学员能够深入、系统地学习计量经济学前沿知识，训练营

特别邀请在计量经济学领域的顶级学者教授针对机器学习、社交网络等重点难点开展主题授课。此外，在训练营中学员们还能够在学术
报告研讨会上充分展示自己的研究，与计量经济学顶级学者面对面交流，得到切实宝贵的建议。目前计量经济学高阶训练营已举办第一
期，邀请麻省理工学院 Whitney Newey 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Bryan Graham 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进行授课。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活动

研究院陈祎副教授为珠江经济学俱乐部学员授课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旨在为经济学专业或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学生分享最前沿的学术资源、打造最有活力的经济学平台。俱乐部会员可

以获得国际顶尖经济学教授实地讲授的短期课程、 接受经济学常用软件课程培训、获取国内外各种学术资源等福利。俱乐部已邀请香港
浸会大学、暨南大学的学者为俱乐部会员讲授数据分析、留学申请、排版软件 LaTeX、Stata pro、数据可视化等实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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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中心

项目概览

2019 年千村调查员入户开展访问

1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社会调查中心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旨在开展多项大型、前沿的社会调查项目，打造优质的学术公共产品，

广东千村调查项目
(Thousand-Village Survey in Guangdong)

广东千村调查旨在深入广东乡村，通过入村入户调研，从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治理与乡村运行效率、农村生态环境、教育脱贫战略、

致力于为经济学研究夯实发展基础，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支撑研究院在相关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中心延揽

农村养老和留守儿童、农村金融改革等角度出发，系统地收集广东省乡村发展的微观数据和相关信息，利用一手数据研究三农问题，实现

内外知名高校的毕业生以及具有多年调查行业相关经验的优秀人才，组成了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调查团队。

点，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2018 年，项目完成基线调查，2019 年，进行追踪访问和样本扩充，并开展农村绘图工作，覆盖 100 余个

20 余名来自密西根大学、波士顿大学、特拉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国
社会调查中心自成立之初便致力于建设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库。三年来，中心主要开展的大型调查项目包括：广东千村调查 (Thousand-

Village Survey in Guangdong)、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RUMiC)、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

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有机结合，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建言献策。项目引导学生走进广东省乡村，深入实践，反思乡村发展的痛
行政村，200 余个自然村和 3600 多户农村家庭。

踪 项 目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Mianzhu, LSCD, Mianzhu)、 广 东 人 口 流 动 现 状 调 查 (Guangdong Migration
Survey, GMS)、中国家庭就业调查 (China Household Employment Survey, CHES)、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 (Guangdo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Survey, GDMFS) 等。这些调查关注城乡迁移人口、劳动力市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制造业企业等内容，与
国家、各级政府的政策需求高度契合。中心严谨求真，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采用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核查方式对调查数据进行质量控制，包
括录音核查、电话核查、数据核查、图片核查及 GPS 地理信息核查，有效保障调查数据质量。

2019 年，中心在自主搭建的数据平台上先后面向学界和相关领域发布广东千村调查 2018 年研究报告和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

展追踪项目 2018 年数据成果，开放 2018 年广东千村调查和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2016-2018 年的数据使用，履行收集一手数据并促进数

据转化为学术成果的核心职责，以开放协作的精神推动学术的基础性和前沿性研究。目前，中心数据平台用户将近 100 人，主要为研究院
师生，数据申请超过 200 人次。经过多轮设备升级，目前数据平台可接受约 1000 名数据用户，并容纳 100 人同时在线使用。

随着中心规模的扩大和项目的深入推进，为规范化项目执行与提高数据采集效率和准确性，中心 IT 部门自主研发多个调查系统并投入

使用，这些调查系统主要包括：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CAPI）、计算机辅助电访系统（CATI）和计算机辅助网络系统（CAWI）及多个客户
端应用程序，用于开展绘图和调查访问工作。辅助系统的革新将会为之后高质量数据的收集、项目的优化执行等提供更为灵活、更有针对
性的技术支持。

2018 年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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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RUMiC)

为了记录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及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理解现行制度对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影响，并帮助政府制定合理的

改进政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孟昕教授于 2008 年发起了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简称 RUMiC）。2016
年，调查中心参与该项目执行，自 2017 年起该项目由中心独立开展。项目旨在搜集城乡流动人口的基本人口特征、健康、教育、就业、社
会关系网络、家庭收支、居住条件和老家信息。利用这些信息，我们将描绘城乡流动人口特征的空间、时间分布，通过各信息之间的关联

情况，分析城乡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就业、劳动力市场以及居住情况的影响因素，从而了解促进其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2019 年，项目
沿用电话访问的方式对原受访者进行追踪，受访者主要分布在全国流动人口迁入和迁出人数最多的 9 省 15 个城市，本轮调查成功追访样本

量约为 2500 户。项目秉持严谨和认真的态度，通过录音核查以及数据复核等方式进行严格质量控制。截止 2019 年，中心拥有 RUMiC 的 4
轮面板调查数据，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引起广泛关注。

绵竹项目督导协助受访儿童进行风险偏好测试

2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Mianzhu, LSCD, Mianzhu)

电访员的工作小提示

调查员正在开展电话访问工作

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发展轨迹及影响因素是我们各级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本项目旨在追踪儿童认知与非认知

能力的发展轨迹，探索影响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尝试针对留守儿童的干预措施，通过调查建立长期追踪数据库，为

有关儿童发展的学术研究提供数据支持，为政府部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提供政策建议。该项目由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James J.

Heckman 教授担任项目顾问，中美两国研究团队共同设计项目研究课题及问卷内容。该项目已经完成 2017 年基线调查、2018 年和 2019
年追踪调查的数据收集，后续仍将每年追踪一次，年总样本量近万人次。

4

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
(Guangdong Migration Survey, GMS）

为了了解当前流动人口工作与生活现状以及城市整合程度，研究流动人口与本地常住居民劳动力市场的互补情况，探索城市发展新阶

段面临的相关问题，以更好地为常住居民及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中心于 2019 年开展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Guangdong Migration
Survey, GMS）。

GMS 项目目前已完成 22 个样本社区的走访和绘图工作，并同步开展实地核查工作。所得地图及相关数据将会为后续的抽样入户调查

和流动人口数据收集，乃至对广东的人口流动与城市整合情况指明方向。

2019 年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调查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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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家庭就业调查
(China Household Employment Survey, CHES)

中国家庭就业调查是中心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的一项全国性入户调查。该调查聚焦于收集劳动年龄

人口基本特征、劳动参与、就业（单位类型、行业、职业、工作时间、工资收入）、失业（失业时长、失业登记、失业保险、工作搜寻）

等信息，覆盖全国 29 个省（除港澳台、新疆、西藏）约 40000 户家庭，为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学术及政策研究提供可靠数据支持。调查中心
目前拥有 2011、2013、2015 和 2017 年四轮面板调查数据。

调查员正在进行入户访问

6

调查员在街边进行访问

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
(Guangdo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Survey, GDMFS)

受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为了测度和评价广东省制造业的发展质量，建立契合实际发展需要和用于观察制造业企业发展情况的

指标体系，支撑国家绿色制造 2025 的战略要求，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联合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组织开展此项专门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调查（Guangdong Manufacturing Firm Survey，GDMFS）问卷主要模块包括企业的财务情况、质量管理情况、人力资本情况、
生产及进出口情况、企业营商环境、利用工业机器人情况、信息化与电子商务情况等。该项目于 2017 年正式启动第一轮调查，2018 年完
成第二轮调查，成功访问企业 400 余家，样本范围覆盖制造业的 26 个行业。

企业负责人为调查员介绍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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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CPR）致力于打造以严谨深入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立足本土放

眼国际，独立专业的新型智库。中心研究团队由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国内顶尖学府的博士组
成，并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助理团队协助政策研究。中心关注乡村振兴战略、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留守儿童、住房政策、劳动就

业、人口流动、产业政策等多领域社会民生重大问题。基于微观数据形成政策性报告，定期举办政策研讨会，与国家及广东省有关政策机构
展开合作，并与多家国际知名智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研究院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为公众提供专业、丰富、客观的社会经济

问题解读观点。2017 年，研究院首次荣登核心智库榜单，成为全国 16 家“高校智库 A 类——211 高校经济领域”的入选智库之一。2018

年，研究院名列《2018 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全国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行榜前十。2019 年 5 月，研究院入选民政

智库平台
暨南论道
“暨南论道”公开系列讲座由资深学者、专家讲授所在领域的基础知识，致力于搭建具有智库属性的学术平台。

主讲人

主讲人简介

题目

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系民政部在华南地区唯一一家政策理论研究基地。2019 年 12 月，研究院入选光明日报、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索引

甘犁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
中心主任

中国自有住房空置率之谜

研究领域

孟昕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

中国的城乡移民潮——基于 RUMiC 数据的视角

林曙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
复旦大学货币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资本账户管制和人民币汇率

（CTTI）”来源智库。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

主要研究流动人口子女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相关政策进行解读。结合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

踪项目，中心具体研究儿童的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社会 - 情感福祉、认知发展和教育获得的全面情况；父母外出打工对于留守儿童认知／

张宏浩

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

谈台湾近年主要农业政策及其影响：一个应用经济学家的观点

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

艾春荣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与大数据学院院长

供给侧改革：中美之比较

胡颖尧

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系教授

Econometrics of Unobservables

史耀疆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与中国未来的发展与稳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专员，
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

关于人口迁移流动的统计监测与数据开发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政企合谋：解开中国之谜的钥匙
——理解中国奇迹的一个新视角

周颖刚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与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

效率，互动与风险：来自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证据及含义

Albert
Park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The Changing Demand for Tasks and Skills in China

简锦汉

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

教育对于健康的影响

文贯中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

抵达刘易斯拐点的中国道路及其后果
——逆淘汰的农村和排外性的城市化导致的社会流动性陷阱

黄季焜

北京大学教授

全球背景下中国农业的发展和竞争力

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旨在基于严谨的研究，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已经举办三届流动人口
人口流动

中国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人口流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中心深度探析人口流动与城市经济

发展、不同地区人口政策如户籍制度的影响机制等实际问题，并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与中
等收入陷阱”等课题，研究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口政策发挥的影响以及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面临的各类人口问题。
乡村振兴

中心研究团队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进行解读并深入研究各地区乡村振兴具体实践，研究主题涉及农业发展质量、乡村绿色发展、农村

文化、乡村治理体系、农村民生保障、精准脱贫、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党对“三农”工作的领

王谦

导等各个方面。通过开展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将着重研究广东省在“精准扶贫、乡村生态环境、一村一品、乡村治理体系”等方面具体实

践，通过研究报告和政策内参的方式呈现研究成果，为广东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智力支持。目前已经发布《广东千村调查 2018 研究报
告》和《南粤炊烟——2018 广东千村调查实录》，并发布多篇政策简报。
城市发展与住房政策

中心研究团队对房地产市场最新政策变化进行及时解读，探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研究住房金融政策发展，用房地产真实交易数据

构造同质住房指数研究房价波动，并研究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波动和住房制度变迁对社会经济及个体行为的影响。结合人口城镇化，中心还
研究推进农民工和农民进城购房安居相关政策。中心的住房政策研究获得国家及广东省多项课题资助。
劳动就业

研究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China Household Employment Survey, CHES）数据为基础，重点关注我国劳动力市场相关政策。关注的

议题包括但不限于：（1）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趋势变化；（2）城乡劳动力的差异与融合；（3）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4）劳动

力市场发展的地区不平衡；（5）我国就业质量的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与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合作开展我国就业质量动态监测方面的
课题研究。

产业政策

受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委托，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联合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组织开展此项专门调查，旨在构建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体系。

本调查的目的在于：（1）调研广东省各地市大中小微型制造企业现状；（2）构建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体系；（3）检验全要素生产率的指
标评价体系的评价效果；（4）完善指标体系构建及实施过程中的保障机制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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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现代经济学的本质

万广华

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
云南财经大学教授

收入差距与城市化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

Policy Initiative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Innovation Promotion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司长

中国流动人口问题

Jimmy
Chan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The Institution of Merit: A Chinese Case Study

赵金华

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

Economics of Adaptation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Past Lessons and Future Strategies

Loren
Brandt

多伦多大学教授

Prospects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A Short and Long-run Perspective

杨立岩

多伦多大学教授

Financial Markets with Information Frictions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Where Is All That Chinese R&D Going?

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增长模式转型再认识：一个环境经济学视角

龙小宁

王谦

宋铮

徐晋涛

“问政暨南”系列论坛是研究院于 2016 年底开始举办的智库平台，论坛主要关注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以数据为基础，以政策

研究为导向，为学术界、政策界和业界的专家搭建跨界交流平台，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陆铭

主讲人简介

题目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大陆经济的欧洲化

学界、业界、政府、媒体记者等参会嘉宾共计 60 余人

丁成日

陈杰

邓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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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波恩大学经济系教授

The European Migration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东京大学副教授

如何面对有心理障碍的青少年？
以日本奈良少年监狱诗歌教室为案例

高文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的新经济与新就业

江飞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程序与组织机制
——揭开中国产业政策制定的黑箱

齐晔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能源转型及其治理变革现状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精准扶贫的现状和未来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阿古智子

问政暨南

主讲人

Klaus F.
Zimmermann

汪三贵

贺丹

IESR+
“IESR+”系列讲座是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于 2016 年 9 月开设的智库平台，报告人主要是业界的学者，旨在分享业

界前沿资讯，拓宽学术视野，加强学界与业界之间的互动和联系。

主讲人

主讲人简介

题目

吴海山

百度时空大数据研究负责人

Mobimetrics: Big data-driven economic and
investment research

康德胜

PPmoney万惠集团副总裁

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消费金融

赵若云
王俊

TalkingData高级总监
TalkingData教育产品经理

数据驱动的城市设计 &Talking data 科研合作战略

茅明睿

北京城市象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新数据环境下的城市感知、认知与治理实践

陈剑

信风科技CEO，财新智库高级业务顾问，
上海市千人计划金融领域专家

美国长租公寓的监管及对中国市场的启示

荣冲

智慧足迹城市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

运营商时空大数据助力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新探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中心副主任，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家

基于疾病防控需求的监测数据分析利用

圆桌论坛——房地产与城市政策研讨会

马里兰大学教授

世界巨（特）大城市发展：规律、挑战、对策及其评价

上海财经大学校讲席教授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趋势与展望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

人民的住房市场
——中国主要城市住房市场的宜居性及可持续性评析

周脉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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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讨会
广东千村调查 2018 研究报告发布会
2019 年 1 月 10 日，《广东千村调查 2018 年研究报告》发布

会暨村长圆桌论坛顺利举办。会议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浙江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钱文荣作为
点评专家，来自广州、清远、佛山、云浮的 6 位村委会代表也受邀
共同参与讨论。

连续举办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
2017-2019 年，研究院连续三年举办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其中，前两届会议在暨南大学举办，第三届会议在

四川绵竹举办。三次会议中，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民政部等政府部门专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法国巴黎经济学院等中外知名学者，以及全国一线教育工作者参会，共商流动人口子女发展大计。三次会议都包含了主
题发言、政策论坛、实地参观等议程。

“中国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转型、
发展与挑战”圆桌论坛
2019 年 6 月 18 日，2019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在暨南

大学举办，本次年会特设“中国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与
挑战”圆桌论坛，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
分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界、业界的 7 位专家学者分享
了精彩观点，共同讨论中国房地产现状，提出政策建议。

首届“布鲁金斯 - 暨南”
中国微观经济学论坛
2019 年 10 月 11 日 -12 日，首届“布鲁金斯 - 暨南”中国微观

经济学论坛顺利召开，这是研究院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布

《< 广州市城市总规划（2017-2035 年）> 草案》内部研讨会
2018 年 3 月 9 日，研究院主办的《< 广州市城市总规划（2017-2035 年）> 草案》（下称“草案”）内部研讨会顺利举办。研讨会

诚邀各领域专家就草案本身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专业意见和建议。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学、金融学、公共管理
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以及来自地产、银行系统的高管齐聚暨南园，共同关注美丽花城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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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金斯学会的首次合作。来自布鲁金斯学会、亚利桑那大学、加州
大学欧文分校、未来资源研究所、康奈尔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

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聚
焦中国环境经济与政策领域的多项重要议题，通过深度讨论的模式
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效果评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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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咨询
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
从 2016 年以来，研究院已与民政部开展持续的深度合作。2016 年 -2019 年，我院连续 4 年受民政部委托，赴湖南、江西、云南、

贵州、安徽、浙江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与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第三方评估。同时，研究院承接民政部有关低收入人群保障、失业人群
兜底保障等横向课题，相关研究将为民政部的政策制定工作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2018 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聘民政部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进一步围绕如何推动新时代民政事业科学发展、加强民政法治建设、更好地发挥专家学者作用等做出贡献。2019 年 4 月，
研究院入选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这也是民政部在华南地区设立的唯一一家高校政策理论研究基地，冯帅章院长作为暨南大学基地
负责人将重点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方面开展一系列政策理论研究工作。

与国家卫健委、广东省委改革办合作关注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是研究院与卫健委共同关注的民生问题。近年来，双方共同开展了“2016 年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广东部

分）和一系列课题合作。研究院在 2017-2019 年间连续举办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卫健委流动人口司皆受

邀参加。2017 年 10 月，我院与卫健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进中国乡城流动人口调查项目，并开展流动人口子女教育
等相关领域的科研合作。同时，研究院积极对接广东省人口发展需要，为广东省委改革办进行人口资源发展趋势的政策咨询横向课题。

为广东省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2019 年 1 月，研究院发布《广东千村调查 2018 研究报告》，并受到广东省委的高度关注。其中，有关于乡村教育、厕所革命、精

准扶贫的政策简报受到了广东省委办公厅的采纳和批示。同时，《南粤炊烟——2018 广东千村调查实录》于 2019 年 6 月出版，受到了

广东省农村工作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冯帅章院长受聘为首届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带领研究院进一步服务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宏观决策提供支撑。

住房政策咨询
2017 年，研究院受省委委托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发言被刊录在广东省内参“调研思考”第 6 期。同时，张思思副院长的政策

专报“建立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的政策建议”受到时任广东省省委副书记任学锋同志的批示。2017 年 7 月 21 日，张思思受邀参加广州市
住房公积金中心“我国住宅政策性金融体制改革研讨会”，对课题“公积金改革目标、路径和运营方式”提出建议，并作为广东住房公
积金行业专家委员会成员作“美国房地产金融政策对我国的借鉴及启示”专题发言。

政策成果
调查报告

报告名称

《广东千村调查 2018 年研究报告》

《2019 年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第三方评估反馈报告》
《2018 年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第三方评估反馈报告》
《2017 年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第三方评估反馈报告》
《2016 年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第三方评估反馈报告》

专题报告

报告名称

作者

计划生育政策如何改变中国老年人的生活？

陈祎等

“地铁热”能缓解路面交通拥堵吗

重男轻女思想会影响父母的家庭时间分配吗？
各国厕所革命进程对我国厕所革命进行的启示

政策简报

在评估劳动力市场状况时，我们关心哪些统计数据

卢晶亮

新时代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草案研讨献策要点总结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建议

广州“租购同权”政策实施现状及效果

促进农村教育公平，助力广东乡村振兴事业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广东农村卫生公厕建设
动态瞄准扶贫目标，夯实广东精准扶贫工作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奠定乡村振兴基石

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隐性区域不平等

加大广东农地流转供给侧改革，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均衡发展
中国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研究

横向课题

张思思 李承政
张思思 牛梦琦
张思思 李承政
韩昱洁
李承政
牛梦琦
李书娟
卢晶亮
李承政
刘诗濛
李承政
张思思

委托单位

2016-2019 年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难儿童保障评估工作

国家民政部

2019 年“托底性民生保障政策支持系统建设”研究
将低收入群体纳入低保的可行性研究

广东人口资源趋势与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与广州应对策略研究

智库发展

冯帅章 卢晶亮

项目

就业质量动态监测专题研究

●

张亚楠

作者

着力农村环境突出问题，实现广东乡村可持续发展

Part 08

薄诗雨

简报名称

产业共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粤东西北人口城镇化

52

谷一桢

国家统计局
国家民政部
国家民政部

广东省委改革办
广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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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我院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
观点”是智库发声平台，拥有国
际视野、实证基础以及政策导向

等特色，为公众提供专业、丰富、
客观的优质观点和智库产品。

媒
体
聚
焦

138

至今，公众号共发布

条推送信息

48733
获得共

次阅读量

“黄埔大道西观点”阅读量

TOP20

文章

题目

作者

为什么实现不了“水果自由”？专家：真不是因为你钱少

马祥

盘活资源促乡村产业发展

羊城派
经济日报

陈祎

“3+1+2”方案下，化学可能成为物理之后的遇冷科目

中国男足真的落后吗？来自经济学文献的证据

卢晶亮

严子中

网红经济的门道

澎湃新闻

对话韩嘉玲：农村小规模学校蝶变与探索的中国经验

韩嘉玲

张思思

中国流动人口住房负担调查

澎湃新闻

宋彦 李蔚

薄诗雨

都挺好？看重男轻女如何影响父母时间分配

孙伟增

冯帅章

一石三鸟：加强婴幼儿照护正当其时

美国《排华法案》与华人的反歧视抗争史

谢斌

崔潇濛

用气象大数据支持农业发展

城乡流动人口拉动内需有巨大潜力

薛森

薄诗雨

平行志愿减少 6% 的错配，出分报考减少 18% 的错配

财经网

杨哲

女性公平就业难，职场离性别真正平等还有多远

财新网

冯帅章 韩昱洁

公办还是民办？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挑战

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

我们将失去好医生吗？
用数据说话：北京的学区房贵吗？

大数据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入户调查？

王芷苓

你知道吗？家庭地位和数学水平都影响了你的个税抵扣

宋彦

挡不住的网红经济：空前爆发下的隐忧

严子中

刘诗濛

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隐性区域不平等

在评估劳动力市场状况时，我们关心哪些统计数据

卢晶亮

谷一桢 江畅
张俊富 邹奔

“地铁热”能缓解路面交通拥堵吗

羊城派

财新网
澎湃新闻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财新网

中国家庭就业调查：看看哪些行业加班多

薛森 何李芮

垃圾分类要与垃圾运输、处理等能力匹配

李承政

冯帅章

我国不平等的上升总体而言属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好的”不平等

澎湃新闻

一线城市户籍鄙视链

牛梦琦

陈祎

How Do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Reshape the Life of the Chinese Elderly?

Voxchina

唐曲

张思思

企业减负，公积金缴存比率该不该降

陈祎

冯帅章

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关键是扩大供给

空气污染悖论？
“性别歧视”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的万恶之源么？

财新网
财新博客

转基因正在敲门，中国要避免被动接受

崔潇濛

冯帅章 韩昱洁

新时代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新挑战

推广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托马斯·皮凯蒂的雄心壮志

卢晶亮

冯帅章 卢晶亮

新时代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为什么广东省东翼地区农地流转率低，租金高？

李承政

冯帅章

流入北上广，千万余流动儿童“上学难”问题怎么破？

网络购物能降低区域消费不平等吗？

唐立鑫

张思思

政策叠加效应日显楼市分化加剧 投资咋办 ?

南方日报

陈祎

李书娟

新时代，商事制度改革在路上

南风窗第

李书娟

小学生托管机构 怎样才能不“脱管”

宋彦

330 个城市实证研究：“医闹”会降低生源报考医学专业意愿

冯帅章 韩昱洁

政策如何帮助“空巢青年”建“新巢”？

薄诗雨

“省管县”改革与地方财政监督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如何改变中国老年人的生活？

至今，研究院教师在媒体发表或被媒体引用文章

56

张毅

56

篇。

南方都市报
澎湃新闻
羊城派

南方都市报
澎湃新闻
财新网
澎湃新闻

作者

题目

发表媒体

冯帅章

避免流动儿童失学 学者吁突破超大城市教育供给困局

张思思

HFI-60 指数与房地产业未来四大潜在增长点

南方日报

孙伟增

如何看待住房市场的投资性需求

崔潇濛

转基因正在敲门，中国要避免被动接受

澎湃新闻

刘诗濛

Spillovers from universities: Evidence from the land-grant program

华尔街日报

马森

“方言”会阻碍经济发展吗？

澎湃新闻

冯帅章 张晓

应对留守儿童问题需多管齐下

FT 中文网

邱筠

气候变暖或扩大社会不平等

澎湃新闻

卢晶亮

推广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托马斯·皮凯蒂的雄心壮志

唐立鑫等

网络购物能降低区域消费不平等吗？

财新网

冯帅章

流动儿童教育路在何方

唐曲

决定你高考分数的可能还有温度和空气污染

史炜

以房养老难在何处？

《财经》杂志

宋彦

高考录取平行志愿取代梯度志愿，是一种进步吗？ | 深度解读

腾讯今日话题

张思思

房市平稳是“以房养老”的前提

《财经》杂志

殷立娟

贸易战升级：中国产能会转移到东南亚吗

财新网

朱宏佳

城市拆迁补偿的困境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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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财新网
《财经》杂志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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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孙伟增

中国典型城市住房同质价格指数

冯帅章

教育控人是误入歧途

《财经》杂志

朱宏佳

Run away? Air pollution and emigration interests in China

《财新周刊》

冯帅章

我们还能为留守儿童做些什么？

刘诗濛

稳定市场预期是关键

财新网

谷一桢

“地铁热”能缓解路面交通拥堵吗

财新网

冯帅章

好的不平等，还是坏的不平等：以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为视角

张思思

“五险”与“一金”存在根本差异，降费宜区别对待

冯帅章 韩昱洁

新时代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新挑战

冯帅章

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关键是扩大供给

李蔚 张浩然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探究：异地中考仍受限制，租购同权尚待深化

冯帅章 卢晶亮

新时代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冯帅章

对话：中欧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差异

至今，我院专家共接受外媒体采访共

58

15

财新网

澎拜新闻

澎湃新闻
财新网
《南方都市报》
财新博客
搜狐
澎湃新闻
财新网

次。

受访专家

题目

采访媒体

张思思

HFI-60 将打造房产经济晴雨表

南方日报

马祥

乡村振兴期待金融活水——广东农村金融市场状况调查

经济日报

张毅

水果变“贵”族 价格涨涨涨？

广州日报

张思思

专家点评《广东长租公寓发展报告 2018》，应尽快落实政策要求给企业实质扶持

南方日报

李书娟

我们分析了 10 份政府工作报告，优化营商环境广东今年将这么干

张思思 史炜

多位专家解读、起草单位发声：“按套内面积交易”旨在解决这个问题

南方 +

李书娟

以老带新、升级课程、缩减课时，校外培训机构“花式涨价”没商量

新华社

冯帅章

不适宜对“空巢青年”渲染过多的悲情色彩

张思思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有条件建成国际一流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南方日报

张思思

未来楼市回调压力还是很大，投资者短期内要非常谨慎

南方日报

张思思

中国家庭资产集中在房产造成财富差距的扩大

羊城晚报

刘诗濛

“在 1860 年代到 1940 年的美国，相比没有赠地大学的郡，拥有赠地大学的郡的
制造业生产率比前者上升了 57%”

冯帅章

企业走出去带动国际化人才需求

南方日报

冯帅章

“我们要让一家人在一起” 流动儿童教育“福地”上海的双重压力

南方周末

冯帅章

投资弱势家庭儿童早期教育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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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

广州广播电台

华尔街日报

南方都市报

对
外
交
流

▍

2016 年 5 月 17 日

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一行四人前往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

及经济学院进行访问交流。同月 26 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

2016 年 8 月 24 日

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一行四人访问了广东省民政厅社会事务

加“2017 联合调查数据交付仪式暨高校数据调查共享平台启动会”。

▍

处，容锡宏处长和王德彬副处长接待研究院一行，双方就流动儿童与

2016 年 11 月 2 日 - 3 日

研 究 院 副 院 长 张 思 思 访 问 了 美 国 联 邦 储 备 委 员 会 (Board of

▍

▍

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

值研究院成立一周年之际，复旦大学陈诗一教授、厦门大学方颖

▍

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南京审计大学孙宁教授、北京大学余

2016 年 12 月 22 日

▍

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主任肖子华一行来访研究院，双方

流动人口调查项目。

年教师培训项目。

2017 年 2 月 18 日

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一行前往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访问交

主任就“人口与中等收入陷阱”为题展开了讨论。

●

对外交流

芝加哥大学 Steven Durlauf 教授来访我院，Steven Durlauf 教授

作为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参与了“芝加哥 - 暨

人口问题、智库建设进行了交流。5 月 11 日，冯帅章院长一行与贺丹

Part 10

2018 年 6 月 25 日 -7 月 3 日

探讨在数据、智库方面在未来的合作可能性。2017 年 12 月 12 日，研

流。2017 年 2 月 18 日，人发中心贺丹主任一行来访研究院，双方就

60

匹兹堡大学 Daniel Berkowitz 教授来访我院。除了参与 IESR 主办

青年学者们分享了他的学术和生活经历。

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揭牌仪式，并主持了为期 5 天的 HCEO 青

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一行前往北京与肖子华主任等讨论如何更好推动

▍

2018 年 6 月 21 日 -29 日

的主题为“中国经济”的论文研讨会外，Berkowitz 教授还与 IESR 的

淼杰教授齐聚研究院，带来五场精彩的学术讲座。

▍

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随暨南大学校长胡军出访希腊、西班牙、

治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就学生交换项目及学术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项会暨新时期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转型发展研讨会。

2016 年 12 月 2 日

2017 年 11 月 30 日 -12 月 9 日

葡萄牙三国，与当地高校进行深入交流。冯帅章院长还与巴塞罗那自

会议。11 日，冯帅章教授受邀参加流浪儿童救助服务体系创新项目结

▍

美国智库 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 研究员 Tim Kautz 来访

况、运作流程、管理模式、成果发布等经验。

了深入交流并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一行受邀参加民政部农村留守儿童部际联

2017 年 10 月 30 日

研究院，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展开交流，分享了美国智库大致情

International 及城市研究院 (Urban Institute)，与三家机构负责人进行

2016 年 11 月 9 日

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一行对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上海

律研究院开展了交流访问。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 美 国 知 名 智 库 IMPAQ

▍

2017 年 10 月 12 日 - 13 日

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及上海金融与法

留守儿童调查项目合作事宜展开了交流。

▍

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一行参加“高校合作调查研讨会”，讨论研

究院社会调查中心负责中国家庭就业调查。11 月 3 日，冯帅章教授参

经济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方颖回访研究院。

▍

2017 年 3 月 17 日

▍

2018 年 10 月 15 日

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带领院长助理史炜副教授、薄诗雨助理教

授等一行前往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三所院校
进行交流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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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国信证券广州分公司一行来访我院洽谈校企合作事宜。未来，国

▍

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处长葛国斌一行访问研究

信证券广州分公司将会为 IESR 优秀学生提供实习实践机会，建立长期

院。双方表示希望能够携手搭建广州市流动人口调查和数据开发利用

竞赛等。

为提高流动人口的福祉共同努力。

的实习合作基地，并开设程序化交易相关课程，与 IESR 共同举办相关

▍

2019 年 7 月 19 日

2019 年 1 月 3 日

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副院长张思思副教授受邀访问了美联储

的平台，共同探索流动人口相关问题，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好的服务、

▍

亚特兰大分行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该分行数量经济研

2019 年 7 月 22 日

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一行前往广东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与

广东省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幸晓维进行座谈。双方表示未来将有更多

究中心主任、埃默里大学讲席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查涛，乔

的合作空间，共同为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治亚州立大学副教授，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资深研究员姚文雄及美联
储费城分行资深金融经济学家安旭东与研究院一行展开了深入交流。
▍

2019 年 2 月 21 日

斯坦福大学李宏彬教授来访研究院，与研究院教师进行职业经验

▍

2019 年 7 月 23 日

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周俊波副主任一行来访研究院，双方结合专

业知识以及社会实际讨论了近来的热点问题，并探讨了未来更多元的

分享。李宏彬教授表示去年前来研究院参加第二届“新兴经济体的企

合作方式。

业发展”研讨会时就对研究院的发展速度、师资质量、研究问题以及
社会调查项目印象深刻。他对研究院创新改革的发展模式表示认可，
希望研究院能够继续坚持国际化发展模式。
▍

2019 年 3 月 23 日

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邀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

▍

立大会暨中国经济学 70 年演进与发展高层论坛。国内重点高校经济学
济学未来发展方向这一重要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并就可行的相关合作展开热烈讨论。

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双方从人才引进、学生培养、社会调查、智库

2019 年 4 月 3 日

四川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方茜研究员带领《中华智库影响

▍

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邀出席 2019 年中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

论坛并做主题演讲，该论坛由《哈佛商业评论》联合智联招聘共同举
办。会上，冯帅章院长发表了题为“新时代的中国人力资本投资——
挑战与机遇”的主题演讲。
▍

多伦多大学朱晓冬教授来访研究院，来访期间，朱晓冬教授为暨

Gap：Evidence from China”的讲座，并与研究院师生分享了他对于

作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2019 年 4 月 25 日

2019 年 10 月 28 日

大师生作了题为“Selective Mi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力报告》课题组来访研究院，双方就研究院新型智库建设的各方面工

▍

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一行受邀访问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北京

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副院长王鹏飞教授对冯帅章院长一行

院主要负责人、国内顶尖经济学期刊负责人共计 50 多位嘉宾就中国经

▍

2019 年 10 月 16 日

做中国问题研究的体会。

▍

2019 年 11 月 11 日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马亮一行来访研究

院，双方就智库建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经验分享。双方表示，未来将
在开展智库品牌活动等方面探索更多合作可能性。

2019 年 5 月 9 日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钱贵霞一行来访研究院，双方就

学生培养、人才引进、薪酬激励、绩效考核、智库建设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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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J. Heckman

学者评价

他
说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芝加哥大学教授

IESR 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研究机构。以严谨且系统的方法来讨论

政策，不仅能让中国人以及全世界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还可以更好地

服务政府，提供正确的决策意见。我对 IESR 未来的三年以及未来三十
年充满期待！

Alan B. Krueger
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IESR 正在进行的调查研究使我印象深刻，与詹姆斯·赫

克曼等国际优秀人才合作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方法，有利于
中国经济学研究国际化的发展。

陈诗一

复旦大学教授
长江学者

IESR 的特点是聚焦社会实际问题，进行有组织的社会调查，获取

中国的一手经济数据，为研究、执政服务，同时具有一支年轻的科研
队伍，进行国际化研究。

方颖

厦门大学教授
长江学者

IESR 在学校充分授权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短时间内

凝聚了大量的海内外学术人才，形成学术高地，成为整个经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济学界一支新生力量。

将中国经济研究进一步规范化，将立足于真实世界的中国经济学

研究推向主流经济研究，是你们的使命。我期待 IESR 团队能够成为
将中国经济学研究主流化的典范！

余淼杰

北京大学教授
长江学者

IESR 在科研、教学、社会服务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惊人的

成绩，已经逐渐成为南国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们希望看

周亚虹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长江学者

IESR 的研究真正做到了顶天立地，既注重国际前沿，又关心中国

问题。在学生培养方面，希望 IESR 今后培养出更多能够掌握国际前
沿，又跟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到研究院有一个更辉煌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