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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学术活动

成果出版

人才培养

社会影响

简介

2015年 10月 25日 CIDEG成立十周年庆典暨学术研讨会合影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成立于 2005年 9月 27日。本中心致

力于产业发展、环境治理与制度变迁领域的政策研究、学术交流、研究生教育及在职人员培训，

旨在提高中国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与教育的水平，促进学术界、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部

门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协调。

CIDEG成立至今，在众多知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积极开展各项研究课题和学术活动，

拓展专业的研究团队和学者网络，出版和发表各类研究成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显著的影响

力，成为中国改革与转型发展中的重要思想库。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为 CIDEG提供无条件资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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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汽车公司专务董事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斯坦福大学荣誉教授　　

国际经济学会前主席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

经济学讲座教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原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

建议委员会专家顾问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大西弘致

青木昌彦

刘遵义 卢迈

德地立人

秦晓钱颖一

吴敬琏

组织架构

理 事 长

理 事 会

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

副主任、研究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首任院长

陈清泰

丰田汽车公司常务董事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小川哲男

组 织 架 构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执行副总经理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董长征 贺克斌（执行理事）

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

副主编

肖梦 （执行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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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弗里曼讲席教授、经济系系主任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

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教授

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

原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党组成员

白重恩 巴瑞 • 诺顿 八田达夫 蔡 昉 

学 术 委 员 会  

联 席 主 席

学 术 委 员 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

斯坦福大学荣誉教授　　

国际经济学会前主席

青木昌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理 事

组 织 架 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薛澜

丰田汽车公司取缔役 •专务董事

早川茂

04

丰田汽车公司取缔役

小平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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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秘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美国布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沃森国际公共事务研究所主任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

亚太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 NGO研究所所长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

墨尔本大学现代汉学研究

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教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党组成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薛澜 周汉华

朱玲

季卫东

查道炯

江小涓

谢德华 星岳雄 王晨光

胡鞍钢

王名

黄佩华

李强 隆国强

钱颖一

学 术 委 员

组 织 架 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

高世楫

07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

陈 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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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博士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

研究中心讲师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博士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市场与投资研究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

东方环境研究院院长

清华大学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授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

校长执行顾问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东京大学制造经营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高级专家

封凯栋

葛东升 李万新江飞涛

曹静

曲格平

陈玲

谢维和

崔之元

金本良嗣 钱易 藤本隆宏 周大地

荣 誉 研 究 员

研 究 团 队

研 究 员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

主要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公

共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经济与

环境综合建模、气候变化与建模

主要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的技

术学习与追赶发展、创新系统的

演进、创新战略与工业分析、

当代中国工业史

主要研究领域：产品生产管理、

供应模式管理、丰田生产模式

主要研究领域：产业组织与产业政策、

工业投资、钢铁工业经济与政策

主要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的技

术学习与追赶发展、创新系统的

演进、创新战略与工业分析、

当代中国工业史

主要研究领域：科技与创新政策、

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政策制定过

程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国

有企业改革与民营化、宏观经济

政策、政府体制改革、财税体制

改革

国务院参事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

仇保兴

荣 誉 顾 问

日本东北大学博士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孟渤

主要研究领域：全球价值链，低

碳经济学，空间可计算一般均衡

模型，投入产出模型

组 织 架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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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国际关系

与太平洋研究学院博士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清华大学博士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

副系主任、教授

美国兰德公司政策研究生院博士

美国环保协会项目顾问

中华医学基金会项目顾问

荷兰莱顿大学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东京大学博士

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

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荣芳 赵静

郑思齐

郑毓慧巫永平 张永伟

俞樵越泽明

戚淑芳齐晔

博 士 后

主要研究领域：能源经济、能源政策、

气候变化政策、城市规划与能源需求

主要研究领域：能源政策、

产业政策及政策过程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政府与市场、产

业政策、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与

区域发展、台湾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产业政策、区域

发展和政府治理

主要研究领域：环境与人口健康、

人口分析技术

主要研究领域：货币与金融经济

学、公共金融、国际金融体系

主要研究领域：城镇化政策

主要研究领域：基础建设项目治理、

制度环境对公共项目影响、

公共项目之环境治理与效能

主要研究领域：资源环境政策与

管理、可持续发展理论、方法与

政策

主要研究领域：区域与城市经济学、

房地产与住房经济学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

王灏晨

访 问 学 者

研 究 员

主要研究领域：卫生经济学，环

境与健康，医疗体系与卫生服务

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资源与环境政策、

工业生态化与可持续性、企业及

个人的环保和节能行为等。 

哈佛大学贝尔弗科技政策与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博士后

香港城市大学亚洲

及国际学系部博士生

黄俊灵 尤维励

主要研究领域：可再生能源、

能源技术创新政策

主要研究领域：环保公众参与、

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

（2015.05-06）（2015.09-2016.06） （2015.06-08）

组 织 架 构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博士

孟健军

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东

亚与中国经济、产业研究与劳动

经济学

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局

副局长、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

政策组特约顾问

潘洁

主要研究领域：公共政策与行政、

香港政治、环境决策

（2014.04-2014.08）

10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

朱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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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府官员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助理教授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副教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联合国大学纽约联合国总部主任

商务情报政策局情报经济科副科长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企业业绩

研究中心博士生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全球政治

与战略学院 教授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事务

学院副教授

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府官员 韩国延世大学客座教授

浅野大介

史为夷

Matthew Kahn Jean-Marc Coicaud

吕孝礼松田洋平

申箐旻

Barry Naughton

Elizabeth Wilson

宫下正己 许晨妮 李光宰

主要研究领域：日本、中国和美国硅谷的

新兴工业生态系统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能源与自然资源

政策研究、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和日本智慧城

市的发展、创新体系的转型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能源创新、

低碳城市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与政治

主要研究领域：能源政策与法律、

低碳能源管理系统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

性别与发展、国际经济
主要研究领域：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

和比较政治学

主要研究领域：环境、城市、房地产

与能源经济

主要研究领域：危机管理

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学、比较政治学、

法律理论

(2012-2013)

(2012-2013)

(2009-2010) (2009)

(2012-2013)(2013.10-2014.07)

(2010-2011)

(2013.09-2013.11)

(2009-2010)

(2011.09-2012.07) (2011.09-2012.08) (2011.08-2012.01)

访 问 学 者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教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Keith Florig Carine Milcent Lawrence H. Goulder

主要研究领域：风险分析、风险沟通、

可持续发展

主要研究领域：医疗保健系统、

保险系统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研究

(2008) (2007-2008)  (2007)

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

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美国

政府研究中心

研究员

Karen Eggleston

Dan Guttman

主要研究领域：比较卫生保健体制、

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卫生改革、政府和

市场在卫生部门中的作用、支付激励、

卫生保健和医疗制度的生产效率，以

及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学

主要研究领域：美国治理问题和能源法、

中美治理问题比较研究

(2007)

(2006-2007)

组 织 架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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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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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硕士

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学专业

硕士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硕士

主任：

薛澜

副主任：

陈玲

行政办公室主任：

潘莎莉

专项项目主管：

黄海莉

管 理 团 队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为针对“十三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

发展而专门设计的“新清华方案”，研究将全民健康作为医药

卫生事业的根本目标。在总结与回顾“十二五”医改的成就与

问题的基础上，研究和探讨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属性和市场特

征，制定“十三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目标、重

点任务、实现途径和时间表。

“十三五”医药卫生

体制综合改革方案研究

项目负责人

薛澜
CIDEG主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研 究 项 目

2
研 究 项 目

14

行政助理：

李方芳

专项项目助理：

彭丝

巴黎高等商学院

奢侈品管理专业硕士



16 17

研究项目

17

研究以经济下行压力为背景，提出如何保持增

速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从政府刺激、基建投资、财

政政策转向、压缩低效经济活动等方面展开，并提

出政策建议。

该课题以冬奥会承办地及其周边地区为案例研究区域，研究

快速变化发展地区的生态与环境安全监管。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生态与环境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其与我国监管措施和政策的

对比分析；

  调查案例区生态与环境监管的当前措施与政策，对当前体

系的监管效力及其问题进行评估；

  尝试建立案例区域的生态与环境监管基线，为国家实施更

加有效的县域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提供科

学依据；

  针对国家开始推行或者即将推行的新型生态与环境监管政

策和国家行动，例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考核、探索整合原有措施

和新型措施，提高监管能力的途径。

本研究进一步结合中国城镇化面临的现实问题，了解

日本城市化过程中的正反经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开展

中日两国相关的研究交流活动。

供给侧改革研究

项目负责人

白重恩  

CIDEG学术委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区域发展的生态

与环境安全监管

项目负责人

江源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教授 

中国城镇化的研究

项目负责人

CIDEG执行理事

原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投资银行委员会主席

16 17

研 究 项 目

德地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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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往 年 项 目 回 顾

中美治理环境体系和治理能力比较研究（2015）＊

追溯国际供应链中的中国碳排放（2013）＊

社区环境治理的教训与经验研究（2011）＊

中日城市环境政策实践比较研究（2010）＊

中国减排目标和行动方案研究（2009）＊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及其效能分析（2006）＊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负责人

杨大力

孟　渤    薛进军 
王　直   高宇宁

王　名 /肖　梦

孟健军

胡鞍钢

齐　晔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与现代国家建构研究（2014）

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执行研究（2014）

水俣教训研究（2013）

我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治理机制与政策研究

——以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为例（2013）

基础建设之环境治理研究（2011）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对策的系列研究（2009）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与效能研究（2008）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2008）

中国城市增长的环境影响（2008）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社会因素评价（2007）

环境因素对中国省际生产率的影响（2007）

陈健鹏

徐建华

王　名

王海芹

戚淑芳

荣　芳

齐　晔

胡鞍钢

郑思齐 /曹　静

李　强

郑京海

体育产业发展：国际经验及中国问题分析（2015）＊

全球治理： 基因产业发展中的人类基因资源

产权机制研究（2014）＊

企业发展环境：调查、评估、优化（2013）＊

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政策研究（2013）＊

中国汽车能源战略研究（2011）＊

前沿创新与领跑型国家技术产业战略研究（2011）＊

服务经济学经典译丛（2009）＊

中国承接全球服务外包：延伸全球分工产业链

及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式发展（2007）＊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升级的互动关系研究（2006）＊

江小涓

薛  澜

张永伟

张　帏 / Steven White

冯　飞

高世楫    张永伟

江小涓

江小涓

李善同

中国产业政策转型研究（2014）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管理和政策研究（2012）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技术线路图（2012）

迈向服务经济：中国服务业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创新（2012）

下一代的基础设施：愿景及发展途径（2012）

中美科技创新体系与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比较研究（2012）

中国与美国的创新能力比较专家调研（2012）

地方政府的新能源技术选择的社会认知研究（2011）

能源价格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和 CPI的影响（2009）

中国低碳创新的国际比较与政策研究（2009）

促进我国汽车产业节能减排和竞争力提升的管制性政策

与消费侧政策综合研究（2008）

中国高技术产品分类机制及相关政策研究（2007）

中外成品油价格比较研究（2007）

县级政府财政管理抽样调查分析（2007）

刘涛雄

沈　华 /史为夷

陈　玲 /沈群红

江小涓

戚淑芳

张永伟

王刚波 /薛澜 /陈玲

戴亦欣

李善同

陈　玲

张永伟

薛　澜 /张燕生

陈小洪

侯一麟

环 境 治 理

产 业 发 展

社区环境圆桌对话：理念和实践（2015） 王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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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21日，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

究中心（CIDEG）第十八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 302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主要进行 CIDEG理事

学术委员规章制度草案讨论、2017年度重大选题讨论和研

究项目评审工作。CIDEG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

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先生，学术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CIDEG理事和学术委员白重恩、

德地立人、黄佩华、津上俊哉、季卫东、秦晓、薛澜、肖梦、

査道炯，以及 CIDEG副主任、清华公管学院副教授陈玲、

CIDEG部分研究员、丰田公司代表等共同出席了本次学术委

员会会议。

陈理事长在发言中谈到，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提到供给侧改革，人民日报也发表一篇“权威人士”的访谈，

对过去两三年的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宏观调控作了一些反

思，为研究当前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空间。CIDEG学

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在致辞中谈到中国经济近年来有很大

的动荡，在理论和政策方面的问题上分歧很多，争论很久，

从上至下的认识并不一致。吴敬琏主席指出，我们的研究工

作无论从理论意义上还是从政策意义上，都需要拨乱反正，

这次学术委员会加强了对课题立项、中期的评审，有利于

我们的研究工作做得更好。CIDEG主任薛澜教授主持会议。

CIDEG第十八次学术委员会现场

CIDEG第十八次学术委员会参会理事委员合影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季卫东

陈清泰 /吴敬琏

李　强

薛　澜

侯一麟

白重恩 /刘远立

法制与问责（2015）＊

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模式选择（2014）＊

中国“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模式研究（2013）＊

中国公共治理体系改革研究（2012）＊

中国县级财政管理制度（2008）＊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2007）＊

 江小涓

黄佩华 /林万龙

德地立人 /津上俊哉

沈　华

汝鹏 /薛澜

张严冰

陶　然

俞　乔

魏凤春

沈群红

孟健军

职业体育的理论和政策研究（2015） 

城镇化对中国农村社区和农民生计的影响（2015）

中日城镇化政策比较研究和交流（2013）

日本特大地震应急管理体系研究（2011）

中国科技拨款体制的问题和对策（2011）

全球治理体系新发展与二十国集团中（G20）中国的作用（2010）

城中村改造：模式，挑战与突破（2010）

医疗改革：金融安排、激励机制与竞争选择（2008）

宿迁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2007）

中国医疗服务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与模式探讨（2007）

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的社会环境国际比较研究（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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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层 会 议

第十八次学术委员会议

学 术 活 动

制 度 变 迁 3

注：表格中加＊为重大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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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沙 龙

1
2

3
4
5

1.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史冬波主讲

4.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于畅博士主讲
5. 加拿大外交部前副部长Barry Carin 教授主讲

3.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陈济冬博士主讲

2.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李俊峰点评

CIDEG 学术沙龙第 126 期：

动机、激励与行为：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例
2016年 3月 3日下午，“CIDEG学术沙龙第 126期”在清华公共管

理学院 302举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史冬波作题为“动机、

激励与行为：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例”的专题演讲。中央财经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范世炜主持了讲座，并特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

长杨永恒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顾淑林教授担任点评

嘉宾。 史冬波介绍了从动机激励和行为构建互动框架，解读中国科学家在

科学资助下的科研行为。

2016年 3月 24日下午，“CIDEG学术沙龙第 127

期”在清华公共管理学院举行，主题为“新思维、新战略：

‘十三五’时期中国风电发展取得新突破何以可能？”。

本次沙龙特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

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俊峰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

长孟宪淦出席。对于“十三五时期中国风电发展如何取

得突破”这一核心问题，与会嘉宾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特邀嘉宾李俊峰和孟宪淦在沙龙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CIDEG 学术沙龙第 127 期：

新思维、新战略：“十三五”时期中
国风电发展取得新突破何以可能？

2016年 4月 7日，CIDEG学术沙龙第 128期邀请

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普林斯顿大

学政治学陈济冬博士作主题为“集体决策中的政策提议

与协商：一个基于实验室实验的研究”专题演讲。清华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副主任陈玲主持了讲

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旭峰教授、副教授刘求实

担任点评嘉宾。陈济冬博士主要介绍了研究政策提议和

协商对集体决策结果的影响。

CIDEG 学术沙龙第 128 期：

集体决策中的政策提议与协商：一个
基于实验室实验的研究

期

期

期

期

期

CIDEG 学术沙龙第 129 期：

产业生态学的发展现状及前沿
2016年 4月 20日下午，CIDEG学术沙

龙第 129期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02会

议室举行。讲座邀请了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讲师、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管理学

于畅博士作主题为“产业生态学的发展现状

及前沿”的专题演讲。于畅博士介绍了产业

生态学的知识和背景，阐述了人类环境治理

历史的四个阶段。

2016 年 5 月 24 日，CIDEG 第 130 期学

术沙龙邀请了布朗大学博士、加拿大国际治理

创新中心资深研究员、加拿大外交部前副部长

Barry Carin做了题为“文化、世界观和外交政

策”的讲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CIDEG主任薛澜主持讲座。Barry Carin教授

的讲座从中西方文化和世界观的差异出发，分

析了这种差异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CIDEG 学术沙龙第 130 期：

文化、世界观和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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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6 日下午，"CIDEG 第 132 期学术沙

龙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和计算服务主任 Mike 

Zachar作了题为“社会科学学术产出最大化与高性能计

算”的讲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CIDEG主任薛

澜教授主持沙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

副主任陈玲，美国芝加哥大学刘文军，美国环保协会中国

项目研究总监秦虎等嘉宾参与了本次沙龙。作为芝加哥大

学社会科学和计算服务部门（Social Sciences Computing 

Service，SSCS）的创始人，Mike Zachar在讲座中主要介

绍了高性能计算（High Proficiency Computing，HPC）和

SSCS基于 HPC技术开展的服务。

CIDEG 学术沙龙第 132 期：

社会科学学术产出最大化与高性能计算

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副院长高峰等出席并担任了

点评嘉宾。E. William Colglazier教授主要介绍了科学，技

术和创新（STI）与外交之间的关系。他指出，STI在人类

发展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未来社会发展中，STI所

扮演的角色将会越来越重要。

CIDEG 学术沙龙第 133 期：

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生态体系的构建

《科学与外交》总编辑 E. William Colglazier 教授主讲

2016年 6月 30日中午，“CIDEG第 133期学术沙龙”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科学与外交》总编辑、美

国科学促进会科学外交中心资深学者 E. William Colglazier

教授作了题为“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生态体系的构建”

的讲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副主任陈玲

主持了本次沙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戴亦欣，清

2016年 6月 8日，CIDEG第 131期学术沙龙

暨青年学者沙龙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20会议

室举办。本次沙龙的主讲人为清华公管学院博士生

俞晗之和陈思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

萃、助理教授罗祎楠、中央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范世炜担任点评嘉宾，来自多所院校的研

究生同学参与了本次学术沙龙。

期

CIDEG 学术沙龙第 131 期：

期
期

清华公管学院博士生俞晗之和陈思丞主讲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和计算服务主任Mike Zachar 主讲

领导人注意力变动的类乐透球模型研究

博士生俞晗之做了题为《动机、权力与全球治

理制度：人类基因信息议题研究》的演讲。俞晗之

在基因信息议题上已经开展了长达五年的研究，她

试图通过这一议题分析全球治理制度的演变。

公管学院博士生陈思丞做了题为《领导人注

意力变动的类乐透球模型：基于批示的证据》的演

讲。他的这一研究意在分析决策者注意力变动的原

因，综合了认知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科

学等复杂的学科知识。

人类基因信息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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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6 日 下 午，

CIDEG第 134期学术沙龙之“青年

学者沙龙”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 302举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博士研究生李芮和闫盛枫分别做

了题为“政府与市场协同治理机制

2016年 9月 8日下午，CIDEG第 135期学术沙龙之“青年学者沙龙”举行。

本次沙龙的主讲人分别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蒋凌飞和张秀吉，特

邀请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沈群红和周绍杰担任点评嘉宾，来自多个院

系的十余名研究生同学参与了本次沙龙。博士研究生蒋凌飞的研究报告主题为《政

府规制与产业发展：基于中国纯电动乘用车产业的案例研究》。该研究主要是基

于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扶持和产业管理方面正在遭遇挑战进行的。博士

研究生张秀吉的研究报告主题为《地方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机制研究：压力、行为

与公开》。张秀吉通过研究认为中国 2008年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标志着

从中央到地方的信息公开制度正式建立，不过在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中

央政府始终是主导者，而民众的参与和影响并不明显。

CIDEG 学术沙龙第 134 期：

CIDEG 青年学者沙龙

CIDEG 学术沙龙第 135 期：

CIDEG 青年学者沙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芮主讲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闫盛枫主讲

研究 --基于行业组织的实证研究”及“邻近与自主合作创新网络演进：以集成电

路产业链为例”的专题报告。本次沙龙特邀请了两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旭峰教授和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郑思齐教授担

任点评嘉宾。博士研究生李芮以“行业组织”为切入点，从政府和市场协同治理

的视角探讨了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博士研究生闫盛枫报告其长期在

“合作创新网络演进”领域的研究。

期

清华经管学院张帏副教授发言

国际应用系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Manfred Strubegger 发言

期

2016年 9月 28日下午，“CIDEG学术沙龙第 136

期”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本期沙龙邀请了清

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副教授张帏和清

华大学公管学院副教授周源共同分享他们的研究，张帏

副教授作了题为“创业行动与中国民营光伏企业的崛起”

的主题演讲， 周源副教授作了题为“风电企业和光伏企

业有何异同”的演讲。沙龙还邀请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的王勇副教授和清华公管学院梁正副教授担任点

评嘉宾。清华经管学院张帏和 Steven White两位老师在

CIDEG的支持下，2013年承担 CIDEG研究项目《中国

太阳能光伏产业政策反思》， 本次沙龙张帏副教授分享

了自己对创业投资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背景、研究框

架。清华公管学院周源副教授也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进行

了分享，提出风电产业的发展需要国家之间资源的有机

整合。

CIDEG 学术沙龙第 136 期：

CIDEG 青年学者沙龙

CIDEG 学术沙龙第 137 期：

CIDEG 青年学者沙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蒋凌飞主讲

 2016年 10月 19日上午，“中国能源模型论

坛（CEMF）第 1期主题沙龙暨 CIDEG第 137期学术

沙龙”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02举行，来自于国

际应用系统研究所（IIASA）的高级研究员，Manfred 

Strubegger先生做了题为“MESSAGE模型的构建

及应用”的专题演讲，详细介绍了 IIASA开展的工

作，及其所开发的大型能源综合规划模型 MESSAGE

（Model of Energy Supply Systems and their General 

Environmental Impact）的构建和原理。Strubegger

认为应该整合、链接不同领域、研究主题的模型，构

建综合性评估工具，促进能源研究与其他研究的紧密

整合，探寻可行的全球解决方案。主题沙龙由 CEMF

项目主管黄海莉主持，并邀请中国矿业大学的徐向阳

教授及清华大学能源环境与经济研究所的周胜副教授

担任点评嘉宾。

期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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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主任杨大力博士主持。CIDEG主任薛澜

教授在会上致欢迎词。他表示，环境治

理是 CIDEG成立之初就确定的研究主

题，现在看来问题更为迫切。此次研究

得到众多环境法学和环境经济学界的中

美学者的支持，希望能够碰撞出更多有

益的见解。EPIC的著名学者 Michael 

Greenstone教授作了精彩的午餐演讲。

Greenstone教授曾任美国奥巴马总统经济

顾问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现为总统能

源顾问委员会成员。

CIDEG 中美环境治理
国际研讨会——芝加哥会议

与会嘉宾合影

随着环境治理体制建设的深入，法律

监管、政策评估和体制机制等三方面的融合

显得越发重要。研究团队充分体现了法学、

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跨领域合作。

专 题 研 讨 会

2016年 3月 4日，CIDEG重大课题“中美环境治理体制研究”的第一

次国际研讨会在芝加哥大学举行，CIDEG与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芝加

哥大学法学院 Abrams环境法诊所（the Abrams Environmental Law Clinic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芝加哥环境政策研究所（the Energy 

Policy Institute at Chicago, EPIC）和保尔森基金会（the Paulson Institute）共

同主办了此次会议。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William C. Reavis讲席教授，芝加哥

大学北京中心的创始主任杨大力教授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CIDEG主任薛澜教授分别致欢迎辞。此次会议是 3月份

芝加哥大学 “中美环境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比较研究”国际研

讨会的延续和深化。

会议分为主旨发言和 5个分论坛进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先生、山东省环境保护厅

厅长张波先生分别发表了主旨发言。来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

学院的 Erin Ryan教授、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教授和张帆

博士、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的 Robert Percival教授和上海

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赵绘宇副教授分别进行了发言。

6月 15日，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任勇先生

发表了题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旨

发言。发言后举行了以“实施、调控、执行之政治制度”、

“事后监管——诉讼”、“企业及环境监管”和“公正参

与”为主题的 4场分论坛。

研讨会现场

嘉宾现场发言

CIDEG 中美环境治理
国际研讨会——北京会议

2016年 6月 14日至 15日， CIDEG中美环境治

理国际研讨会北京会议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行，本

次会议的主题为“通往清洁环境之路——中美环境法、

执法与公众态度之比较”。会议由芝加哥大学与清华大

学共同主办，由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

心、芝加哥北京中心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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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邀请了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兼国家战略特区咨询会议议员八田达

夫先生，大阪商业大学综合经营系教授美原融，Anderson毛利友常律师事务所赤羽

贵先生，东京工业大学特任教授兼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杉田定大先生，津上工作室

主席、CIDEG特聘研究员津上俊哉先生担任主题发言嘉宾，论坛由原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CIDEG理事德地立人先生主持。 特邀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研究员，CIDEG理事会理事长陈清泰先生出席并致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于安教授、财新智库宏观经济研究员朱鹤共同担任论坛的点评嘉宾。CIDEG理事、

《比较》杂志副主编肖梦女士，CIDEG副主任、清华公管学院副教授陈玲以及公管

学院教师、博士生、来自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等共一百多人参加了论坛。 

2016 年 3 月 22 日， 由 清 华

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CIDEG）组织的“日本 PPP项目

和产能过剩 • 僵尸企业处理经验”

专题论坛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报告厅举行。

“日本 PPP 项目和产能过剩·僵尸企业
    处理经验”专题论坛

论坛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场，上半场主

题为“日本 PPP项目经验”，由日本亚洲成长

研究所所长兼国家战略特区咨询会议议员八田达

夫先生，大阪商业大学综合经营系教授美原融，

Anderson毛利·友常律师事务所赤羽贵先生，东

京工业大学特任教授兼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杉田定

大先生分别作主题发言。

下午，进行了 主题为“产能过剩及僵尸企业

处理：日本经验”下半场论坛，由津上工作室主席

津上俊哉先生作主题演讲。 津上俊哉先生重点介

绍了日本在产能过剩及僵尸企业处理中的经验。

最后，陈清泰理事长对本次专题论坛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在中国体制转轨、经

济发展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日本的经验给我们很好的借鉴意义。我们要把去产能的

过程和建立一个长效的企业、产业生态进行有效的结合，为将来的改革创造好的条件。

本次论坛邀请的五位日本专家，他们中有研究 PPP项目的专家和学者，也有当

时政策制定的参与者，有一些是参与实际工作的推动者。在论坛中，中日双方学者、

专家以及听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CEMF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低

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教授在会上做了

巴黎承诺与碳排放峰值研究进展的主题演

讲，认为可以借助能源模型的研究，探索

排放达峰与经济发展间的平衡，以及中国

经济新常态下能源消费变化的趋势，也为

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

此次春季论坛还组织了“建言薛

说”特别活动，何建坤教授和薛澜教授

共同主持，与中国能源模型论坛的年轻

学子一起交流能源模型研究的现状、未

来发展方向，以及研究心得等，深受欢

迎。此项活动将成为 CEMF年度论坛的

常设活动。

中国能源模型论坛（CEMF）2016 春季主题研讨

会于 2016年 5月 26-27日在北京香山脚下召开。CEMF

项目主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及学术委员出席了会议。来

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环保部、交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中科院和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四十余名参会代表，

围绕“巴黎协议与十三五规划目标”主题，各个模型团

队介绍了对多个行业的碳排放峰值预测，听取专家点评

并与参会嘉宾展开讨论，在模型改进、情境设置方面取

得新的思路。

中国能源模型论坛（CEMF）
2016 春季主题研讨会



32 33

学术活动

CIDEG主任薛澜教授致辞

会议开幕现场

“全球治理的未来”2027 高端青年
     领袖峰会（GGF）北京分会

“产业发展与国家治理”高层论坛

2016 年 9 月 22 日至 24 日，“全球治

理的未来”2027高端青年领袖峰会（简称

GGF）北京会议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召开。

峰会旨在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招募年轻的

专业人才，预测 2027年之前的世界发展，对

重大的全球性挑战建议解决方案。

本届峰会的 25位青

年领袖精英来自于中国、

美国、印度、德国和日本，

其职业构成非常多元，包括

高校青年教师、政府机构雇

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

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官

员、BBC等国际权威媒体

职员等。峰会的三个研究主

题分别是数据治理、全球健

康以及跨国反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兼院长、CIDEG主

任薛澜教授在此次北京会议

开幕式上致辞。

参加峰会的成员在此

后的两天研讨环节中，峰会

成员就数据治理议题、全球

健康以及跨国反恐议题展开

小组讨论。研究小组还就各

自的研究领域议题与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

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

切磋与交流。

论坛伊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CIDEG

主任薛澜教授为论坛致辞。上半场发言中，巫永平教授

结合近来产业政策领域的学术讨论热点，梳理了产业政

策的基本问题，为在论坛中展开认知一致的讨论奠定了

重要基础；蓝志勇教授以“综合公共政策理性视阈下的

产业政策”为题进行主旨发言；王有强教授也发表了深

刻而独到的见解，他提纲挈领地指出，需要用协同治理

的视角看待产业政策，并结合这一核心观点进行了阐述。

2016年 10月 24日上午 9点，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共同举办

的“建院 16周年系列活动——产业发展与国家治理高层论坛”在公共管理学院一层大厅举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蓝志

勇教授、王有强教授、巫永平教授、薛澜教授、郑振清副教授、周源副教授及蒙克助理教授参与了此次论坛并做主旨发言。

论坛由 CIDEG副主任陈玲主持。

下半场发言中，助理教授蒙克通过远程视频的

方式进行了主旨发言，他在发言中鲜明地提出了产

业政策“三个世界”的划分，即一般规制、财政激

励及价格扭曲；随后，周源副教授以“战略新兴产

业政策干预方式的问题与趋势”为题，选取战略性

新兴产业为特定分析对象，着重分析了这一特定领

域的产业政策；最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CIDEG主任薛澜教授分享了对于产业政策的创新见

解，做了题为“新兴技术与产业的适应性监管”的

精彩演讲。

来自校内外近百名专家学者现场聆听了会议，

本次论坛特进行了微信现场直播，近千名访问者通

过微信直播观看了论坛现场。

会议上半场讨论

会议下半场讨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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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滨教授指出气候变化的议题涉及

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全球治理，一个是大

国关系。前者反映了气候变化对国际社会

治理带来的巨大挑战，而后者意味着主要

国家间的关系调整对于共同应对气候问题

的影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教授

张海滨谈从哥本哈根到巴黎以来：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巨大变化

2016年 9月 22日，作为“全球治理的未

来”2027高端青年领袖峰会的主题内容之一，北

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教授受邀举行专题讲

座。张海滨教授演讲的主题为“从哥本哈根到巴

黎以来：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巨大变化”。参与

本次北京峰会的 30多名成员和部分清华公管学院

留学生共同聆听了讲座。

讲座最后，张海滨教授对全球治理和双边关系的未来进

行了分析。全球性的治理危机对两国更强的合作关系提出了

要求，中美都应该负责任地共同应对。作为具备一定特质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在国际合作中扮演和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之间的桥梁角色，避免陷入两者中的孤立地位，以协

调全球治理的争端和分歧，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薛澜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演讲的主讲人以及主题背景。

薛教授介绍说 2014年 11月中美在北京签署《中美气候变化

联合声明》，美国承诺在 2025年实现在 2005年基础上减排

26%-28%。为了实现这一目标，2015年 8月，美国总统奥

巴马颁布了 EPA制定的《清洁电力计划》，欲对电力行业

的温室气体排放设定目标。但是，《清洁电力计划》在推出

后遭到了利益相关方的激烈反对，至今仍然“难产”。

接下来，柯瑞华先生详细介绍了《清洁电力计划》。

200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授予 EPA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的权责。2015年 8月，奥巴马公布了这一计划，它意图在

2030年将电力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在 2005年水平上降低

32%。由于这是美国首个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国家标准，所

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

部主任刘强点评了柯瑞华先生的讲座。他指出，第一，2014

年中美达成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5年巴黎会议达成减排

目标、中国提出十三五规划，都说明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

减排的意愿，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有义务支持全球减排。第二，

中美领导人都重视气候治理，因此美国的《清洁电力计划》

对中国也有借鉴作用。第三，《清洁电力计划》不仅是能源

政策，它还有其他方面的内涵。

主 题 讲 座

2016年 4月 19日，美国环保协会主席、清华公管学院全

球领导力杰出访问研究员柯瑞华（Fred Krupp）专题

演讲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02举行，本次演讲

的题目为《美国能否兑现中美气候声明？——从

CPP看美国气候政治经济学》。清华公管学

院院长、教授，CIDEG主任薛澜主持了演

讲，美国环保协会副主席 Daniel J. Dudek、

美国环保协会执行主席 Diane Regas

共同出席了演讲活动。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

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刘强担

任本次演讲的点评嘉宾。

美国环保协会主席讲座：
《美国能否兑现中美气候声明？
——从 CPP 看美国气候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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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出版

“CIDEG 文库”由 CIDEG 学术委员会主席青木昌彦教授和吴敬琏先生主编，

介绍不同国家如何从一个农业国发展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是如何处理与环境的矛盾的？丛书的内容选择非常宽泛，从学术的，到非学术的

都在其内，目的就是给中国的读者——学生、学者、官员和企业家以及所有对此

有兴趣的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

                  《中国绿色城市的崛起》
作者 :（美）马修 · 卡恩 郑思齐

出版时间 :2016 年 6 月
本书中文版已先于英文版作为“CIDEG文库”丛书系列，

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快速的经济增长

之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绿色转型，而城市

正是这场历史性转变的主角。本书采用微观经济学的视角，

分析了家庭、企业、各层级政府的行为选择，以及千千万万

这样的个体行为如何汇集成影响城市绿色转型的关键性力

量。本书的分析框架将使我们重新认识城市演变与环境质量

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世界上最强大的思想：蒸汽机、产业革命和创

新的故事》
作者 :[ 美 ] 威廉 · 罗森 著；王兵 译
出版时间 :2016 年 6 月

 作者威廉·罗森讲述的故事既关乎引发工业革命的那

些人，又牵涉推动工业革命发展的机器，即蒸汽机。从早期

笨拙而有力的机器，到能驱动风车和工厂机器转轮的成型蒸

汽机，再到依靠铁路和海路运送乘客与货物的成熟的运输工

具，罗森追溯了蒸汽机的完整历史，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紧密

围绕着蒸汽动力的疯狂发明年代。

《学会工业化：从给予式增长到价值创造》

作者：大野健一

出版日期：2015年 3月出版

《东亚的经济发展：基础和战略》

作者：德怀特 •珀金斯
出版日期：2015年 8月出版

《冒险经济 : 全球化背景下创新如何引领

繁荣》

作者：阿玛尔 · 毕海德（Amar Bhide）

出版日期：2014年 8月

《变化中的资本主义：美国商业史》

作者：斯坦利·布德尔（Stanley Buder）
出版日期：201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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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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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库
文 库

往 年 出 版 物 回 顾

《沉默与爆发：1873-1995年的水俣病事件》

作者：后藤孝典

印制日期：2013年 10月

《水俣病没有结束》

作者：原田正纯

出版日期：2013年 7月

《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

作者：蒂莫西·乔治

出版日期：2013年 6月

《美国经济史新论：政府与经济》

作者：普莱斯·费希拜克（Price Fishback）等
张燕 郭晨 白玲 /译
出版日期：2013年 5月

《技术制胜：能源与环境能技术的应用》

作者：约翰 .多伊奇（John M. Deutch）
理查德 .莱斯特（Richard K. Lester）　
吕传俊 等 /译
出版日期：2012年 11月

《觉醒的泥足巨人》

作者：普拉纳布 .巴丹（Pranab Bardhan）
陈青蓝 杨震 许宇萱 /译
出版日期：2012年 8月

《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作者：陈清泰

出版日期：2011年 6月

《产业集群与中国经济增长》

作者：曾智华

出版日期：2010年 12月

36 37

成 果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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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治理：新加坡政府的经验》

作者：梁文松、曾玉凤

出版日期：2009年 12月

《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

作者：宫崎勇　

出版日期：2009年 7月

《厕所决定健康》

作者：罗斯 .乔治　
出版日期：2009年 7月

《中国：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

作者：张春霖、曾智华、威廉 .彼得 .马
科、詹姆斯 .苏厄德　
出版日期：2009年 4月

《释放印度的创新潜力》

作者：马克 .杜茨　
出版日期：2009年 1月

《稳定与增长》

作者：斯蒂格利茨等

出版日期：2008年 9月

《医疗改革经济学》

作者：俞炳匡　

出版日期：2008年 6月

《美国住房政策》

作者：阿列克斯 .施瓦茨
出版日期：2008年 4月

《绿色城市：发展和环境》

作者：马修 .卡恩　
出版日期：2008年 1月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

作者：爱德华 .卢斯　
出版日期：2007年 10月

《能力构筑竞争：

日本的汽车产业为何强盛》

作者：藤本隆宏　

出版日期：2007年 6月

《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

作者：桥本道夫　

出版日期：2007年 1月

《自然与市场：捕获生态服务链的价值》

作者：杰夫里 .希尔　
出版日期：2006年 6月

《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

作者：大野健一　

出版日期：2006年 5月

江小涓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金融服务外包：国际趋势与中国选择》

作者：杨琳、王佳佳

出版日期：2008年 11月

《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

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

作者：江小涓等

出版日期：2008年 11月

《软件外包：技术外溢与能力提升》

作者：刘绍坚　

出版日期：2008年 11月

《中国设计：服务外包与竞争力》

作者：王晓红　

出版日期：2008年 11月

《中国车用能源战略研究》

作者：冯飞 等
出版日期：2014年 11月

《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政策实践：

日本的经验教训》

作者：孟健军

出版日期：2014年 4月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难点、突破与政策组合》

作者：汪晖  陶然
出版日期：2013年 10月

《中国县级财政研究》

作者：侯一麟  王有强
出版日期：2011年 12月

《寻租与中国的产业发展》

作者：巫永平等　

出版日期：2010年 12月

《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

作者：李善同  高传胜等
出版日期：2008年 11月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研究》

作者：齐晔等

出版日期：2008年 11月

研 究 论 丛

服 务 外 包 与 中 国 服 务 业 发 展 丛 书

成 果 出 版

《插电式汽车》

作者：戴维 .桑德罗
出版日期：2010年 12月

《打破石油魔咒》

作者：戴维 .桑德罗　

出版日期：2010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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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全球化——理论与实践启示》

【以】耶尔·阿哈罗尼（Yair Aharoni）
里拉齐·纳查姆（Lilach Nachum）/主编
康昕昱 /译
出版日期：2013年 4月

《服务部门产出的测算》

[美 ]兹维 .格瑞里奇斯 (Zvi Griliches) /主编
出版日期：2013年 2月

《旅游和休闲产业——塑造未来》

[奥 ]克劳斯 .韦尔梅尔
（Klaus Weiermair）
克里斯廷 .马西斯
（Christine Mathies）/主编
宋瑞马聪玲蒋艳 /译　宋瑞 /审校
出版日期：2012年 12月

《国际服务贸易手册》

[美 ]阿迪亚特 .马图（Aaditya Mattoo）
罗伯特 .M. .斯特恩（Robert M.Stern）
贾尼斯 .赞尼尼（Gianni Zanini）/主编
陈  宪 /主译
出版日期：2012年 12月

《体育经济学 .第二卷》

[美 ]布拉德 .汉弗莱斯
(Brad R. Humphreys)　
丹尼斯 .霍华德 (Dennis R. Howard) /主编
赵长杰 /译
出版日期：2012年 11月

《21世纪的外包与离岸外包

——一个社会经济学视角》

[澳 ]哈巴哈江 .科尔（Harbhajan Kehal）
达利瓦 .派 .辛格（Varinder P. Singh）/主编
姜荣春 /译
出版日期：2012年 9月

《服务业的生产率、创新与知识

——新经济与社会经济方法》

[法 ]让 .盖雷 (Jean Gadrey)
法伊兹 .加卢 (Fa.z Gallouj) /主编
李  辉  王朝阳  姜爱华 /译
出版日期：2012年 9月

《体育经济学·第一卷》

[美 ] 布拉德·汉弗莱斯 (Brad R. Humphreys)
丹尼斯·霍华德 (Dennis R. Howard) /主编
赵长杰 /译
出版日期：2012年 6月

《服务业的增长

——成本激增与持久需求之间的悖论》

[荷 ] 腾·拉加 (Thijs ten Raa)　
罗纳德·谢科特 (Ronald Schettkat) /主编
李勇坚 /译
出版日期：2012年 6月

《要钱还是要命

——给美国医疗体制的一剂强药》

[美 ] 大卫· M ·卡特勒 /著
刘国恩 秦雪征 林艳 /译  
出版日期：2012年 1月

《生产率——信息技术与美国经济复苏》

 [美 ] 戴尔·乔根森
何民成  凯文·斯德尔
著荆林波  冯永晟 /译  
出版日期：2012年 1月

《服务经济思想史——三个世纪的争论》

[法 ] 让· 克洛德· 德劳内  让· 盖雷 /著
江小涓 /译  
出版日期：2011年 12月

《服务业——生产率与增长》

[意 ] 埃内斯托· 费利  福里奥· C · 罗
萨帝

乔瓦尼· 特里亚 /主编  李蕊 /译  
出版日期：2011年 12月

《教育与培训经济学》

[英 ] 克里斯廷·达斯特曼
[德 ] 伯恩德·斐岑伯格
[英 ] 斯蒂芬·梅钦 /主编
杨娟 /译  
出版日期：2011年 12月

《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作者：胡鞍钢、管清友

出版日期：2009年 11月

《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

作者：青木昌彦　

出版日期：2009年 10月

《思想的力量》

作者：亚诺什 .科尔奈
出版日期：2009年 4月

《从威权到民主

——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青木昌彦、吴敬琏

中信出版社出版

《中国的软件产业与选项软件开发、

人才派遣、职业教育》

作者：田岛俊雄、古谷真介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

《信息化与农村发展

——基于四川联通“天府信息网”的实证研究》

作者：俞樵、童晓渝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构建全民健康社会》

作者：刘远立、李蔚东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

江小涓 薛澜主编，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服 务 经 济 译 丛

其 他 出 版 物

成 果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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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绿色创新夏季学院导师名单
薛  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Lisa Jackson  Apple 环境、政策和社会事务副总裁治

钱  易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

夏  光  国家环境保护部政研中心主任、环境发展中心副主任

王亚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杨大力  芝加哥大学教授

王灿发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专家

张建宇  美国环保协会 中国项目负责人

人才培养

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致辞

Apple 副总裁 Lisa Jackson 主题演讲

2015年 10月，由清华大学和 Apple共

同发起，为培养新一代环保创新人才和青年

领袖，以迎接绿色转型和新一代技术革命的

挑战，成立中国绿色创新夏季学院（SICGI）。   

2016年 3月，夏季学院面向全国高校进

行招生，通过对申请者多个角度的面试和综

合评定，最终录取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安徽

大学、山东大学、巴黎政治学院等 16所大学

的 32名申请者成为“中国绿色创新夏季学院”

首期学员。6月 27日，首期中国绿色创新夏

季学院（SICGI）课程在 CIDEG拉开序幕，开

始了夏季学院的培训和学习。

成立中国绿色创新
夏季学院 (SICGI)

首期学员在完成了历时 2周的领导

力、创新、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等课程培

训后，7月 11日 - 8月 12日，在国家环

保部的支持下，夏季学院的学员分成了 9

个小组，赴上海、江苏、湖南、重庆和甘

肃等 5省，在 8个市（区）的 16个县（县

级市、区）完成了 5周的实习实践工作。

实习实践工作得到了各省、市、县环保部

门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有的省份还给

学员配备了指导老师。学员们走访了农村、

社区、工厂、企业、工业园区以及基层政

府部门，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对基层

环境的监察、执法，工业园区环境监管，

城市厨余垃圾管理、油烟污染治理，农村

污染治理、新能源下乡等多个主题进行了

深入调查，为他们的绿色创新方案提供了

鲜活的案例和扎实的数据基础。

人 才 培 养

5

8月 16日， Apple的 CEO Tim Cook借出访北京机会

特意抽出时间出席了与学员的交流活动，并与学员们分享

了 Apple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工作和创新，以及政府、

企业和社会协力合作共创可持续发展未来的愿景，鼓励学

员们将创新梦想与实践结合起来。

2016年 7月 7日，中国绿

色创新夏季学院（SICGI）项目启

动仪式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层大厅举行。启动仪式由清华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SICGI

项目主任薛澜教授主持。清华大

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Apple环

境、政策、社会事务副总裁 Lisa 

Jackson女士，国家环境保护部

人事司司长李庆瑞致开幕辞。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

锦，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

钱易教授担任本次启动仪式的主

题发言嘉宾。美国环保协会首席

执行官 Diane Regas受邀出席了

启动仪式。

8月 21日，学员们对培训、实习和

调研工作进行了梳理，完成了项目报告和

绿色创新竞赛答辩，参加了中国绿色创新

竞赛暨结业典礼，首期夏季学院的学生活

动至此全部结束。

夏季学院的学员
完成了 5周的实习课程

43

张伯驹  自然之友总干事

Thomas Thornton  牛津大学副教授

高世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  奘  滴滴公司大数据高级研究员

陈  玲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副主任

葛  勇  道和研究所主任

马宇歌  牛津大学博士后

郭沛源  商道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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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模型论坛 2016 春季主题会议举行

中国能源模型论坛（CEMF）2016春季主题会议于 2016年 5月 26-27日在

北京香山脚下召开。CEMF学术委员会主席、原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低碳经济

研究院院长何建坤教授，CEMF项目主任、CIDEG主任、清华公管学院院长薛澜

教授，CEMF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王毅研究员出席了会议。来自国家

发展改革委、环保部、交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科院和清华大学等单位

的四十余名参会代表，围绕“巴黎协议与十三五规划目标”主题，各个模型团队

介绍了对多个行业的碳排放峰值预测，听取专家点评并与参会嘉宾展开讨论，在

模型改进、情境设置方面取得新的思路。

CEMF2016 春季主题会议现场第一期能源技术模型研修班课堂 

中国能源模型论坛（CEMF）
2016 春季主题会议全体参会人员合影

44 45

第一期能源技术模型研修班合影

2015年，由清华大学产

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CIDEG）与美国环保协会（EDF）

共同发起成立中国能源模型论坛

（CEMF），旨在为国内外能源、

经济、环境和人类健康模型团队

提供对话互动和观点交流的平台，

为决策者和其他群体理解各类模

型创造机会，共同推动中国能源

与环境模型的能力建设，提升中

国能源、环境与经济领域的科学

决策水平。论坛将每年举办两期

主题研讨会议，邀请专门的团队

和观察员针对决策情境、不同模

型和结果进行讨论。每年还将举

办 1期政策应用培训，致力于推

动模型在政策制定和辅助决策方

面的应用。同时设立模型开发者

奖学金项目，每年 10人。

举办第一期能源技术模型研修班

2016年 7月 3日至 7月 6日，能源技术模型研修班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421室举行。来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环境保护部环境与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中国科学院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

单位的近三十名学员参加了本次研修班。

本次培训为期四天，包括两天的 VEDA/TIMES培训和两天的R/Bottom Up培训。

通过这次培训，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使用 VEDA/TIMES和 R语言进行建模、调试、

参数设置、情景构建以及案例分析等方面的理解，也促进了能源技术模型的推广和

应用。根据论坛的工作计划，后续还会继续推出相关模型技术培训。

中国能源模型论坛（CEMF）

CEMF项目主任薛澜教授致辞 CEMF学术委员会主席
何建坤教授做主题演讲

CEMF学术委员会委员
王毅做主题演讲

人 才 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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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50人论坛 2016年年会”于 2月 19日在

北京召开。CIDEG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理事兼学术委

员钱颖一教授、学术委员白重恩教授、学术委员江小涓均

为“中国经济 50人论坛”专家成员。本次论坛主题为“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面提升发展质量”，CIDEG理事和

学术委员在论坛上围绕供给侧改革问题发表了重要观点。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 2016 年年会

CIDEG 理事、学术委员在两会

学术委员王名：
网约车监管不宜“一刀切”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

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学术委员王名

在两会上呼吁——给网络约车一定的政策空间。他认为“网

约车的发展表达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跨界融合、多元共治、

分享共赢的大趋势 ,没必要这么快用政策限制它。可以先

行先试 ,为优化城市交通管理创造新模式。”

学术委员胡鞍钢：
解读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三大亮点

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产业发

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学术委员、十三五规划专

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胡鞍钢就《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接受了

央视的采访，着重解读了《草案》关于创新发展、供给侧改

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规划内容。

学术委员白重恩：
供给侧改革应该努力减少低效投资

3月 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

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在认真听取 10位委

员发言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会后发言的几位委员

表示将深刻学习、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委员们深感从这堂珍贵而生动的课里，收获了鼓舞和信心，明确

了前行方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清华大学产

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学术委员白重恩参加了联

组会，对习总书记的发言发表感言，最深刻的印象： “亲” “情”。

会上白重恩教授就《供给侧改革应该努力减少低效投资》发言。

理事钱颖一：
供给侧改革见效快 展现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3月 5日下午的小组讨论，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

理事兼学术委员钱颖一发言。“2016年困难可能更大，挑战更多，

我们思考 2016年工作时，必须充分认识困难，才能准备充分。”

钱颖一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2016年的国际经济形势可能更为

严峻，例如美国利率可能进一步下调，英国可能脱离欧盟，巴西、

俄罗斯进入负增长，日本负利率已成定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今天，这些不稳定因素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视，尤其是

对企业经营。

社会影响

重 要 影 响

社 会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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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高世楫：
中国在十字路口做出“绿色发展”选择

3月 19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6”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高世楫出席并发言，

他表示，中国在发展的十字路口已经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就是绿

色发展的选择。中国的发展是促使了技术的成熟，这不但会使中国的

绿色发展走得更稳健，也会为其他国家的绿色发展带来非常良好的外

溢效应。

5月 3-4日，由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干事共同任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CIDEG

主任薛澜受邀出任新一届联合国大会理事会成员，并出席

了在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中心召开的联合国大学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 UNU)第 65次理事会。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6
CIDEG 主任薛澜教授出席
第七届亚洲领导力会议

2016 年 5 月 17-18 日，由《朝鲜日

报》主办的第七届亚洲领导力会议（Asian 

LeadershipConference）在韩国首尔开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CIDEG主任薛

澜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做精彩发言。

 2016年 6月 20日，中央人才工作协

调小组公布第二批“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人

选名单，清华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CIDEG

学术委员白重恩教授入选为“万人计划”教

学名师。

CIDEG 学术委员白重恩教授
入选国家第二批“万人计划”

此次薛澜主任出任联合国大学理事会成员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及使命，他将与其他成员共同商议联合国大学体系的治

理问题，以保证这些机构在研究解决联合国和各国人民所关注

的紧迫的全球问题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将更好地促进清华

大学与联合国大学系统的交流与合作。

CIDEG 主任薛澜教授出任联合国大学（UNU）理事会成员

48 49

社 会 影 响

高世楫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张帏，Steven White：
克服“新进入者劣势”：
创业行动与中国民营光伏企业的崛起

                            2013年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

                   治理研究中心（CIDEG）设立重大研究

              项目《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政策反思》，

     由清华经管学院副教授张帏和 Steven White共

同承担完成。研究中关于中国光伏产业崛起原因

的论述已产生了重要影响，该论文目前已在 Research 

Policy正式发表，论文发表后2002年诺贝尔环境奖得主、

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大学的 Martin Green教授主动来

信祝贺。张帏和 Steven White老师受邀在 MIT先后做

了 5次公开学术报告，在哈佛商学院做了 1次公开报告。



50 51

社会影响

8月 22日，由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办、中国环球

公共关系公司承办的“点亮美好未来——2016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峰会”在北京举行。峰会由国家发

改委、中国企业联合会等作为支持单位，旨在通过主

旨演讲、主题论坛、专题展台、先锋企业表彰等方式，

展现中国企业积极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发

展经济、服务社会、保护环境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联

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 Lise Kingo（金丽莎），十

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联

合国全球契约理事、全球契约中国网络轮值主席傅成

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解决方案网络领导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教授出席大会

并发表主题演讲。

薛澜主任出席“2016 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中国峰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理事、学术委员声音

2016年 5月 8日，清华大学产业发

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学术委

员会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

敬琏先生在上海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

访，谈论如何让改革落地生根。

吴先生坦言：有一些改革的指导意

见和方案不衔接，执行部门有点慢，要防

止改革流于“空转”，助力中国经济走出

困境，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落地攻坚：一，

防止改革流于“空转”的关键是注重顶层

设计与上下贯通。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根本是“改革”，而不是用行政手

段“调结构”。三，转型阵痛难以避免，

应当普惠性减税。四，经济增长的主要驱

动力应当从增加投资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TFP）。五，城市化应该是市场主导

的城市化，而不是扩大规模摊大饼。

吴敬琏：
如何让改革落地生根

2016年 6月 7日 - 8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

届中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

CIDEG理事长陈清泰在“低碳交通大变革：新驱动、新技术、新模式”论坛上

进行了发言。

陈清泰表示，交通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首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源，改

变交通能源结构势在必行，并从战略和政策两个层面对中国发展电动汽车的经

验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相关阐述。 

陈清泰：
改变交通能源结构
势在必行

谈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问题

“仿冒品牌婴幼儿奶粉案”、“山

东问题疫苗事件”等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引起了社会和公众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问题的强烈关注。4月 7日晚，清华公

管学院院长、CIDEG主任薛澜教授接受

央视《新闻 1+1》采访，谈食品药品安

全监管的相关问题。

薛澜：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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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在第十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清华 -

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CIDEG研究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做客新华网思客会

并接受专访，畅谈雾霾治理、去产能、清洁能源、

智库发展等高热话题，观点独到，解读深入，思想

在对话中不断升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CIDEG学术委

员会联席主席吴敬琏先生出席了 6月 30日在清华

大学经管学院举行“新浪 长安讲坛”（第 300期）。

并就结构性改革问题发表演讲。

吴敬琏在演讲中表示，要“真刀真枪”的推

动改革，首先要建立改革共 识，其次要落实责任

主体，最后要对负有责任的机构建立督办、督察和

责任追查工作机制，“要形成一种改革者上、不改

革者下的用人导向”。

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
煤炭峰值已出现，
清洁能源是未来趋势

香港金融发展局成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博源基金会理事长、

CIDEG理事秦晓先生最近写就《重构金融监管体系：理念、功能和模式选择》，

深刻揭示了金融监管体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选择 .

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在重新评估过往基于“微观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

提出并推行了各种改革方案。我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进一步改革金

融监管体系，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建立功能监

管和行为监管框架为重点。这些改革理念与全球主要经济体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

是一致的。但是，在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具体模式选择方面，还有待形成共识。

7月 29日，二十国集团智库（T20）

会议在北京召开，清华公管学院院长、

教授，CIDEG主任薛澜应邀出席会议，

并在会议的“高端对话：加强全球宏观

政策的协调”环节中发表主旨演讲。在

随后的会议中薛澜主任作为共同主席，

与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多边贸易

研究中心主任博兹库尔特 •阿郎共同主

持了 ——“T20创新研讨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

授，CIDEG主任薛澜应邀出席此次 T20

会议，并在会议的重要环节——“高端

对话：加强全球宏观政策的协调”中发

表主旨演讲，指出将创新议题纳入 G20

政策协调机制至关重要。薛澜教授强调

创新的复杂性，分别论述了三类创新模

式及其所需的不同类型的国内和国际政

策支持。例如，对于依托数字技术、新

的商业模式等出现的第三类新型创新模

式，需要更多地考虑适应性治理，根据

技术的发展和期待进行政策调整。薛澜

教授指出，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全

球层面，需要针对不同的创新模式建立

相适应的政策协调机制，从而使得具有

创新性的经济得以发展。

齐晔

建言 : 改革者上 . 不改革者下

吴敬琏

重构金融监管体系：
理念、功能和模式选择

秦晓：

出席 T20 会议：
将创新议题纳入 G20
政策协调机制至关重要

薛澜

社 会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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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CIDEG学术委员、清华大学国情研

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

应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东北地区的经济表现和

困难。东北振兴事关全局必须加快推进；东北

振兴是持久战，不可能一蹴而就。

“首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

于 2016年 10月 15日在河北野三坡

举行，CIDEG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原副主任、党组书记陈清泰，

CIDEG学术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CIDEG执行

理事、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建议

委员会专家顾问德地立人共同受邀出

席并发表重要演讲。演讲中，三位老

师针对“产能过剩”、“国企深层次

改革”“供给侧改革”、“产业政策”

等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推进东北振兴亟需发挥
五大合力

胡鞍钢

出席“首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

陈清泰、吴敬琏、德地立人

社 会 影 响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编制

地址：中国 北京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615室

邮箱：cideg@tsinghua.edu.cn

网址：www.cideg.tsinghua.edu.cn

CIDEG网站（www.cideg.tsinghua.edu.cn）设有“CIDEG观点”、“研究报告”、

“学术活动”、“研究项目”“成果出版”等版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及时报

道中心的学术活动和研究进展，并全文刊登中心的研究报告、学术沙龙的演示文稿，

极大推动了 CIDEG的知识传播和学术交流。

CIDEG开通了官方微信订阅号 Tsinghua_CIDEG,以传播自由和严谨的学术精神

为主旨，发布 CIDEG最新研究成果、讲座通知及学术活动实录，与读者分享中国政

策改革、产业发展及环境治理的前沿研究和理念。

中心网站

微信订阅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