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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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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为 CIDEG 提供无条件资助，特此致谢。

2008 年 11 月 23 日 CIDEG 第七次理事会·学术委员会联席会议合影

2013 年 8 月 26 日 CIDEG 第十二次学术委员会议合影

CIDEG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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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理  事（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

理事长

陈清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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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弘致

丰田汽车公司 专务董事

德地立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董长征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经理

仇保兴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副部长

刘遵义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长
香港中文大学  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
讲座教授

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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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格平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理事长
东方环境研究院 院长

青木昌彦

斯坦福大学 荣誉教授　　
国际经济学会 前主席

秦晓

博源基金会 理事长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经济系教授

肖梦

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 副主编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小平信因

丰田汽车公司 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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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席

学术委员会

青木昌彦

斯坦福大学 荣誉教授　　
国际经济学会 前主席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学术委员（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院长 
经济系弗里曼讲席教授、系主任

巴瑞•诺顿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 教授

早川茂

丰田汽车公司 专务董事

谢维和

清华大学 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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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本隆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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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世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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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院长

黄佩华

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 教授
牛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主任

金本良嗣

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教授、
校长执行顾问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访问教授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院长、教授

江小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副秘书长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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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周大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高级专家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谢德华

美国布朗大学政治学系 教授

王晨光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

钱易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教授
中国工程院 院士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经济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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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

研究员（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

曹静

美国哈佛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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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玲

清华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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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之元

美国芝加哥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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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凯栋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 博士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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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东升

日本东京大学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 讲师
主要研究领域：产品生产管理、供应模式管理、
丰田生产模式

李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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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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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健军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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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晔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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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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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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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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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永平

荷兰莱顿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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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伟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 博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产业政策、区域发展和政府治理

戚淑芳　

美国斯坦福大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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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樵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货币与金融经济学、公共金融、
国际金融体系

郑思齐   
清华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 副系主任、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房地产与住
房经济学

博士后

访问学者

松田洋平 (2013.10-2014.07)
商务情报政策局 情报经济科 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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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y Naughton (2013.09-2013.11)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
太平洋研究学院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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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为夷 (2012-2013)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系
博士生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和比较政治学

吕孝礼 (2012-2013)
荷兰乌特勒之大学公共治理学院 博士生
主要研究领域：危机管理

宫下正己 (2012-2013)
日本经济产业省 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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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晨妮 (2011.09-2012.07)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性别与发展、国际
经济

李光宰 (2011.09-2012.08)
韩国延世大学 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

浅野大介 (2011.08-2012.01)
日本经济产业省 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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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箐旻 (2010-2011)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企业业绩研究中心 
博士生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能源创新、低碳城市研究

Elizabeth Wilson (2009-2010)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能源政策与法律、低碳能源管理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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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Kahn (2009-2010)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教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企业业绩研究中心
博士生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能源创新、低碳城市研究

Jean-Marc Coicaud (2009)
联合国大学 纽约联合国总部 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法律理论

Keith Florig (2008)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风险分析、风险沟通、可持续
发展

Carine Milcent (2007-2008)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医疗保健系统、保险系统研究

Dan Guttman (2006-2007)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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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rence H. Goulder (2007)
美国斯坦福大学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研究

Karen Eggleston (2007)
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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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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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中国“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模式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李强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为中国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模式研究。推进就近和就

地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在于管理制度、扶持政策、运作模式等一整套理论、政策和制

度体系的建构，需要提出一种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予以验证和完

善，从而为指导就近和就地城镇化提出对策建议。

追溯国际供应链中的中国碳排放

项目负责人：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孟渤；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院 薛进军；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 王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高宇宁

本项目关注于国际供应链和碳泄露之间的关系，通过跨学科式研究方式提供

一套科学的追溯国际供应链里碳排放的理论框架，并应用这一框架研究中国在国际

供应链中的碳排放问题。具体内容包括：（1）提出如何在国际供应链上计算分段

式生产环境成本的新方法；（2）研究隐含碳在供应链中是如何产生、移转和分配的；

（3）研究一国在供应链上所处的位置及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是如何影响其碳排放

水平的；（4）研究如何在供应链上定义和区分碳排放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责任；（5）

研究中国各地区，产业，企业在国际供应链上的碳排放；（6）随着中国环境监管

力度的加强，全球供应链上的高碳环节可能从中国转移到其它发展中国家，研究这

一现象对于全球的碳排控制会造成什么影响？等等。

   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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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环境：调查、评估、优化

项目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张永伟

本项目初步设计包括五部分内容：开发固定化的企业发展环

境调查系统；企业反映较多的发展环境问题专题研究；企业对政

府能力要求专题研究；企业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改进政企关系、

改善营商环境的总报告。

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政策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张帏、Steven White

本项目具体内容包括：（1）在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各个历史

阶段中，政府所采取的产业政策，及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2）

进行光伏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包括德国、日本和美国；（3）

研究中国光伏产能过剩的成因，探究相关机制；（4）对无锡尚德

进行案例研究，分析无锡尚德破产重组中的问题如何解决，如何

依靠法律机制来处理，总结相关经验，探讨政府如何进行产业管

理和应对重要企业的破产问题；（5）在中国光伏产业案例研究基

础上，探讨政府对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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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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王海芹

本研究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背景下，以京津冀地区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为重点研究对象，提出符合我国国情、可操作性强、制度成本较

低的联防联控减排机制和政策组合，为当前乃至长远的雾霾防控策略提供决策参

考。重点研究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关键减排机制设计以及政策预期效果

评价，包括：（1）研究采用排放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进行污染联合减排的可行

性与实施条件；（2）研究采用基于行政命令手段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机制进行

联合减排的可行性与实施条件；（3）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专家访谈方法和问卷调查方法，分别对上述减排机制的预期效果

及实施成本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估 , 为当前选择合理的联防联控减排政策手段提供支撑。

　　

“中日政策比较专项”启动项目：城镇化专项

项目负责人：德地立人、津上俊哉

“中日政策比较专项”第一项议题预启动，“中日城镇化政策比较研究和交流”。

水俣教训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王名

本项目为《社区环境治理的教训与经验研究——以日本水俣市

的工业污染及其社区再生为例》课题的后续追踪研究，通过邀请日

本水俣研究专家到北京参加研讨会以及赴日本参加日本水俣学研究

中心主办的第二届水俣学国际论坛，旨在进一步总结水俣事件的经

验教训。

应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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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06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及其效能分析 齐　晔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升级的互动关系研究 李善同

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的社会环境国际比较研究 孟健军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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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涓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 白重恩 / 刘远立

* 中国高技术产品分类机制及相关政策研究 薛　澜 / 张燕生

中外成品油价格比较研究 陈小洪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社会因素评价 李　强

宿迁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 魏凤春

环境因素对中国省际生产率的影响 郑京海

县级政府财政管理抽样调查分析 侯一麟

中国医疗服务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与模式探讨 沈群红

2008

关于中国汽车企业能力构筑的标杆研究 藤本隆宏

中国县级财政管理制度 侯一麟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与效能研究 齐　晔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 胡鞍钢

医疗改革：金融安排、激励机制与竞争选择 俞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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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伟

往年项目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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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08
苏南的服务业发展及制度约束：案例研究 吴敬琏

中国城市增长的环境影响 郑思齐 / 曹　静

2009

中国减排目标和行动方案研究 胡鞍钢

服务经济学经典译丛 江小涓

能源价格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和CPI 的影响 李善同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对策的系列研究 荣　芳

中国低碳创新的国际比较与政策研究 陈　玲

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研究 海　洋

2010

中日城市环境政策实践比较研究 孟健军

中国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 张严冰

城中村改造：模式，挑战与突破 陶　然

2011

社区环境治理的教训与经验研究 王　名 / 肖　梦

中国汽车能源战略研究 冯　飞

前沿创新与领跑型国家技术产业战略研究 高世楫 / 张永伟

地方政府的新能源技术选择的社会认知研究 戴亦欣

日本特大地震应急管理体系研究 沈　华

基础建设之环境治理研究 戚淑芳

中国科技拨款体制的问题和对策 汝　鹏 / 薛　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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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12

中国公共治理体系改革研究 薛　澜

中国与美国的创新能力比较专家调研 王刚波 / 薛　澜 / 陈　玲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管理和政策研究 沈　华 / 史为夷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技术线路图 陈　玲 / 沈群红

迈向服务经济：中国服务业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创新 江小涓

下一代的基础设施：愿景及发展途径 戚淑芳

中美科技创新体系与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比较研究 张永伟

注：表中黑体为重大课题，普通字体表示应急课题

        * 外部资金支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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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2013 年，CIDEG 主办或共同举办了多个影响卓越的国际学术会议，其中包括：

中国创新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创新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研讨会于 2013 年 3 月 12 日 - 13 日在清华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的知名学者、

政府官员、业界嘉宾，以及华为公司、中兴公司等企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研讨中

国乃至全球科技创新政策前沿趋势，中外知识产权制度、政策及其对产业与创新的影响。 

本次会议由清华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共同发起，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美国专利商标局联合主办，清华大学中国科技

政策研究中心、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

学系承办。

会议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和伯克利大学农业与资源经济系主任 Brian Wright 教授共同主持开幕。薛澜教

授随即发表了题为《回顾和展望中国创新体系与政策》的主题演讲，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在科技领域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并且

指出支持创新的政策新范式正在逐渐形成。来自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 Keun Lee 教授和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柳卸林教授分别发表了

题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基于专利数的国际比较》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的主题演讲。来自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

究所的顾淑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的甄峰教授对上述三位专家的演讲进行了点评。

在两天的会议议程中，超过 30 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展开了深入交流 , 涉及的七部分主题分别是：（一）中国

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进程、问题与趋势；（二）中外知识产权体系和政策比较；（三）中国专利申请数增长的涵义；（四）

专利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实证分析；（五）专利创造、保护与诉讼：中国现状与国外经验；（六）中国新兴产业的创新：基

于专利与政策视角；（七）博士生主题报告。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梁正副教授在会议闭幕致辞中指出，此次会议所有的演讲与讨论都围绕中国的创新研究展开，取得

了圆满成功，希望今后能够进一步增进各方专家、学者的交流和互动，尤其是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创新领域的交流与研究中。

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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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更新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学术研讨会

2013 年 4 月 21 日，中国城市更新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学术研讨会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

经济与治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深圳坪山新区管委会主任冯现学，以坪山新区“整村统

筹土地整备模式”为案例，分享了深圳城市更新的具体经验。中国人民大学陶然教授以《城中村改造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为题，

阐述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土地制度改革等的理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刘守英，从集体建设用地如何入市的角

度，对征地城市化模式面临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基于上述报告，国土部耕地保护司司长严之尧、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闫小培、燕京华侨大学校

长华生、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姜斯栋、北京大学教授朱晓阳和李贵才、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等，围绕城市化土地收益分配、

土地产权转换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日本城镇化的经验及教训 
2013 年 6 月 17 日，CIDEG 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城镇化的经验及教训”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02 会议室举行。日本内阁总理辅佐官、东京大学教

授和泉洋人先生作了题为“日本城镇化的经验——人口向大城市圈移动的决定

因素”的精彩报告。东京大学教授浅见泰司先生就“日本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

如何应对城市圈内的‘郊外化’”做了精彩演说。研讨会由 CIDEG 驻地研究员

德地立人先生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刘守英、中国土地学会

副理事长黄小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津上工作室代表津上俊哉

等学者作为讨论嘉宾出席并参与讨论。来自清华大学校内外的三十余名师生参

加了此次研讨会。

和泉教授指出，日本的“城镇化”经验中，人口向大城市圈移动的决定因素

主要包括经济增长、人口动态、经济结构、城市与服务业四个方面。他强调，日

本“城镇化”是经济增产的产物，是自发演进的过程。政府主导推进的城镇化建

设必须平衡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浅见教授介绍了如何应对城市圈的“郊外化”，主要探讨了城市圈扩大的应

对策略和建议事项。他重点阐述了居住需求对策，移动需求对策，城市圈内据点

的形成以及如何保持城市圈的良好环境。他强调，广域调整政府职能是关键所在，

需要导入社会综合对策来保持平衡的新城镇开发。

主题演讲之后，与会嘉宾就日本城镇化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等问

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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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EG第十二次学术委员会议
2013 年 8 月 26 日全天，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

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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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

会联席主席吴敬琏先生主持了会议，理事长陈清泰先生、联席主席青木昌彦教

授，以及高世楫、胡鞍钢、季卫东、李强、秦晓、王晨光、王名、肖梦、薛澜、

查道炯等理事和学术委员及丰田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审议了 CIDEG2013 年

度重大课题的立项申请报告。

在会议致辞中，陈清泰理事长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三个挑战，包

括改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环保问题等，并强调这

些挑战与 CIDEG 致力于研究产业发展、环境治理和制度变迁的定位紧密相关。

他希望学术委员们能够从更理性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及制度建设的进程。CIDEG 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

青木昌彦教授表示，中国现在正处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如何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解决交通、环境等问题，仅靠经济政策并不够，

CIDEG 乃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今后能够发挥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吴敬琏教授则指出，中国当前面临三大问题：经济发展

方式转型问题，城镇化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的改革和转型的问题，CIDEG 的重大研究课题可能有助于

帮助中国解决这些重大的问题。接下来，丰田汽车公司代表榎本正人致辞，认为今天待评审的项目意义深远，非常支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3 年 CIDEG 重大项目的立项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永伟主持的《企业发展环境：调查、评估、

优化——基于政企关系的视角》，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帏主持的《中国光伏产业政策反思》，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李强教授主

持的《中国就地城镇化模式研究》，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孟渤博士主持的《追溯国际供应链中的中国碳排放》，清华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薛澜教授主持的《中国公共治理体系改革研究》等项目获得立项。会议还讨论了由 CIDEG 德地立人和津上俊哉主持的《比

较视角下的城镇化专项研究》项目的筹备情况。

中国海外投资及风险管理调查发布会

2013 年 10 月 14 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布了《2013 年中国企

业对外投资情况及意向问卷调查报告》。该调查由 CIDEG 共同参与并提供技

术支持，重点关注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管理、融资渠道和社会责任。

CIDEG 副主任陈玲博士和访问研究员史为夷参加了发布会。陈玲博士做了题为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思考》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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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不定期举办“CIDEG 沙龙”，邀请国内外优秀学者介绍产业发展、环境治理及制度变迁领域的前沿进展和研究发现。

迄今为止中心共举办了 101 期学术沙龙，其中包括研讨会、学术研讨会和系列讲座。最近一年的沙龙主要包括：

● 2013 年 2 月 24 日，CIDEG 与《比较》杂志社在北京长安俱乐部共

同举办“CIDEG 高层沙龙”，讨论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及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

策，特别是城镇化政策。参加此次高层沙龙的有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徐林司长，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教授和中国发展基金会卢迈秘书长，CIDEG 理

事长陈清泰和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青木昌彦主持了会议，CIDEG 中心主任薛

澜教授、理事肖梦、中心副主任陈玲博士等人及丰田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 2013 年 2 月 26 日上午，日本国际经济研究所大辻纯

夫副所长和高桥利幸主席研究员一行访问了 CIDEG，与 CIDEG

学就“中国的城镇化与当前的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座谈。薛澜

主任主持会议，来自公共管理学院的胡鞍钢教授、周绍杰博士和

CIDEG 研究员孟健军、郑思齐、戚淑芳、吕孝礼和宫下正己等

人参与讨论。  

　　

● 2013 年 3 月 22 日下午，CIDEG 第 94 期学术沙龙在

公共管理学院举行。加拿大政府战略预见中心高级研究主管，监

测和预见部主任 Peter Padbury 先生作了题为“加拿大政府战略

预见智库检验核心政策稳定性和识别新兴挑战的方法”的演讲。

本次沙龙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彭宗超教授主持，来自清华校

内外的多名师生聆听了讲座。

CIDEG沙龙



● 2013 年 4 月 12 日， CIDEG 第 95 期学术沙龙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

CIDEG 与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孟健军博士作了“城镇化的法律体系建立

与制度设计”主题报告，陈玲副教授主持讲座。孟健军研究员首先阐述了日本的城

镇化也曾历了一个先污染后治理的痛苦过程。而针对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

题，日本政府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政策法律体系，规制环境污染等问题，经历了从政

府主导向居民自治的过程。并且各地居民、地方公共团体、政府、企业等多元利益

主体进行良性互动，形成了有效的环境政策机制。这对于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应对环

境污染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来自清华校内外的多名师生参加了讲座。

● 2013 年 4 月 17 日， CIDEG 第 96 期学术沙龙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德国

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Holger Baer 主讲，陈玲老师主持。Holger 

Baer 以中国和德国电动车发展作为典型案例，介绍了国际电动车技术发展前沿与

国际市场状况，并在电动车的市场、价格、出口、生产、基础设施、政府政策等层

面，对中国和德国的差异进行了比较。整体而言，中国和德国的电动车发展战略差

异巨大。中国由政府主导，致力于国内市场的开辟；德国有领先的技术支撑，但起

步较晚，侧重于技术发展，商业部门扮演更大的角色。来自清华校内外的众多师生

参与了本次沙龙。

● 2013 年 4 月 19 日下午， CIDEG 第 97 期学术沙龙在公共管理学院 421

教室举行，本次沙龙主题为“城镇化与产业环境——日本的经验和教训”，CIDEG

研究员、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孟健军博士作了精彩演讲。演讲内容是从产业

发展和环境治理的角度观察日本的城镇化。日本城镇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曾经历了

一个先污染后治理的痛苦过程。在上世纪 50 年代，由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各种

产业公害对于大气、水、土壤等产生了非常恶劣地影响。1963 年日本政府指定了

13 个新产业城市和 6 个工业整备特别地域。因而带来了“基础产业型”环境污染

的发生源集中到了沿海工业地带，成为严重的产业公害发生的区域。水质和土壤的

污染的进一步加剧，以硫氧化物为主的大气污染范围扩大，污染程度也日益严重。

1970 年，日本政府不得不召开所谓的“公害国会”，全面解决当时已经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这成为了日本强化公害规制的转

折点。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终于开始转向重视环境的产业政策。多名清华师生出席并参与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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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4 月 26 日， CIDEG 第 98 期学术沙龙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

CIDEG 与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孟健军博士做了主题为“城镇化与生活方

式——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方法”的报告，CIDEG 副主任陈玲副教授主持了

讲座。此为孟健军博士城镇化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报告首先回顾了日本城镇化过

程中的产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等问题。在今天的城镇化过程中，克服这种类型的环境

污染迫切需要改变我们每个人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模式。今天的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

共识，那就是只有在新理念和新方法下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才是现在以及未

来最基本的形态。由此，日本近年来

逐渐形成了智能城市、紧凑城市等城市建设理念；它们代表了城市便利生活以及减

轻环境负荷的生活样式，已经成为当前日本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这些对于中国的

城镇化过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 2013 年 5 月 30 日，CIDEG 第 99 期学术沙龙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印

度宾夕法尼亚发展研究院学术主任 E. Sridharan 教授作了“印度外交政策语境下

的对外援助政策”主题报告，陈玲副教授主持讲座。Sridharan 教授介绍了印度对

外投资的相关经济和外交政策，并且重点阐述了冷战结束以来印度的对外援助政

策。Sridharan教授首先区分了传统的援助国和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新兴援助国，

指出这些新兴的援助国在对外援助方面不强加政治条件，与被援助国成为合作伙伴，

是中立的合作关系。接着，Sridharan 教授具体介绍了印度的相关对外援助政策，

并强调在所有援助形式中，培训是最有用的，因为可以建立起人与人的之间交流网

络。此外，Sridharan 教授还介绍了印度对外援助的政治动机。多名清华师生参加

了本次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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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 4 日，CIDEG 第 100 期学术沙龙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CIDEG 访问学者——日本经济、贸易与产业部新

商业政策处副主任宫下正己先生，基于在中国访问交流一年的亲身经历，做了中日关系主题的报告，CIDEG 副主任陈玲副教授

主持讲座。

● 2013 年 6 月 19 日下午， CIDEG 第 101 期学术沙龙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应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产业

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

战略系共同邀请，MIT 斯隆管理学院和政治科学系双聘教授 Edward 

Steinfeld 博士在公共管理学院 302 会议室作了题为《反思科技发展全

球化时代的国家创新战略》的学术讲座。沙龙由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顾淑

林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俞樵教授担任点评嘉宾，

中心助理梁正副教授、中心兼职研究员俞文华副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陈玲副教授、周绍杰副教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张帏副教授、人

文学院刘立副教授及来自北京大学、中科院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近三十

名师生参加了此次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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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竞赛

为了唤起当代大学生关注身边环境，投身实践调研活动的热情，CIDEG 自

2009 年起每年举办本科生暑期社会调研挑战赛。2013 年举行的第五届挑战赛主题

为“净化空气，我在行动”。经过初审和决赛两轮激烈角逐，来自武汉理工大学的

钟英、郭东阳、程子奇、李景、曾宇佳、魏新亚团队以题为“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

理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的调研报告赢得一等奖；来自北京大学的李利利、

吴少媓、阮航清、孙士林团队和华南农业大学的李嘉瑜、邵旭隆、梁艳媚、江荣灏、

苏婷团队并列获得二等奖。CIDEG 副主任陈玲副教授主持了本届赛事，CIDEG 主

任薛澜教授为获奖团队颁奖。

历年挑战赛主要在全国各大高校本科生中进行。2012 年度的竞赛主题为“绿色

出行在我身边”，来自北京大学的董璐、张柯、王超、孙凌凌、付华昊、李响、张

赢之团队以题为“卡住的绿色车轮——针对北京市公共自行车租赁项目的调研”的

调研报告赢得一等奖。2011 年度的竞赛主题为“绿色节能在我身边”，来自北京大

学的秦童童团队赢得一等奖，他们的调研成果是《大学校园用纸现状的调查研究——

以北京大学为例》。2010 年度的竞赛主题为“环境保护在我身边”，来自清华大

学的进团队以《公众参与垃圾处理研究——典型模式的失败与非典型模式的探究》

获得优胜奖。2009 年度的竞赛主题为“低碳消费在我身边”，来自清华大学的杨

帆团队赢得优胜奖，他们的调研成果是《家庭低碳消费与社区特征——基于北京的

实证研究》。

本科生暑期社会调查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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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活动焦点回顾

中美两国创新能力及创新模式论坛

2012 年 9 月 9 日，中美两国创新能力及创新模式论坛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

层报告厅成功举行。此次论坛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21 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博源基

金会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博源基金会总干事、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何

迪主持了本次论坛。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先生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

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院长 Peter Cowhey 教授做了精彩演讲，分享了企业科技与制

度创新的经验和创新模式的更迭。论坛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校内外的一百七十余名听

众参与。

柳传志先生首先指出，创新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达到愿景和中期目标的手段。

把技术创新的成果转换成钱，才是企业创新的成功。Peter Cowhey 教授介绍了美国的

两次大规模创新和产品推向市场的浪潮：新颖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

这两场精彩报告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在随后举行的圆桌论坛环节中，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高世楫、小米科技创始人兼总裁林斌、加州大学圣地

亚哥分校教授 Barry Naughton 等八位中美嘉宾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探讨了中美两

国在创新能力与创新模式方面的异同，共同探索创新的奥秘。

选择可持续的未来：解读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性问题高级别小组报告

2012 年 4 月 17 日，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解放日报、联合国驻华系统主办，

CIDEG 承办的“选择可持续的未来：解读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性问题高级别小

组报告”的主题讲座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举行，近百名来自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学者、师生和研究人员参与了此次活动。

联合国秘书长可持续性问题高级别小组执行主任扎诺斯 •帕兹托、中国气象局国

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华代表柯文思、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齐晔、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汇聚一堂，解读联合国

秘书长可持续性问题高级别小组报告，讨论“选择可持续的未来”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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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会第 16届全球大会：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经济
2011 年 7 月 4 日，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承办，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CIDEG 协办的国际经济学会 (IEA) 第 16 届全球大会在

清华大学大礼堂隆重开幕。该会每三年举办一届，本届是首次在中国举办。大

会由 IEA 主席青木昌彦教授召集，吴敬琏教授担任 IEA 荣誉主席并作东道国学

者主题演讲。钱颖一委员、白重恩委员等参加会议并就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问题发言。

联合国全球可持续性问题高级别小组讨论

2011 年 7 月 13-16 日，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和 CIDEG 共同主办的“产业合作

发展：跨国公司制造业的在华策略及对本国产业的影响”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

举行。会议由芝加哥大学 Gary Herrigel 教授、麻省理工学院 Edward Steinfeld 

教授和 CIDEG 主任薛澜教授公共召集，来自美国、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

国的产业研究专家共三十余人，密集讨论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

的产业升级等议题、CIDEG 主任助理、副教授陈玲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

能源、气候与发展系列讲座

2009-2010 年，CIDEG 访问学者 Elizabeth Wilson 博士组织了“能源、

气候与环境系列讲座”共 14 讲，邀请来自美国政府和学界的专家学者，向

CIDEG 研究团队和国内学者介绍了国际前沿的相关技术、政策和治理机制。

Elisabeth Wilson 博士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汉弗莱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

事能源、环境相关政策与法律的研究。 

　　

全球华人青年学者论文竞赛

从 2007年到 2010年，CIDEG面向全球华人青年学者举办了四届论文竞赛，

以鼓励青年学者参与环境、经济和政策领域的前沿研究。青木昌彦教授、吴敬

琏教授和薛澜教授担任历年竞赛评委会主席，选拨优秀论文和青年才俊，资以

嘉奖。论文竞赛每年吸引数十名学者以英文论文投稿，为 CIDEG 凝聚了大批活

跃的研究中坚分子，也大大提高了 CIDEG 的国际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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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出版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难点、突破与政策组合》

汪晖  陶然 /著
出版日期：2013年 10月

本书以多次全国范围内大样本抽样调查和典型案例调查为基础，通过规范的实证分析，研究快速城市

化进程中中国土地制度面临的困境、成因、制度背景以及改革路径。考察了目前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及其相

关财政、户籍制度改革之间的紧密关联，给出一个土地制度和相关财政、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并对

这个方案的含义进行多方面的讨论，给出了一个从财政角度对上述整体改革方案进行的可行性分析。

CIDEG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论丛
（薛澜主编，商务印书馆 出版）

《服务业全球化——理论与实践启示》 
【以】耶尔·阿哈罗尼    里拉齐 •纳查姆 /主编   康昕昱 /译 
出版日期：2013年 4月

本书第一部分着重阐述了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发展变化趋势和交易发生的制度背景。第二部分着重阐述

了服务业趋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介绍了几类大型服务行业的国际化发展案例，涵盖航空业、快

递业、酒店业等。其中，航空业的案例涉及从事飞机维护、修理和大修服务的全程承包服务式企业、航空

公司的跨国战略联盟等；快递业以世界上最大的快递公司敦豪快递（DHL）的案例为研究重点，指出发展

电子交易和行之有效的零库存管理将是大趋势；酒店的国际化和连锁经营以发源于法国的全球闻名连锁酒

店——诺富特（Novotel）案例入手，研究究竟哪些因素对酒店向国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服务经济译丛
（江小涓 薛澜主编，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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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与爆发：1873-1995年的水俣病事件》
（内部资料）

后藤孝典 /著
印制日期：2013年 10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百废待兴，人民饥寒交迫，高速发展经济成为不二法门。然后，也正

是在这个时候集中发生了好几起著名的公害事件。水俣病就是其中之一。本书作者也是水俣病受害者维权

运动的代理律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水俣病的源起，疾病被发现后受害者如何从默默承受环境污染

带来的疾病，到奋起维护自己的权益。从中我们也看到，施害企业和政府、政府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推诿，

医疗认定的复杂和困难，媒体和民众的积极参与。

CIDEG文库
（青木昌彦、吴敬琏主编，中信出版社出版）

《变化中的资本主义：美国商业史》

斯坦利•布德尔 /著
出版日期：2013年 10月

在书中，作者阐述了美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并引领世界的原因，政府对市场监管举措迟缓的后果，消

费主义盛行以及企业家的作用等，并着重分析了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美国商业大发展及其催生的危机和丑

闻。沿着这个思路，他分析了美国的社会价值如何催生了企业家精神，以及为什么改革创新会造就与众不

同的美国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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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

蒂莫西•乔治 /著
出版日期：2013年 6月

水俣病发生至今已经过去了 50 多年，仍是最恐怖的环境事件之一。本书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整理和对当

事人的访谈，描述了水俣病发生之后受害方、施害方和政府之间的博弈，着重聚焦于受害者及其支持者为

获得赔偿和救助所付出的努力，尤其是草根阶层的运动。作者发现，战后日本民主非常脆弱，并严重依赖

与特定的公民活动。而水俣病发生后的维权运动极大地改变了战后日本的民主模式。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公民环保意识的提高，中国也发生了一些影响较大的环境邻避运动。作者

对日本水俣病这一环境公害及相关各方博弈过程的描述，无疑值得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在讨论环境问题时予以重视。

《水俣病没有结束》

原田正纯 /著
出版日期：2013年 7月

1956 年 5 月，日本水俣市月浦两个天真无邪的女孩病发，以此为契机，水俣病正式得到确认。此时日

本正处于不顾一切高速发展经济的时代，这种不顾一切的代价便是严重的环境公害和健康损害，水俣病就

是其中之一。水俣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认定制度？公害病诉讼为何如此艰辛？患者胜诉后赔

偿问题为何迟迟得不到落实？为什么说水俣病还没有结束？本书围绕这一系列问题展开叙述，揭示了隐藏

在疾病背后导致问题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的根本性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当前中国环境事件频发，不仅

影响人民生命健康，也将危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久之前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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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史新论：政府与经济》

普莱斯•费希拜克  罗伯特•希格斯  加里•利贝卡普等 /著
出版日期：2013年 5月

从殖民地时代至今，美国经济发展后来居上，超越欧洲的老牌工业化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老大。通

常认为，是鼓励民众广泛参与政治和经济进程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造就了美国经济的成功。四百年来，美

国人口增至三亿，经历了从乡村农业社会到城市制造业巨人再到发达服务业经济的转型，尽管这一进程中

曾出现原住民的遭遇、奴隶制、种族隔离等问题，但美国始终坚持开放社会的原则，没有出现过持续限制

民众参与政治和经济进程的现象，这一点是怎样做到的？各利益集团为何允许开放社会长期存在？工业化

和城市化改变了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体系，美国是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的？在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

中美国政府是怎么扩张的，带来了哪些后果？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历史参与者的观念发挥了什么样的

作用？

十多位世界级经济史学名家对这些重要问题做出了解答。他们详细阐述了殖民地时代、建国时期、国

家时代、内战和重建时期、镀金时代、进步时代、新政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二战后等不同历史时期

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叙述了产权与联邦土地政策、金融体系设计、奴隶制的形成和解体、劳工和教育

政策、联邦行政系统、农业项目、福利政策等重大议题，深刻揭示了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

社会之间的复杂博弈，为读者展示了一部独一无二的美国政治经济发展史。

《冒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如何引领繁荣》

阿玛尔•海德 /著
出版日期：将于 2013年 12月出版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愈发深入，西方国家将研发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美国等西方

国家科技创新的优势地位正在被中国和印度等后起国家所赶超。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企业如何继续引领市场，是企业最关心的话题。本书引证了很

多企业的事例，讲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如何用速度和创新出奇制胜，对中国的企业发展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关财政、户籍制度改革之间的紧密关联，给出一个土地制度和相关财政、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

并对这个方案的含义进行多方面的讨论，给出了一个从财政角度对上述整体改革方案进行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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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与中国经济增长》

作者：曾智华

出版日期：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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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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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研究》

作者：齐晔  等
出版日期：2008年 11月

往年出版物回顾

《中国县级财政研究》

作者：侯一麟  王有强
出版日期：2011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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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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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DEG研究论丛

CIDEG文库

《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作者：陈清泰

出版日期：2011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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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电式汽车》

作者：戴维 •桑德罗

出版日期：201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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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石油魔咒》

作者：戴维 •桑德罗　

出版日期：2010年 6月

《厕所决定健康》

作者：罗斯 •乔治　

出版日期：2009年 7月

《释放印度的创新潜力》

作者：马克 •杜茨　

出版日期：2009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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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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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城市：发展和环境》

作者：马修 •卡恩　

出版日期：2008年 1月

《美国住房政策》

作者：阿列克斯 •施瓦茨

出版日期：2008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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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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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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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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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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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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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外包与中国服务业发展丛书

江小涓 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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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

作者：桥本道夫　

出版日期：2007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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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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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经济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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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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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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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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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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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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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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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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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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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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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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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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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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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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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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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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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的力量》

作者：亚诺什 •科尔奈

出版日期：2009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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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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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

国际交流

CIDEG 积极与国外研究机构开展了国际合作和交流，构建公共政策研

究的交流平台，拓展国际影响。2013 年的主要国际合作和交流有：

● 2013 年 10 月，CIDEG 主任薛澜教授应邀参加在印度尼西亚巴厘

岛举行的 2013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2013可持续发展论坛”并作大会发言。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 简称 APEC)，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 , 也是

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总部设在新加坡，始设于 1989

年，现有 21 个成员经济体。它在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 , 加强成员间经

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2013 年 9 月 11 日至 13 日，CIDEG 主任薛澜教授应邀参加了在

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本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创新：

势在必行”。薛澜教授参与了“全球风险：中国案例”议题讨论，提出：

中国的治理体系改革必须综合全面地审慎地推进；全球普遍存在风险治理

失灵；中国在过去 30 多年的发展中，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逐

级放大创新，但监管型政策却是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减弱；因此，建立综合

风险监管体系刻不容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

自 90 多个国家的 1600 名业界领袖及专家学者围绕众多国际关注的议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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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8 月，CIDEG 副主任陈玲博士应邀赴美参加了由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 IGCC 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决策体制”国际会议，

并介绍了双方合作项目“中美创新能力专家调查”的首轮调查结果。

● 2013 年 7 月，CIDEG 主任薛澜教授作为中方专家组长应邀参加在美

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内举办的“中美创新对话”会议。 

● 2013 年 7 月 20 日 ,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3 年年会上，CIDEG

主任薛澜教授应邀参加并主持了 “对话——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与执行

中的角色与作用”论坛。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探讨可持续发展情况下生态文明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用量化的方式探索改善人民生活但不危害环境和耗尽资源

的经济增长、帮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的环境信息”。来自联合国、中国政府、学术界等官员和学者，围绕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的目标设定、政策执行等进行了讨论。

● 2013 年 4 月 25 日上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曼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亨利 •布雷迪（Henry E. Brady)、社会福利

学院院长杰弗里 •埃德尔森（Jeffrey L. Edleson）等一行到我院访问交流。我院副院长彭宗超、院长助理孟波、杨永恒以及布鲁

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教授，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CIDEG 研究员齐晔教授等参加了此次交流会。我院与伯克利分

学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学术交流及合作关系，这是继我院 2010 年“伯克利－清华周”系列学术研讨活动之后，两院校的又一次交

流访谈。下午，高曼公共政策学院院长Henry E. Brady为我院师生做了主题为《政治极化——奥巴马医疗改革和美国的政府管理》

专题讲座。我院近 40 名中外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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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影响

CIDEG 聚集了大批中国顶尖的政策研究者和学者型官员，在相关领域具有重大的政策影响力，在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

各自的角色和作用，2013 年的主要事件有：

● 2013 年 9 月 11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问题听取了中国科学

院和中国工程院的汇报，CIDEG 主任薛澜教授、学术委员李强教授参加了座谈会。

● 2013 年 6 月和 9 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先后发布有关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财税

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引起高度关注。CIDEG 学术委员白重恩教授为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

● 2013 年 5 月 26 日，

CIDEG 主任薛澜教授应邀参加了由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CDRF

中国改革对话会”第二次会议。会

议主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改

革与发展”。本届论坛将以“全球

化背景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为主

题，紧紧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鉴于论坛主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论坛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得

到了企业界、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 2013 年 3 月 4 日，CIDEG 学术委员白重恩教授在“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就养老保险问题接受采访时提到，

需要在科学精算的基础之上将养老保险待遇的设定和调整合理制度化，延长最低缴费年限，并提供较强的激励引导职工推迟退休，

从根本上保证制度的可持续性，同时促进老年劳动力的合理使用，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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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 16 日，国家外专局主办的城镇化外国专家建言会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举行。会议由 CIDEG 理事德地立

人和津上俊哉先生共同召集，邀请日本内阁总理辅佐官和泉洋人，津上工作室代表津上俊哉，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教授、

CIDEG 学术委员金本良嗣，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森地茂，东京大学都市工学系教授浅见泰司做主题发言。参加会议的中方专家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魏家宁、中国农业科学院张陆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丰教授和陈玲副教授。会议内容形成政策报告提

交到国务院领导，更详细的学术内容发表在《比较》、《中国改革》等杂志上，形成重要的政策影响力和知识贡献。

● CIDEG 联席主席吴敬琏先生近年来一直积极呼吁改革，提出一系列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以及为推出总体改革需要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2013 年 3 月 16 日，吴敬琏先生出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论坛，并发表“中国怎

样重启改革”演讲。2013 年 4 月 25 日，吴敬琏先生出席“经邦论道”改革系

列讲座，发表题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议程”演讲。2013 年 7 月 15 日，吴敬

琏先生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浦讲坛”上发表“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演讲。

2013 年 8 月 19 日，吴敬琏先生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 20 周年庆典并“中

国的改革和发展道路”研讨会上作了“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并没有完成”的

主题发言。吴敬琏先生的一系列演讲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



41

管理团队

中心网站

主 　 任
薛　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副 主 任
陈　玲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行政主管

曾清燕

行政助理

杨　楠

CIDEG 网站（http://www.cideg.org.cn）设

有“CIDEG观点”、“CIDEG动态”、“研究项目”、

“学术活动”、“研究成果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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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有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

满足国内外读者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