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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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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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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野幸利
丰田汽车公司 副社长

德地立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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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长

◎理  事（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

加藤雅大
丰田汽车公司 常务董事

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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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保兴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副部长

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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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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维和
清华大学 副校长、教授

肖梦
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 执行编辑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中川胜弘
丰田汽车公司 顾问

佐佐木昭
丰田汽车公司 专务董事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经济系教授

秦晓
博源基金会 理事长

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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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委员（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青木昌彦
斯坦福大学 荣誉教授
国际经济学会 前主席

学术委员会

◎联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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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高世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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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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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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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易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教授
中国工程院 院士

李强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院长、教授

江小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副秘书长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院长、教授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经济系教授

谢德华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 教授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王晨光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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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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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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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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玲　
清华大学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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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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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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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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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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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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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经济、能源政策、气候
变化政策、城市规划与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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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研究学院 
博士后

◎ 研究员（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

主要研究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
和影响评价、监管机制、可持续发展、企业社
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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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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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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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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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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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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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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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博士后

◎ 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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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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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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hew Kahn（2009-2010）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城市、环境、房地产和能源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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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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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Egglesto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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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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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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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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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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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 重大项目

● 社区环境治理的教训与经验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王名 教授

本项目基于实地考察和调研，研讨日本在上世纪中叶面临的工业污染问题，其

严重的环境及社会危害，社会各方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当地居民、NGO和地

方政府为社区再生探索的发展模式及其制度框架等。为下一阶段探讨在中国建设循

环社会示范区提供范例与指导，促进我国政府与社会对多元主体通过政治商谈与博

弈过程进行环境治理的理解和实践。

● 中国汽车能源战略研究
      项目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　冯飞 部长

本项目将汽车能源的战略选择与能源的保障程度和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利用全生命周期的方法分析替代能源的

能源转化效率和污染排放情况，并定量分析主要的经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汽车的支持效果，提出针对性强、可操作

性强的政策建议。

● 前沿创新与领跑型国家技术产业战略研究
      项目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高士楫 研究员　张永伟 研究员

本项目探索和发展支持中国本土产业前沿创新竞争的制度框架。在分析中国技

术产业现状的基础上，着眼于研究“如何办”的问题，即通过进一步深入开展国际

经验分析和理论研讨，探索支持前沿创新竞争的体制和政策框架，讨论相关政策改

革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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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项目
    
● 基础建设之环境治理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CIDEG　戚淑芳 博士后研究员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为大型基础工程的环境影响治理。具体内容包括：中国铁路

产业（以高速铁路为案例）环境评估与策略环评体系的设计与环境评估的落实。

● 地方政府的新能源技术选择的社会认知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戴亦欣 助理教授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为地方政府的新能源技术选择的社会认知。具体内容包括如下几方面：地方政府新能源决策

现状综述；地方政府新能源技术选择案例；地方政府新能源技术选择的决策过程与参与方分析；地方政府新能源技

术选择的决策模型；地方政府新能源技术选择中存在的制度问题；地方政府新能源技术选择的制度和政策建议。

● 日本特大地震应急管理体系研究
      项目负责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　沈华 助理研究员

本课题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对此次日本特大地震的应急体系进行实时跟踪研

究，目标是总结日本在应对此次巨灾过程中的有关经验和教训，并与中国的巨灾特

别是特大地震应急管理体系进行对比研究，以期为不断完善中国巨灾应急管理体制

和提升中国的巨灾应急能力水平有所贡献。

● 中国科技拨款体制的问题和对策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汝鹏 助理教授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为中国科技拨款体制的现存问题与应对策略。具体内容包括：中国科技拨款体制演进及现状

分析；财政科技拨款投入结构研究；财政科技项目经费分配机制研究；财政科技项目经费管理机制研究；中国科技

拨款机制体制优化策略和政策建议。

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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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年项目回顾
研究领域 项目名称 机构 负责人

环境

治理

领域

中日城市环境政策实践比较研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CIDEG 孟健军

中国减排目标和行动方案研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胡鞍钢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及其效能研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齐  晔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对策的系列研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CIDEG 荣   芳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与效能研究：地方政府的环境
行为与财政体制关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齐   晔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胡鞍钢

中国城市增长的环境影响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郑思齐
曹   静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社会因素评价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李   强
环境因素对省际生产率的影响 瑞典哥德堡大学 郑京海

产业

发展

领域

服务经济学经典译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江小涓

中国汽车企业能力构筑的标杆研究 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藤本隆宏

中国承接全球服务外包：延伸全球分工产业链及

中国服务业开放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江小涓

中国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升级的互动关系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李善同

能源价格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和CPI
的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李善同

中国低碳创新的国际比较与政策研究：以新能源
汽车产业为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陈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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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张永伟

苏南的服务业发展及制度约束：案例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敬琏

中外成品油价格比较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陈小洪

制度

变迁

领域

中国县级财政管理制度研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美国乔治亚大学

王有强

侯一麟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白重恩

刘远立

城中村改造：模式，挑战与突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陶   然
中国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张严冰

医疗改革：金融安排、激励机制与竞争选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俞   樵
现代大学治理机制研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CIDEG 海   洋
宿迁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魏凤春

中国医疗服务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与模式探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沈群红

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的社会环境国际比较研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CIDEG 孟健军

注：表中加粗体表示重大课题，普通字体表示应急课题。

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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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 学术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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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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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EG协办的国际经济学会
(IEA)第16届全球大会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IEA在全球经济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全球大会是其最重要的学术活
动，每三年举办一届，本届是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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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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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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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薛澜教授共同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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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助理陈玲副教授在会上作了专
题报告。

 
● 圆桌会议：联合国全球可持续性问题高级别小组讨论

2011年9月2日，联合国全球可持续性问题高级别小组圆桌讨论在清华大学举行。会议由CIDEG主任薛澜教
授主持。联合国全球可持续性问题高级别小组的Georgios Kostakos 一行与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
境保护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专家学者进行了讨
论。讨论主要围绕能源、水和食物之间的关系、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里约会议等议题展开。

● 国际研讨会：“中国、欧洲和印度缓解气候变化技术的轨道”

2011年11月26-27日，“中国、欧洲和印度缓解气候变化技术的轨道和制度”国际合作项目在北京召开第二
次学术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德国发展研究院、印度理工学院科技研究所、英国发展研究所的14
位专家学者，就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战略、技术轨道选择等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研讨。CIDEG主任薛澜教
授、主任助理陈玲副教授作为项目成员参与会议并发言。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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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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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 CIDEG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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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次学术沙龙，最近一年的沙龙主要包括：

  

▲2011年3月18日，CIDEG研究员孟健军博士与学院三十余名师生分享了主题

为“亲历日本大地震宝贵经验及日本政府应对”的午餐沙龙。CIDEG主任助理陈

玲副教授主持了此次沙龙。孟健军博士从日本震后的迅速应对和周围景象、敬业精

神和政府官员的工作和日本人的安全意识等十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在场师生与孟博

士进行了热烈讨论。

▲2011年5月27日，斯坦福大学博士、CIDEG研究员戚淑芳博士就“制度对基

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以中国大陆与台湾高速铁路项目为例”作了主题讲座。公管

学院沈群红副教授主持讲座。来自清华大学公管学院、环境系及北京大学法学院的

数十名老师和同学参加了本次活动。

▲2011年6月2日，胡鞍钢教授就CIDEG重大项目《中国减排目标和行动方案研究》成果进行了专题报告。

CIDEG主任薛澜教授主持会议。胡鞍钢教授汇报了项目主体内容和成果。CIDEG学术委员钱易院士进行了评论。来

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丰田汽车公司等机构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2011年6月8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刘冰女士，发表了“能源效

率政策与回弹效应”的演讲。会议由CIDEG研究员戚淑芳博士主持，学院院长、

CIDEG主任薛澜教授进行精彩点评。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的

十余名听众参与研讨。

 

▲2011年12月20日，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魏楚先生就“中国火电厂CO2影子

价格研究”主题进行汇报，CIDEG研究员戚淑芳博士主持。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环境学院等十余名听众参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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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竞赛    

● 本科生暑期社会调查挑战赛

为了唤起当代大学生关注身边环境，投身实践调研活动，CIDEG自2009年起每年举办本科生暑期社会调研挑战

赛。2011年举行的第三届挑战赛主题为“绿色节能在我身边”。经过初赛和决赛两轮激烈角逐，来自北京大学的秦

童童、王伟、盛子桐、揭懋汕团队以题为“大学校园用纸现状的调查研究——以北京大学为例”的调研报告赢得一

等奖；来自北京大学的郭芳翠、雷蕾、成亚曼、孙浩然、沈建虹团队和朱琼、王敬一团队并列获得二等奖。CIDEG

研究员戚淑芳博士成功组织了本届赛事。

历年挑战赛主要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所相邻高校的本科生中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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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的竞赛主题为“环境保护在我身边”，来自清华大学的马进团队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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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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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年活动焦点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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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经济学会（IEA）圆桌会议
2007年7月10-11日、13-14日，CIDEG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共同承

办了两次影响卓越的国际经济学会（IEA）圆桌会议，主题分别为“可持续发

展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前者由青木昌彦和吴敬琏主席

共同主持，来自中国、美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智利等国家的著名经济学家

参会。会议反思东亚经济奇迹、总结拉美经济的经验和教训，比较中国和印度

的发展模式等。会议论文集《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随后正式出版。此次会议的前瞻性和影响力广受学界好评。后一圆桌会议由哥

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希尔和薛澜教授共同召集，会议集中讨论了环境保护

和经济增长的新问题，并给首届CIDEG论文竞赛的获奖者颁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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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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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出版

《中国县级财政研究》
侯一麟  王有强 著  出版日期：2011年12月

本书从政府管理、县级政府、财政运行入手，分析县级财政现状，探讨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的

影响和财政管理进一步改革的思路，检讨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及其对政府日常运作的影响。本书系实

证式研究，分析税收、非税和转移支付各项收入，以及行政管理、教育等大项支出，并对收入支出

的波动和县级教育财政投入的充足性进行计量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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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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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经济理论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特殊领域，《服务经济思想史——三个世纪的争论》作

为不多见的一本有关服务经济思想史的综述，梳理了18世纪晚期以来经济学家对服务经济的不同

理解：从古典时期（亚当·斯密等人）和马克思的服务理论，到20世纪30—70年代之间逐渐获得

影响力的三次产业理论和“后工业社会”思想，再到20世纪末期出现的“新工业主义”。全书较

为完整地展现了服务经济理论的演变过程，突出理论主要脉络和代表性学者，并帮助读者厘清服务经济思想发展中

创新和传承的关系，以理解服务经济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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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和培训是解释目前国民经济的相对优势的关键因素，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也可以保持

和发展国家的可持续竞争力。《教育和培训经济学》一书收录的众多论文，就从各个方面反映了

关于教育和培训的这个新观点。本书共收录了14篇论文，都是“教育和培训”这一领域近几年国

际上最新、最全面、最权威的研究报告，也都是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文中使用的实证数据都是

跨国比较数据，讨论的领域覆盖了教育财政、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教育组织、影响学校教学质

量和问题的因素等。 

■ CIDEG研究论丛：薛澜 主编，上海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 出版



17

成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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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的经济复苏大大好于预期，各部门就业率上升、生产率提高，其中信

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是主要推动因素，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似乎已经无法解释新的情况，由此引

发了一场美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争论，《生产率——信息技术与美国经济复苏》正是在这一背

景下开展的研究。本书从战后美国经济的增长分析开始，阐述了美国的IT投资浪潮扩展到其他工

业化国家的情形，之后，跟踪单独行业的变化来考察美国经济的复苏，用产出—中间投入、GDP

增值等定义用数据建模的方式细化分析，最后总结性地提出互联网经济学的新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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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钱还是要命——给美国医疗体制的一剂强药》介绍了美国医疗体系发展的历史并指出其

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通过各种例证解答了人们对医疗制度的各种疑惑。书的前半部分回顾了美国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并以新生儿保健、抑郁症治疗手段的发展及心脏病的诊

疗革新为例，总结了美国进医疗服务发展的成果和遗留的问题。本书的后半部分进一步剖析了问

题产生的根源，并对如何衡量医疗服务的价值提出了创新性的认识和评价建议，进而通过经济学

的视角为如何解决医疗融资、保险覆盖、支付手段以及成本与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独到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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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部门——生产率与增长》集中于服务部门内部，研究其自身的生产率与增长有关的问

题。全书共有10篇论文，主要涉及意大利和其他一些主要的OECD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

丹麦、挪威等）内部的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生产率的比较，以及国家之间服务行业的生产率的比

较和分析。书中包含了翔实的数据和模型分析结果，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的基础上，还有具体

的如意大利的零售卖场奥特莱斯的发展历程的故事，七个OECD国家分销体系的结构与变化等案

例，体现了数据分析与现实案例结合的精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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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DEG文库：青木昌彦、吴敬琏教授主编，中信出版社出版

《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陈清泰 著  出版日期：2011年6月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解决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关键。然而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只有解

决好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深化企业改革这三个互相依存的问题，加快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够由口号变成现实。本书作者陈清泰同志既曾长期担任企业主管，又有国家

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经验，还有多年公共政策研究的学术素养，所以他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分析总

能贴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引起多方有识之士的共鸣，让企业家、创新者受到鼓舞，使

决策者认识到责任。他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这些意见切中时弊，发人

思考。

《觉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经济崛起比较》
作者：普兰纳布·巴德汉   出版日期：即将出版

对世界聚光灯中的中国和印度来说，本书更像是一本盛世危言之作。它不是要附和全世界主

流媒体和学者对中国和印度的大加赞美和过高预期，而是直面这两个国家面临的长期制度和政治

经济问题，人口过多、收入增长缓慢的农业部门、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率和金融中介活动的不足

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重重的医疗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日益严重的

环境问题，势力越来越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有这些因素在两国之间虽有所不同，但是在可以

预见的将来，它们都将对两国经济发展构成重大的结构性制约，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两个国家就不可能像

某些民族主义者一相情愿地认为的那样“前景一片光明”。本书利用现有的研究和信息，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去分析两个国家的实际情况，避免过分陷入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细节之中，是关于中印比较不可多得的好书。

成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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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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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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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技术大展拳脚：能源和环境领域的技术应用》
作者：约翰·M·多依奇、理查德·k·莱斯特   出版日期：即将出版

如何充分利用已有的技术去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是当前备受关注的问题。本书分析了技术

在能源和环境部门应用的15个案例，包括太阳能、风能、燃料电池、核能、煤炭燃烧以及温室气

体减排等技术。案例研究表明，跨学科研究法以及整合技术和非技术因素至关重要。在技术的实

际运用方面他们引入了多种分析方法，如能源与物料平衡，金融分析工具，外部成本和收益，概

率风险评估，学习曲线，回归分析和生命周期成本等。

《美国的政府与经济关系史》
作者：道格拉斯·诺思 等  出版日期：即将出版

美国经济在国际经济梯队中，名列前茅。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美国民众广泛参与美国的政

治和经济进程。本书详细描述了美国的开放进入社会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美国经济无可匹敌的

成功故事中所起的作用。

书中各位一流的经济史学家指出，美国的民主试验使个人和利益集团可以影响政府的结构和

政策，这反过来通过强调私人产权、法治以及保护个人自由，促进了经济成功和创新。为了满足

对基础设施方面的新需求，美国的联邦制架构通过强化州、市和联邦政府各自的重要地位，加快

了发展的进程。最近，由于民众愿意牺牲部分经济自由，通过增强监管、扩大福利国家以及更强

大的国防来获得更多的安全，美国政府的经济触角也随之急剧扩展。

成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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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年出版物回顾

《插电式汽车》
作者：戴维·桑德罗　
出版日期：2010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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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石油魔咒》
作者：戴维·桑德罗　
出版日期：201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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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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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所决定健康 》
作者：罗斯·乔治　
出版日期：2009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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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租与中国的产业发
展》
巫永平 等著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

《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
展与制造业升级》
李善同、高传胜 等著
出版日期：2008年11月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研
究》
齐晔 等著　
出版日期：2008年11月

● CIDEG研究论丛

● CIDEG文库

成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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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软件产业与
选项软件开发、人才
派遣、职业教育》
田岛俊雄、古谷真介 
著东京大学社会科学
研究所 出版

《中国设计：服务外包
与竞争力》
王晓红 著　
出版日期：2008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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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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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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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的力量》
作者：亚诺什·科尔奈
出版日期：2009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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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威权到民主——可
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
学》
青木昌彦、吴敬琏 编
中信出版社 出版

《信息化与农村发
展——基于四川联通
“天府信息网”的实证
研究》
俞樵、童晓渝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

《构建全民健康社会》
刘远立、李蔚东 编著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
社 出版

《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
包：现状、趋势及理论
分析》
江小涓 等著　
出版日期：2008年11月

《软件外包：技术外溢
与能力提升》
刘绍坚 著　
出版日期：2008年11月

《金融服务外包：国际
趋势与中国选择》
杨琳、王佳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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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出版物

成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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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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

主要国际合作和交流有：

● 2011年5月至2012年4月，CIDEG主任助理陈玲副教授赴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交流，并组

织两校合作开展“中美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调查”项目。

● 2011年8月9-11日，CIDEG博士后戚淑芳博士在美国国际工程项目组织年会上发表《中国核电之技术选择》、

《大型项目的关系治理模式》等论文，受到与会者好评。

● 2011年9月19-20日，陈玲副教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中国、巴西、印度的可持续研究科学前沿”国际研讨

会上作专题发言。

● 2011年10月19日，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先生访问公共管理学院。清华

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与公管学院院长、CIDEG主任薛澜教授会见了丹羽宇

一郎先生，并陪同大使先生参观了CIDEG。

● 2011年11月20-30日，CIDEG项目课题组王名、肖梦、汪永晨、黄浩明、

曾少军、田原真司、贺信、陆海空、杨丽一行9人组成水俣调研团，赴日本水

俣、熊本等地实地调研，并为摄制主题片准备前期资料。



23

社会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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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主要事件有：

● 2011年5月30日，CIDEG主任薛澜为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讲解，另一讲解人冯飞也是CIDEG重大项目负责

人。讲课内容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和国务院各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参加了集体

学习。

● 2011年CIDEG重大项目《前沿创新与领跑型国家技术产业战略研究》（项目负责人：高世楫、张永伟）开始发挥

影响力。其政策报告《支持新兴源头创新机构发展的建议》、《支持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的建议》报国务院后，

得到温家宝总理等人的批示，有关单位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正在进行政策调研。

● 2011年CIDEG重大项目《中国汽车能源战略》的项目负责人冯飞直接参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和新能源汽车

规划的制定过程，部分应用了该项目的研究成果。

此外，CIDEG前几年开展的研究项目也在持续扩大其影响力。如：

● 2007年《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项目负责人：白重恩、刘远立），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提出

“清华方案”，部分政策建议被采纳，并且在后续改革实践中体现。

● 200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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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江小涓），

课题出版的专著和论文被密集引用，参与项目的青年学者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并参与相关政策规划的制定，如课题

组成员王晓红就担任了商务部《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起草主要执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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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网站

CIDEG网站（http://www.cideg.org.cn）设有“中心动

态”、“研究报告”、“学术活动”、“项目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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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助理
陈玲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主任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管理团队

行政主管（兼）

孟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助理 

 国际交流办公室主任

行政助理
章爱燕
冯叶（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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