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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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心介绍

地址：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邮编：100084

电话：(86-10) 6277 2497

传真：(86-10) 6277 2593

电子邮箱：cideg@tsinghua.edu.cn

网站：http://www.cideg.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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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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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院院长

　  理事长

钱颖一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 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野崎松寿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经理

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秘书长

中川胜弘
丰田汽车公司 副会长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 校长、教授

青木昌彦
斯坦福大学 荣誉教授　　
斯坦福大学 SIEPR和FSI 资深研究员

　  理　事（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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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地立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曲格平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理事长
东方环境研究院 院长

肖梦
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 执行编辑 

谢维和
清华大学 副校长、教授

秦晓
招商局集团 董事长
招商银行 董事长

仇保兴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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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佐木昭 
丰田汽车公司 专务董事
丰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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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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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 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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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和
区域经济研究部 副部长、研究员

江小涓
国务院研究室 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教授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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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福大学 SIEPR和FSI 资深研究员

　  联席主席

　  学术委员（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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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院长、教授

金本良嗣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院长、教授
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钱颖一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 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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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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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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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王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王晨光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

◎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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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

巫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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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职研究员

孟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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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

葛东升 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产品生产管理、

供应模式管理、丰田生产模式

研究员

曹静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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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

俞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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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

崔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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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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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

齐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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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

郑思齐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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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

李万新 博士

◎ 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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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减排目标和行动方案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胡鞍钢 教授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为中国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与行动方案，并针对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提出

建议方案。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两部分：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和可行性研究、中国承诺减排的公共政策和管理

体制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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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服务经济学经典译丛
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江小涓 教授

组织学界专家引进和翻译服务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初选书目涵盖了服务经济学基本理论、行业分析和最近的著

名学者文集。填补国内服务业理论研究的这一空白，完善我国服务业经济理论基础能力。

● 中国汽车企业能力构筑的标杆研究
项目负责人：东京大学经济学部　藤本隆宏 教授

本项目主旨是回归到企业的组织能力构筑与规模扩大的本末逻辑，聚焦中国汽车企业在研发和生产方面的深层

竞争力。通过系统的学术性测定，并比对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企业，把握本土企业的能力现状，显

现问题，提供改善意见和政策视点。

◎ 研究项目

重大项目

200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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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财政管理制度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王有强 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　侯一麟 副教授

本项目考察、检验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财政管理制度诸项改革对基层政府管理的作用和影响。主要关注如下

几个核心问题：财政管理体系及制度（包括预算决算制度）变迁；财政管理过程；政策/规则制定；县级财政的设置

及其功能；事权与财权的匹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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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江小涓 教授

本项目系统研究中国承接全球服务外包的总体情况，构建制造业外包与服务外包的统一分析框架，并且通过典型

国家的比较研究，探索服务外包与东道国就业、增长及生产率等的关系。对特定产业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服务外包对企

业竞争力、技术溢出效应等的重要影响。研究还对中国承接全球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白重恩 教授、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刘远立 副教授

该项目拟分为以下五个专题展开：医疗卫生体系及其改革的国际经验；改革开放后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演变；

我国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评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思路、框架设计及测算。项

目研究认为，当前中国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人人享有基本健康保障的医药卫生体制，确保财务可持

续，力求高效率，并使之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改革的中长期目标是：人人享有健康保障，促进经济可持续

发展，社会和谐。

●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及其效能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齐晔 教授

该项目全面梳理我国的环境监管体制，详细、清晰地描述中央和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相关机构各自职

能和相互关系，分析环境监管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政府政策法规、措施和工具在环境监管中的作用机制，针对

中国环境监管机制中的问题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2007年度

200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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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升级的互动关系研究
项目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双聘教授　李善同 教授

该项目通过前沿文献和国际比较探索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升级的历史演化过程和一般规律，继而通过

1992-2002年各部门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特征和趋势，并且对特定行业和地区

进行案例研究以验证上述特征、趋势和规律，最终提出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升级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创新

和政策建议。

● 能源价格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和CPI的影响
项目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李善同 教授

该项目从分析能源价格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和CPI影响的传导机制入手，利用所构建的模型，模拟能

源价格变动对产业结构优化、价格体系和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影响程度及其变化轨迹。在此基础上，就中国能源价

格形成机制、能源价格政策调整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对策的系列研究
项目负责人：CIDEG访问研究员：荣芳 博士

该项目共包括三部分内容：对国际气候制度的资金机制及其趋势研究，后京都时代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

略的比较研究，以及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清洁发展机制实践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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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陈玲 博士

本项目系统梳理中国和欧盟现有促进汽车产业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政策措施及效果；研究跨国企业在中国开

展低碳汽车技术研发现状以及技术溢出效应；并提出促进我国汽车产业低碳技术创新的国际合作的治理结构。

应急项目

20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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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张严冰 博士

该项目系统地考察西方关于国际发展援助的理论与实践，重点关注中国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并归纳总结出可

供欠发展国家的参考的中国经验。

● 现代大学治理机制研究
项目负责人（暂定）：CIDEG访问研究助理 海洋

该项目通过国际比较、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研究和探索中国大学的现代治理机构，重点关注现代大学内部

治理制度、教授聘任制度和博士生培养制度，并提出相关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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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齐晔 教授

本项目基于地方政府的行为机制，重点考察其环境行为和财政体制的关系，从税收体制、预算约束和自由裁量

权三个方面探寻环境政策在地方政府不能得到有效实施的财政体制原因。

●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胡鞍钢 教授

中国如何应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和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面临的国际压力？本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应对气

候变化、参加国际气候谈判的对策；研究在坚持发展的前提下如何应对国际规则挑战的问题；如何通过应对气候变

化，参加国际气候谈判，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国家良治的问题；如何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转化为机遇的问题；全

球能源、环境和气候问题的治理框架如何形成的问题；中国做出明确的减排承诺，承担国际责任的可行性问题。

● 医疗改革：金融安排、激励机制与竞争选择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俞乔 教授

本项目比较和总结我国东部地区城市——浙江省金华市和我国西部地区四川省南充市医疗卫生统筹覆盖网的

典型经验与基本教训，研究医疗服务消费者、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服务支付者（第三方）、医疗服务监管者（第

四方）所存在的基本问题及其主要原因，为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原则和方案的制定提供实证依据，同时为建立以市

（县）为基础的医疗卫生覆盖网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一种选择模式。

200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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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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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张永伟 研究员

本项目系统评估了影响中国汽车产业管制性政策和消费政策适用的各类因素，并对中国汽车产业管制性政策和

消费政策的体系设计、效果评估、中短期组合性政策安排进行研究，提出实施建议。

● 苏南的服务业发展及制度约束：案例研究
项目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敬琏 研究员

本项目对苏南地区服务业某些重点行业的企业开展实地调查，关注企业为提升竞争力、增加附加值所开展的创

新活动，了解服务业发展对制度创新和政府行为的要求，分析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约束。作为苏南经济增长模式

转型系统研究的一部分，本项目将特别专注如下几个方面，并充分借鉴其他子项目的成果：

1）苏南地区服务业的整体发展状况；

2）几个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发展相对滞后而潜力巨大的行业：金融、教育和物流。

● 中国城市增长的环境影响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　郑思齐 副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曹静 博士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为：（1）收集、整理和估算中国各城市的若干环境和能源使用指标。主要包含各项能源生产

和消费、空气质量（PM10, NOx, SO2），CO2排放等等。（2）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

能源消耗和环境质量与城市增长指标（例如人口增长、劳动生产力增长、城市扩张、交通模式转变，等等）之间的

关系。致力于回答下面的问题：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在哪些方面对环境产生了影响，影响程度怎样？哪种城市增长模

式更为“绿色”？上述分析会结合国际比较进行。（3）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提出若干公共政策建议，旨在减少城市

增长所产生的负面环境影响。

　

● 中外成品油价格比较研究
项目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陈小洪 研究员

此项研究在深入分析国外成品油价格的基础上，通过中外比较研究，公正、客观地评价中国成品油价格水平、

形成机制、油价政策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2007年度



12

●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社会因素评价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李强 教授

本项目主要研究建设项目对社会产生影响，通过调查建设项目实施前、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后对社会产生的各种

影响，分析产生各种影响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提出建设项目不同方面的社会影响评价体系，并通过对

现有项目的实证研究加以补充和完善，从而构建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社会因素评价体系，并提供科学的、具可操

作性的评价方法。

● 宿迁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魏凤春 博士

本课题旨在全面透视宿迁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探讨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本项目从

剖析宿迁市政府的改革动机为切入点，多视角、全方位、纵深地剖析宿迁市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 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于安 教授

本研究旨在通过梳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沿革和生态环境，以行政法的视角对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

题进行分析。

● 环境因素对省际生产率的影响
项目负责人：瑞典哥德堡大学　郑京海 教授

本课题应用目前中国省际数据，在考虑了环境污染因素的基础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以及其他生产函数模

型，对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绩效进行重新估算。

● 中国医疗服务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与模式探讨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沈群红 副教授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为分析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目标、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构建途径以及评价方法，并对实践

中的多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价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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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的社会环境国际比较研究
项目负责人：CIDEG兼职研究员　孟健军 博士

该课题对日本和法国的人才选拔和用人制度的社会环境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两国在人才战略中注重能力培养和

素质教育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环境。该报告提交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参考。

2006年度

中心不定期举办CIDEG沙龙，邀请国内外优秀学者介绍环境、产业及制度领域的前沿进展和研究发现。迄今为止

中心共成功举办了60次学术沙龙，其中包括专题研讨会、学术沙龙、系列讲座等。最近一年主要包括：

◎ 学术活动

2009年1月17日，CIDEG召开了“中国城市增长背景下的居住-就业空间互动：实证研究与政策含义” 主题研讨

会，来自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公共管理学院、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

等机构的诸位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公共政策等领域的多位中外学者提交了会议论文

并出席会议，并深入交流了中国城市发展和居住-就业空间互动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了相关结论的政策意义

和政策需求。

2009年5月15日至16日，CIDEG主办了“寻租与中国产业发展” 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荷兰、美国等国的相关学

者从产业出发对寻租问题进行经验研究和交流。发言的学者分别就煤炭领域、金融领域、烟草领域、汽车领域、啤酒

领域和信息技术领域的问题，主要围绕产业政策以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行为，具体研究了各领域的寻租活动。

2009年5月27日，CIDEG召开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和NGO的参与” 圆桌讨论会，会议就NGO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参与形式、领域和影响和中国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建设中应该采取的国家立场两个议题展开。

专题研讨会



14

2009年3月2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应邀来访，并作题为

“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经验教训”的主题讲座。斯蒂格利茨教授从危机的全球性表现、危机的

重要原因在于需求不足、美国应对危机是失败的，危机应对需要整个经济体系变革等方面介绍了此次金融危机的表

现、原因和存在的问题。

2009年4月13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萧庆伦教授应邀参加了CIDEG召开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案

和实施探讨会”，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牛津大学卫生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科

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相关学者共同讨论了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相关问题，共同讨论了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前景和发展方向。

2009年5月15日，CIDEG举办了“印度创新和中国创新：如何互动？”学术沙龙暨CIDEG文库《释放印度的创新

能力》推广会，邀请了世界银行南亚地区融资和私人部门发展部Mark Dutz博士（《释放印度的创新能力》一书作

者），与世界银行研究院经济顾问Shahid Yusuf博士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

2009年5月1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Robert Rogowsky先生来访并作了题为“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反

思”的主题演讲。Rogowsky先生在演讲中主要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ITC的职能与工作机制；（2）美国的贸

易政策的制定机制；（3）中美贸易关系；（4）展望奥巴马政府未来的贸易政策。

2009年9月12日，CIDEG主办了“低碳发展中的政府治理与政策” 国际研讨会，会议共分为“低碳治理”、“低

碳技术创新”、“低碳经济与社会发展”三个主题展开，并以“低碳发展的政策含义”为主题展开了圆桌讨论。与

会专家分别就低碳城市发展的制度和领导力、低碳经济中的中央与地方合作利益驱动、低碳创新的国际合作、我国

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节能减排技术应用、低碳城市发展的经济分析等议题，详细报告了相关研究成果。

2009年10月17日，CIDEG2008年重大研究课题《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召开了“县级财政收入、支出和预算管理”

研讨会，研讨会首先就本课题的前期研究进展和成果进行了总体性介绍，然后分收入、支出和预算三个专题依次展

开讨论。来自国内研究机构的相关学者和政府官员参加了研讨，并提出了丰富的建议。

CIDEG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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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6日，联合国大学驻联合国总部办公室主任Jean-Marc Coicaud教授做题为“全球公共政策未来的发展

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主题演讲。Coicaud教授的演讲从全球视角讨论公共政策未来的发展和可能性，并为未来的政策

制订和该领域的人才培养提出了建议，分析了全球公共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2009年11月10日，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工业竞争力研究中心William Lazonick教授作了题为“美国经济

的脆弱性”的主题演讲。Lazonick教授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理解和分析经济危机的少数几个专家之一。在讲座中，

Lazonick教授将对以下问题进行阐述：为何美国，作为世界的霸权，其经济体系如此脆弱？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对中国

有何影响？

2009年11月19日，以色列科学技术部部长Daniel Hershkowitz教授应邀作了题为“激励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合

作”的演讲。Hershkowitz部长认为，因为以色列的国民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语言体系，所以存在着长

期的冲突，而科学和技术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这使得整个国家都受益。

2009年12月17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Yves Tiberghien（田逸夫）副教授应邀做题为“解读中国在全球经

济与环境治理中的偏好：以审慎参与转基因食物管制为例”的讲座。田逸夫教授介绍了全球治理的理论、困境和途

径，并重点阐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位置。

能源、气候与发展系列讲座

2009年9-12月，CIDEG访问学者Elizabeth Wilson博士组织了能源、气候与环境系列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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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讲座之一：技术主导型协约能否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2009年9月28日，主讲人为荷兰能源研究中心国际能源和气候问题政策研究所的国际气候政策和技术专家Heleen 

de Coninck博士。本讲座探讨了是否基于互惠互利的国际气候协议可以通过基于创新和技术的国际协议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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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座之二：社会视角下的风险管治

2009年10月8日，主讲人为德国斯图加特大学Ortwin Renn 教授。基于风险管理当下存在的问题，Ortwin Renn教

授提出了风险管治理——面向风险管理的一个新的视角的概念。

系列讲座之三：地方政府，政策能力和可持续性过渡——新疆、上海、广东的风能政策比较研究

2009年10月26日，主讲人为香港大学嘉道理学院高级研究员马雅燕。马雅燕研究员讨论了省级政府单位中出现

的风能管治形式，管治的关键角色，关键因素是如何影响管制和是否可以从这些相互影响中区分地方模式。

系列讲座之四：发展理论的演进—从马歇尔计划到千年发展目标

2009年10月28日，主讲人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休伯特汉弗莱公共事务学院院长Brian Atwood教授。Brian Atwood

教授以马歇尔计划为切入点，探讨了在发展问题上的历史经验，并进一步引申到现在的发展问题，分享了他对于对

外援助等热点话题的看法。

系列讲座之五：超越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推广的障碍

2009年11月12日，主讲人Sarah Forbes博士，是世界资源研究所（WRI）高级项目经理。Sarah Forbes主要介绍了

CCS技术作为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一揽子技术当中一员的重要性，回顾了世界范围内CCS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分析

了英美等国对CCS示范项目的财政资助，以及政府该如何制定CCS技术示范推广相关的法规和政策。

系列讲座之六：科学在美国环境决策中的作用—理论与实践

2009年11月25日，主讲人为原美国环保署科学咨询委员会 (SAB) 主任Donald Barnes博士。Barnes博士就美国科

学家和工程师如何帮助政府决策者制定更好的环境政策这一问题进行了清晰细致的讲解。

系列讲座之七：风能—媒体表现、利益相关者与技术部署关系

2009年12月24日，主讲人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副教授、CIDEG访问学者Elizabeth J. Wilson博士。她介绍了每个

州是如何通过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技术路径达到了其目前的技术部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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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号召更多各相关领域的年轻学者加强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和低碳经济的关注，CIDEG已经连续两年成功

举办了青年学者论文竞赛。2009年举办的CIDEG第三届青年学者论文竞赛的主题为“应对气候变化、走向低碳经

济”。 经过专家评审，共有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加州大学等多所高校

与科研机构的共18篇论文通过初审进入决赛。最终优胜奖空缺，来自清华大学的陈启鑫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傅莎

博士获得提名奖，另有四位作者获得鼓励奖。

2008年度举行的CIDEG第二届青年学者论文竞赛的主题定为“全球气候

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对策”。共有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十余位青年学者参与竞赛，最终来自人民大

学的王克撰写的题为“Analysis o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hina’s CO2 

Emission Control target Based on a CGE Model Incorporating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的论文荣获优胜奖，来自清华大学的曹静撰写的

“Post-2012 Climate Policy Architecture: Reconciling Climate Protec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与来自清华大学的蔡闻佳等合作撰写的“Macro-economic Impacts Simulation of Sectoral 

Mitigation Actions in China”两篇论文获得提名奖。

学术竞赛

◆ 论文竞赛

2009年度

2008年度

and Human Development”与来自清华大学的蔡闻佳等合作撰写的“Macro-economic Impacts Simulation of Sect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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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唤起当代大学生关注身边小事，投身实践调研活动，CIDEG自2009年起每年举办一次本科生调研挑战赛。

2009年11月6日，CIDEG首届本科生暑期社会调查挑战赛 “低碳消费在我身边”成功举办。来自清华大学建设管理

系的杨帆、霍燚、李伟和刘月同学组成的团队赢得了挑战赛的优胜奖，他们的调研主题为“家庭低碳消费与社区特

征——基于北京的实证研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马宇歌、李菁华以及建筑学院的李苑分别获得了鼓励奖，他们

的调研主题为“寻找有效中介人——农村建筑“低碳消费”技术传播轨迹研究”。而其他两支进入决赛的团队，清

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张斌、刘峰林以及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的王娅琦同学获得纪念奖。

为了鼓励青年学者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研究，2007年5月-7

月，CIDEG面向全球华人青年学者举办“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论文竞赛，

来自哈佛大学、剑桥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外多所高等院校的27名青年学

者参加角逐，最终由来自清华大学的郑思齐博士夺得了优胜奖，另有三名

选手获得提名奖。国际经济学会（IEA）候任主席、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

席青木昌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杰弗里�希尔教授、CIDEG主任薛澜教授联

合为获奖者颁奖。

2007年度

◆ 本科生调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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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项目

2009年10月CIDEG作为国际气候变化信息项目（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Information Programme, ICCIP）的

创建成员之一加入了该学术组织。ICCIP 由德国the Hambur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最初发起，合作成员包括

UNEP、UNESCO、WMO、IPCC、FAO 等国际知名组织和大学。ICCIP旨在吸收并传播有关气候变化的最新科学发现，

与联合国各组织、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合作从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教育、传播以及学术研

究，并交流、研究与气候变化信息传播中所存在的问题、障碍以及机遇等。CIDEG目前主要参与ICCIP的学术科研活

动。目前，中心正在发起一个合作项目，以研究气候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以及对这些国

家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评估。

● 2007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项目

2007年10月，清华大学通过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与环太平洋大学协会（APRU）的精英人才

合作开展了研究项目：环太平洋城市：减缓及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PRC/CMAS）。PRC/CMAS的目标是鼓励APRU

的跨太平洋大学成员协作开展研究工作，关注环太平洋地区各大城市在实现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过程中

共同面对的问题。项目的第一阶段希望给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决策者提供具有实用价值的研究结果，并且为后续

的研究制订出外部融资策略。2007年10月，本中心主办了第一次筹备会议。2008年2月，中心参与了马来西亚大学举

办的第二次会议。项目在会议商讨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低碳创新国际合作项目

CIDEG与英国政策思想库Demos合作进行《低碳创新的国际合作和治理结构：中国和欧盟汽车产业的案例》的研

究，通过调研中国和欧盟的汽车企业，了解汽车产业低碳技术研发和国际合作的现状，尤其是国际合作中的知识产

权管理和战略；比较分析中国和欧盟的相关政策和创新体系，探讨低碳技术全球治理的模式。

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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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
李善同、高传胜 等著　出版时间：2008年11月

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服

务业整体实力。本书对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和产业现状进行了深入了解，分析了生

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之间互动发展的现状和水平，厘清了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特征及问题。

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深入产业层面、区域层面和功能层面，选择了汽车和集成电路产业

进行实例研究。此外，本书还对生产者服务业的外包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如何选择国

际代工进入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研究
齐晔 等著　出版时间：2008年11月

本书是对中国环境监管体制的系统考察。针对地方政府环境监管无动力、无能力、无压

力的“三无力”问题，本书深入剖析了导致这一状况的各种制度和体制原因，结合中国现状

提出了进行改善的可行性意见。除此之外，本书还详细考察了一些传统的环境管理制度，关

注了环境监管中的一些典型现象，对某些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制度和体制

分析，对中国的环境监管进步有较大的启示与现实意义。

　 

● 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
江小涓 等著　出版时间：2008年11月

本书从多个角度和方面展示了服务外包的全面情景、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深入分析了服

务外包发展的宏观背景，创造性提出从人力资本合约关系变化与产业组织重构角度解释的新理

论。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概况和趋势，分别对软件业、设计业、银行业和保险

业等四个重点行业以及印度、香港等主要外包区域进行了深入分析。

◎ 学术出版

CIDEG研究论丛：薛澜 主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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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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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外包：技术外溢与能力提升
刘绍坚 著　出版时间：2008年11月

本书结合国内外关于软件外包发展的研究现状，界定国际软件外包的概念及其理论分析

框架，将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模式归类为四种进行分析。通过对104家国内从事软件外

包业务的企业问卷调查，认为通过承接国际软件外包，带来的外溢效应，其中尤以跨国公司

的示范效应最为显著。对中国和印度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能力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就此提出

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政策建议。

● 金融服务外包：国际趋势与中国选择
杨琳、王佳佳 著　出版时间：2008年11月

本书，采用理论与实务、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就金融服务外包理论、国际金融

服务外包特点与趋势、全球金融服务外包效应、动因与风险、我国金融服务外包现状、特

征及区位优势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结合印度服务外包发展经验和我国实际，对我

国发展金融外包产业提出了政策建议。

● 中国设计：服务外包与竞争力
王晓红 著　出版时间：2008年11月

本书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研究了国际分工主导下全球设计服务离岸外包的发展，分析了

中国承接国际设计外包的现状、主要收益及发展前景，重点研究了中国承接国际设计外包的

技术外溢效应。研究了印度承接国际设计外包状况及主要国家和地区促进设计服务业发展的

经验，为推动中国设计外包发展，提升设计竞争力提出了政策建议。

● 全球服务外包与分工理论
姜荣春 著　出版时间：即将出版

本书以服务产业国际分工为立足点，全面分析国际贸易理论、跨国直接投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管理学理

论对服务外包研究的贡献和解释力，并强调技术进步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对服务产业全球化和服务外包发展的重要

推动作用，深入剖析服务产业全球化背景下服务外包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外部条件，探索离岸服务外包研究的一般

性理论平台和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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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服务外包：印度经验比较研究
李辉 著　出版时间：即将出版

本书重点研究了印度外包发展现状、主要历程、影响因素，分析了印度电信业改革及其对印度外包产业的

重要意义，强调了政府经济政策对该产业发展的作用在于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充分利用经济全球

化的机遇，并提出了增强协会作用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建议。

● 释放印度的创新潜力
作者：Mark Dutz 出版时间：2009年1月

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的经济增长直追中国，尤其是它的信息产业、医药卫生产业，增长速度更

是惊人，但是印度在这些产业的创新和快速增长并没有惠及更多的普通大众，本书讨论印度如何在保持信息产

业、医药卫生等高端产业领先地位的同时，在各个领域推动创新，让创新惠及穷人，本书讨论的内容对目前中国

的自主创新战略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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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时间：2009年4月

本书讲述了：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起设立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基于一

种思考：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公共

卫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学领域，还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经济学、政治学、

法学以及工程研究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我们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相互对话的论坛。

● 厕所决定健康 

作者：罗斯 乔治 出版时间：2009年7月

世界上大约80％的疾病都因没有很好地处理人类粪便所致，人类粪便所带来的污染差

不多每5秒钟就能导致一个儿童死亡。历史上各大流行病，大多与人类粪便处理不当及公共

卫生系统不完善有关。可以说，粪便处理不当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健康。本书作者通过

对各国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勇敢闯入人类粪便世界这一禁区，揭开了与大众身体健康和

公共卫生息息相关的问题所在，并将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暴露于众。

CIDEG文库：青木昌彦、吴敬琏教授主编，中信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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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时间：2009年4月

本书讲述了：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起设立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基于一

种思考：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公共

卫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学领域，还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经济学、政治学、

法学以及工程研究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我们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相互对话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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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与增长
作者：斯蒂格利茨 等　出版日期：2008年9月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时常伴随着波动甚至危机，因此，如何平衡增长速度与宏观稳定

的关系至关重要。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没有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环境和问题，同时

IMF等国际组织给新兴国家提供的政策建议也经常失败。本书则是这方面的重要尝试，希望维

持经济稳定和增长、有序地推进自由化改革，开辟一条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蹊径。

● 医疗改革经济学
作者：俞炳匡　出版日期：2008年6月

医疗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保险覆盖、社会公平、费用控制、

产业监管、技术和制度创新……本书试图从经济学的原理上讨论医疗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

题，借鉴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探索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可持续的改革方

案。中国的医疗体制设计正处在关键时刻，大众对此十分关注，本书对政府主管部门、医疗

服务行业、各种研究机构都极富参考价值。青木昌彦教授大力推荐并写有日文版序。

● 美国住房政策
作者：阿列克斯 • 施瓦茨　出版日期：2008年4月

与中国一样，美国也存在帮助低收入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民生”问题。本书对美国政

府多年来通过的各种政策及其实施结果进行了回顾，涉及到住房补贴、公有住房、所得税、

抵押贷款、土地规划、房产交易等多项内容。目前，中国非常关注房价上涨、城市低收入群

体、城市建设与规划等问题，本书的资料和观点可以提供参考，帮助我们在一开始确立政策

导向的时候发挥重要影响。

● 稳定与增长
作者：斯蒂格利茨 等　出版日期：2008年9月

的关系至关重要。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没有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环境和问题，同时

IMF等国际组织给新兴国家提供的政策建议也经常失败。本书则是这方面的重要尝试，希望维

持经济稳定和增长、有序地推进自由化改革，开辟一条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蹊径。

体、城市建设与规划等问题，本书的资料和观点可以提供参考，帮助我们在一开始确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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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城市：发展和环境
作者：马修 • 卡恩　出版日期：2008年1月

本书全面介绍了城市环境问题的基础知识和主要挑战，引述了发达国家曾经面对的诸多城

市环境问题的案例，并对解决方案的实施和效果进行了客观的评价。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

题目前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在高速成长过程中的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究竟会

对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光为城市规划者和环保单位关注，也与所有的人休戚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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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正在快速崛起。但它依然是个充满矛盾的奇怪国度：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种姓制度的

残余依然随处可见；作为一个羽翼渐丰的核大国，却还有40%的儿童营养不良；它有着历史悠

久的反物质主义文化传统，却日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本书从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社会的各个方面，展现了正在经历痛苦转型的印度及其对世界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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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汽车产业为何强盛，作者以汽车产业国际比较权威的身份，在本书中揭开这个谜

题。本书还站在国际比较的视角上，探讨在美国和日本自70年代以来多番激烈的贸易摩擦

中，日本的汽车企业如何应对美国汽车企业的紧迫压力、如何适应日元升值等剧烈变化的贸

易环境，对汽车企业的管理人员乃至政策制定者都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 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
作者：桥本道夫　出版日期：2007年1月

以史鉴今，以邻邦鉴中国。日本环境官员用亲身经历所讲述的故事：经济高速发展与环

境治理的矛盾；环保部门政策法规制定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合作与斗争；政府监管官员与专家

身份的统一与分裂；公害赔偿制度的形成与缺憾等。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现状有

相当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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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作者：胡鞍钢，管清友 出版时间：2009年11月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挑战之

一，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口大国也对全球治

理气候变化承担重要责任。本着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全书将世界200多个国家分成四组，并

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思路和参与全球减排协议的方案。方案明

确提出中国应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减排承诺，通过发展低碳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绿色发展与和平崛起。

其他出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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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沙化、淡水枯竭，臭氧层空洞、厄尔尼诺现象肆虐，每天都有上千个物种在灭

绝。当地球上的人口日益增多、人们的生活方式日趋奢华时，我们的生态系统也达到了其

承载能力的极限。本书是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和回答了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应当设计什

么样的制度和政策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制订怎样的政策才能以最小的

成本维护地球的自然生态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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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阐述日本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独特发展历程。将日

本的发展旅程再现为一个鲜活的信息，传递给那些为本国富强而苦苦求索的各国精英们。若

想深入了解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具有国际比较的视野。本书所描述的日本经济史，论说了一

个国家并非由外来压力主宰而是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转化式适应”概念，这是发现和认

识本国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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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的力量
作者：亚诺什 • 科尔奈  出版时间：2009年4月

本书是著名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自传，描述了他半个世纪的研究经历及其成果，并介绍了进行这些研究

工作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清楚的展示了作者在艰难环境下探索学术追求真理中所拥有的勇气和思想力。

● 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
作者：青木昌彦  出版时间：2009年10月

本书是备受尊重的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自传体回忆录，青木昌彦是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斯坦福大

学经济系教授、国际经济学会现任主席。青木昌彦是比较制度理论大家。他一方面重视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

济转型，提出了著名的“内部人控制”理论，另一方面，他特地在日本经济停滞的十年回到日本以亲身体会“另

一种转型”。他的论文与专著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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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国家收入行列后，必然要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国际经济学会

（IEA）为此邀请了来自美国、中国、印度、智利以及世界银行的专家，就可持续发展展开了

讨论，意在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内容包括了“东亚奇迹”、“拉美发展的经验

教训”、“龙和象：中印发展的比较”以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等目前的热点问题。

● 信息化与农村发展—基于四川联通“天府信息网”的实证研究
俞乔 童晓渝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

本书首先回顾了经济学理论关于贫困的定义以及对致贫原因的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信息传播影响农民收入的理论框架，从信息的有效传播促进市场边界的扩大、有

效市场的形成和生产效率的提高3个方面分析了信息传播影响农民收入的作用机理。本书

还对中国农村信息传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提

出要求农村建立有效的信息传播系统，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青木昌彦、吴敬琏 编　中信出版社 出版

讨论，意在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内容包括了“东亚奇迹”、“拉美发展的经验

教训”、“龙和象：中印发展的比较”以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等目前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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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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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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将中国的卫生体系分为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卫生资源体系

和医疗卫生监管体系四个子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和研究。本书提出了“全民健康社会”

的三个主要支柱，即医疗卫生体系、全民健康经济和全民健康文化。

◎ 中心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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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IT产业业务流程外包〈ITO〉正在由原来的印度和爱尔兰等国家向中国，菲律

宾，俄罗斯等国家转移。近年来中国软件出口高速增长， 2006年软件出口总额60.6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68.8%，其中对日外包高居首位，占59%。日本国内软件产业发展已有近

40年的历史，近十几年来出现了新的变化。日本软件产业由于人才短缺不得不依靠对外发

包、离岸开发和引进国外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