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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大记事
U CRPE 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2008 年 1 月 17 日，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的 2007 年度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评审结果揭晓。在全部投标的 380 个项目中，经过初
评和复评答辩，有 55 个项目入选中标。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项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基于经济结构调整视角的研究”也在中标立项之列。

U CRPE 史晋川教授入选“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
2007 年 12 月 24 日，“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2007 年中国
杰出社会科学家研究报告》，报告公布了“2007 年（首届）中国杰出社会科学
家”入选名单，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505 名学者入选。浙江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有 6 位学者名列其中，他们是陈桥驿（历史学）、姜亮夫（文学）、蒋
礼鸿（文学）、史晋川（经济学）、田正平（教育学）、王元骧（文学），浙江
大学入选学者人数与四川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并列国内高校第 14 位。
《2007 年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研究报告》由中国校友会网、《大学》杂志
和《21 世纪人才报》等单位联合完成，是中国首份针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杰出
学者展开的调查研究报告。报告呼吁国家及社会各界应尽早遏止普遍存在的“重
理轻文”现象，尽快设立“文科院士”和“国家级社会科学奖励”制度，以真正
体现国家和社会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价值的肯定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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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CRPE 史晋川教授名列中国民营经济十大风云人物候选榜
中国民营经济的新闻权威报刊《民营经济报》于 2008 年 1 月 24 日隆重推出
“2007 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十大风云人物”评选活动，同时公布了“2007 年度中
国民营经济十大风云人物候选榜”，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主任史
晋川教授名列其中。
《民营经济报》在 2007 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十大风云人物候选
榜中推荐史晋川教授时指出：
“2007 年，史晋川依旧奔波于浙江的山山水水之间，
与民营企业家交谈，对地方官员直言。这位自西方经济学术重地芝加哥大学经济
学系归来的中国学者，始终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中国民企发展环境和制度建设上，
并将成果转化为政府政策的企业决策。”史晋川教授被推荐进入候选榜的理由是：
“读全球书，行泥水路，走遍中国民营经济最繁荣省份浙江的大小村镇，总结富
含本土经验的世界样本”。2007 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十大风云人物候选榜共推出了
吴晓灵、茅于轼、史晋川、马云、宗庆后、史玉柱、郭广昌、董文标等 19 位候
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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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活动
3 科研项目立项
2 CRPE 宋华盛博士 “企业创新、研发合作和战略性贸易政策”
，浙江省人事厅
立项，项目起止时间 2008.3-2009.3。

2 CRPE 钱彦敏副教授

“非完全信息下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和监控体系

研究”，浙江省人事厅立项，项目起止时间 2008.3-2010.8。

2 CRPE 史晋川教授 “台州经济社会总体战略研究”，台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立项，
项目起至时间 2008.3-2009.3。

3 民营经济调研
2

CRPE 课题组远赴印尼调研华

人家族企业
应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
经贸部长、印尼哥伦比亚集团总裁刘正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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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邀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首席
教授陈凌博士率领课题组于 2008 年 1 月 19 日-2 月 2 日在雅加达进行跨地区、
跨文化、跨语言的华人家族企业研究，探索历史悠久的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规律
和经验教训，同时与印尼企业界和学术界交流了有关大陆儒商与家族企业成长的
研究成果。课题组包括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
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生春教授、中国社会科
学院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康荣平研究员、城市学
院家族企业研究所、《家族企业》杂志相关研
究人员以及经济学院多位博士研究生等一行
九人。
此次研究重点完成了以哥伦比亚集团为代表的印尼家族企业成长发展的案
例调研；刘氏家族从经营土产、药材到代理国际知名电器，到现在发展成为家电
零售巨头已有 108 年的历史，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个百年的历程。该企业作为印尼
家电连锁的航母，拥有全印尼 700 多家分店，2 万多名员工。刘正昌先生作为刘
氏家族企业的第三代掌门人，自 1968 年
子承父业掌管企业至今已经近 40 年，现
在企业正在积极培养集团财务公司今年
上市，也在着手第四代接班人的选拔和培
养。课题组与刘氏家族成员、集团高级管
理者、员工和集团的合作伙伴进行了深入
和详细的访谈，并为刘氏家族企业的发展
提出了建议。
课题组在调研期间先后专程拜访了印中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总主席苏
甘达尼博士，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陈大江先生，印尼华裔总会总主席许世经先
生，印尼全国银行协会副主席、亚洲银行协会主席、力宝集团主席李文正先生等
印尼著名企业家，并调研了华荣公司，Pikko Group，Bank NISP，PT Indahtex Mas
Cemerlang，DRTV，PT Hiper Concrete Precast Structure Industry 等知名企
业。众位企业家向来自于中国的学者展示了企业发展历程、组织架构、核心竞争
力、危机应对、治理结构等企业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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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 月 26 日，CRPE 课题组还与印中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印尼中
华总商会等机构联合举办了家族企业研讨会，由陈凌教授、周生春教授和康荣平
教授作主旨演讲。陈凌教授的讲题是“家族企业的长寿基因”，他表示不相信“富
不过三代”的说法。当今世界上不仅存在超过三代的家族企业，而且这些家族企
业正转型成为长寿企业。他举出了许多长寿企业的实例，与在座的近 200 位印尼
企业家分享这些企业的生存之道、接班人的培养方式、和谐家族的治理和家族企
业管理模式问题。周生春教授以文化和儒商的研究视角分析了中国式的家族企业
管理方式，探讨了传统中国文化与家族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中如何运用中华
智慧做好家族企业引起了印尼听众的浓厚兴趣。康荣平研究员的讲题是“家族企
业如何迈向冠军之道”。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细的分工使得利基战
略可能成为最适合家族企业成长的战略。通过走单项冠军之路，生产知名大企业
不愿意生产的产品，走专、精道路同样可以从本地发展到全国，然后走向全球。
研讨会从上午九时一直延续到下午五时，印中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总主席苏
甘达尼博士、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陈大江先生，印尼华裔总会总主席许世经先
生等知名企业家到会并与参会者分享了他们的经营之道。我国驻印尼大使馆总领
事钟瑞明先生、中国工商银行印尼分行总经理袁斌博士等中资机构代表也参加了
研讨会。参加研讨活动的印尼专家还有沙益大学校长 H. Hidayat Syarief，DR
Petrina Faustine、Dr. A. B Susanto、Dr. Ir. Budiarto Subroro、Hidayat S.、
Prof. Dr. Ir. H

Musa Hubeis 等多位专家和教授。

CRPE 课题组还受邀访问了印尼大学、
回教大学、沙益大学等印尼高等学府，他
们表示了要与浙江大学合作研究与学术
交流的强烈的愿望。浙江大学课题组在雅
加达工作期间，印尼国家电视台和《印度
尼西亚商报》、《讯报》、《星洲日报》
等印尼华文报纸发布了十多则新闻和专
访跟踪报导，本次调研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引起了印尼华人社区与企业界的广泛
关注。调研期间印尼企业家还专门成立了印尼家族企业研究发展协会，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应邀成为该协会的学术顾问单位，
中印双方在家族企业研究和培训方面的合作交流将不断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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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3 著作

2《国际经济学：前沿理论和发展方向》，金祥荣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 月版。
简介：本书基本涉及了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脉络，关注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
济学等新兴学科在贸易领域的研究动向；关注一些新兴的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及其
理论和实证研究动向；关注国际贸易、FDI 中的技术溢出、知识产权保护等理论
和经验研究的动向。近年来，在这些研究领域涌现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经济学文献，
同样体现了经济学家在贸易理论研究方面的巨大努力。这些努力不仅仅是对主流
经济学的简单补充，在许多方面更是“挑战”
，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发
展空间。例如，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一直没有“企业”这个主体的地位，而新制度
经济学不仅在理论上把企业这个主体引入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且
逐步把企业这个黑箱打开，展示出经济学发展的巨大前景。本书很好地梳理了新
制度经济学及其追随者在贸易理论研究领域中的这种努力。
目

录

第一章 国际贸易理论的制度与微观基础
第二章 国际贸易理论视野中的企业组织
第三章 国际贸易、FDI 与技术溢出
第四章 贸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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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绿色贸易措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六章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
第七章 R&D、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
第八章 WTO 框架下保障措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九章 关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国际经济学：在已知与未知之间》，赵伟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
月版。
目
上篇

录
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论题

第一章 货币危机理论：基本框架及其均衡分析
第二章 货币危机理论：新框架与新论题
第三章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一个系统性诠释
中篇

国际贸易论题

第四章 比较优势理论：一个数理扩展
第五章 企业为什么要出口：国际贸易研究新视点
第六章 出口与企业生产率：从实证而理论的发展
下篇

技术转移与投资流动论题

第七章 人力资本与适宜技术：国际技术流动新视野
第八章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利益：理论溯源

3 论文
2 金祥荣等：“合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文献综述”，《国际贸易问题》，2008 年
第 2 期。
内容摘要：本文围绕制度和贸易主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非正式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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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正式合约实施制度与贸易流量；合约制度与比较优势三个
层面的相关最新文献做了梳理，突出了合约实施问题对于一国贸易规模和内生比
较优势形成的重要性。

2 黄先海等：“要素密集型逆转与贸易获利能力提升——以中美纺织业为例”，
《国际贸易问题》，2008 年第 2 期。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灰色聚类法并以中美纺织业为例研究了产业生要素密集型的
逆转与贸易获利能力的提升问题。研究表明：以 2000 年中国制造业作为衡量标
准，美国的纺织业在 2003 年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逆转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中
国的纺织产业在考察期间一直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要素密集型
逆转的动因及贸易利得效应，发现在发生要素密集型逆转后美国纺织出口企业的
获利能力明显大于中国，表明通过要素密集型逆转实现产业内升级是一条可行的
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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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3 举办和出席会议
U CRPE 召开 2007 年终工作会议
2008 年 1 月 20 日，CRPE 在杭州华庭云栖
度假村召开 2007 年终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
有 CRPE 理事长张浚生教授、校发展规划处王
家平处长、校人文社科处罗卫东处长和褚超
孚副处长、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执行主任
金祥荣教授以及 CRPE 的专、兼职研究员，会议由 CRPE 秘书长汪炜教授主持。
会上，史晋川教授对 CRPE2007 年的工作
做了全面总结，金祥荣教授对 CRPE2008 年的
主要工作做了布置。张浚生教授在充分肯定
CRPE2007 年工作成绩后，着重就科研管理体
制创新的重要性作了阐述，王家平处长结合国
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的规划目标，
对 CRPE 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争创世
界一流学科的殷切希望，褚超孚副处长就如
何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突出研究重点的问
题作了发言。赵伟教授、曹正汉教授等都结
合自身的研究工作，对 CRPE 今后的发展提出
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继往开来，相信 CRPE 在 2008 年会取得更为显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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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赵伟教授应邀赴日出席中日韩国际研讨会
2007 年 12 月 15-19 日，应日本冈山大学
经济学部清水耕一教授及旅日中国学者张星
源教授的邀请，CRPE 首席教授、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赵伟教授近期专程赴日本，出席了
由冈山大学经济学部主办的首届中日韩跨国
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主论题为“东亚经济竞
争与合作”。会议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央财大、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及上海社科
院等多所中国学术机构以及韩国、日本多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就东亚区域经济
合作状态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研讨。赵伟教授递交的论文题
目为：Current Progressing Stag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New Role
in East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并围
绕这个论题用英文做了 30 分钟的主题讲演。
讲演获得成功，主要观点得到与会多国专家的
广泛认同。此次会议属于“东亚跨国研究合作
论坛”的首届会议。按照三国学者多个大学达
成的意向，以后将在三国轮流召开，就东亚经
济合作与竞争论题，进行深入而广泛的探讨。研讨会后，冈山大学经济学部学部
长木夏本悟（Enomoto）教授陪同赵教授考察了冈山县、市两级政府，就日本地
方政府治理结构及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与调研。

U CRPE 史晋川教授出席“消费与责任”企业家论坛
2008 年 3 月 12 日，由中国消费者报社、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义
乌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义乌）“消费与责任”企业家论坛在义乌市举行。浙
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主任史晋川教授应邀出席了论坛，并作了主题
发言。
史教授围绕“消费与责任”主题，从企业责任和政府责任两个不同角度提出
自己的观点。史晋川教授认为，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特征来看，
企业的社会责任已成为一个需要大声疾呼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一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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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大问题。义乌企业必须承担起维护中国制造业声誉和保护知
识产权的社会责任，它关系到义乌市场这一“共享式销售网络”的兴衰存亡。政
府也要很好地履行责任，一视同仁地保护各类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利，构建以
法制为基础的良好经济环境，推动企业自觉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

3 学术访问与学术讲座
U CRPE 宋华盛博士赴比利时访学
受比利时鲁汶大学 （KUL）的邀请和资助， CRPE 专职研究人员宋华盛博士
于 2007 年 10 月 30 日—12 月 23 日赴比利时鲁汶大学（KUL）进行为期两个月的
访问研究。
访问研究期间，宋华盛博士和 Hylke Vandenbussche 教授其合作完成了一篇
题为”Trade policy and firms’ incentives to innovate” 的 working paper，
并其本确定了下一篇合作论文的框架。期间宋华盛博士还积极参与了鲁汶大学的
学术活动，在学术沙龙上作了题为“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的学术报告。

U 赵伟教授赴爱丁堡大学讲学
应英国爱丁堡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
长 John Henley 教授的邀请，浙江大学国
际经济研究所所长、CRPE 首席教授赵伟于
2008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1 日赴苏格兰首府
爱丁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讲学、访问活动。
期间赵伟教授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做了一场
公开讲演(open speech)，并为爱大管理与经济学院 MBA 研究生班授课一次。公
开讲演题目为“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Economy as a Multi-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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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al One”, 为研究生授课题目为“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两次讲座均获得成功，听讲师生对于赵伟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多重转型的诠释以及
民营企业国际化模式的理论分析予以高度评价。
据悉，爱丁堡大学对赵伟教授的此次邀请
属于该校新学年“杰出学人邀访”系列活动
之一。爱丁堡大学经管学院邀请信称，该院
每年新学年伊始都自国际上邀请几位杰出专
家来访讲学，注意到赵伟教授在中国私营企
业国际化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影响，故
此特邀访问、讲学。
讲学期间，赵伟教授还与 John Henley 教授、旅英中国经济学人刘玲博士等
就未来学术合作交流进行了探讨。

U CRPE 史晋川教授应邀为重庆市领导干部培训班授课
2008 年 3 月 27 日，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应邀赴重庆为重庆市领导干部现代
经济知识强化培训班授课，授课内容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以浙江
省改革开放为例” ，精彩的讲演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该培训班的学员有重庆市 40 个区县的主要领导、116 个市级部门的负责人
和 16 家市属国有重点企业的负责人。培训班的举办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重
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的高度关注，薄熙来同志在培训班上亲自作了“解放思想、
扩大开放”的重要报告。

U 台湾大学熊秉元教授访问 CRPE
应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主任史晋川教授邀请，台湾大学经济
系熊秉元教授于 2008 年 1 月 5 日－20 日访问 CRPE 和经济学院，期间为广大师
生开设了 4 场次的关于“法经济学”专题的系列学术讲座，题目分别为“伦常关
系乃竞租（Familial Relations as Rent Seeking）”、“贴卷标、放讯号和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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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 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关系（Guanxi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受
到相关专业学生的欢迎。

U 比利时鲁汶大学 Luc Bauwens 教授访问 CRPE
比利时鲁汶大学 Luc Bauwens 教授和 Shin
Huei Wang 博士于 2008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3 日
访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 CRPE。 Bauwens 教授
是国际著名计量经济学家，系比利时鲁汶大学运
筹学和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CORE)科研主任
(2007--)。Shin Huei Wang 在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获得博士，
现在 CORE 研究中心任研究员。访问期间，Luc Bauwens 教授和 Shin Huei Wang
博士合作开设了 6 次高级计量经济学(金融计
量学方向)的讲座。
4 月 1 日上午，Bauwens 教授与经济学
院书记兼副院长、CRPE 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
洽谈了相互合作事宜, 包括学生交换、年轻教
师进修和联合研究课题， 并签订了合作协议。

3 特色学术活动：CRPE“双周青年学者论坛”
2 第 76 期
报告时间：2007 年 12 月 24 日
报告题目：Trus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Distance in China: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报告人：Professor Charles Bram Cadsby
Professor Fei Song

( University of Guelph, Canada)

(Ryerson University, Canada)

评议人：田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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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77 期
报告时间：2008 年 1 月 16 日
报告题目：Heterogeneous Responses of Firms to Trade Policy
报告人：宋华盛

博士（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评议人：朱希伟

博士

2 第 78 期
报告时间：2008 年 3 月 10 日
报告题目：Jump Risk in China’s Stock Market
报告人： Dr. Zhu Ｑi

( PhD, Emory University )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评议人：罗德明

副教授

2 第 79 期
报告时间：2008 年 3 月 18 日
报告题目：Remedial Education with Peer-Based Scholarship:
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Experiment in China
报告人： Dr. Li Tao (PhD, Harvard)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评议人：宋华盛

博士

2 第 80 期
报告时间：2008 年 3 月 31 日
报告题目：The Hedging Mechanism against Macroeconomic Risks
with Exces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报告人： Dr. Jie

Li ( PhD )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评议人：钱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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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服务
U CRPE 举办萧山民营企业家研修班
2008 年 3 月 8 日上午，由萧山区工商联
与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
“浙江大学现代工商管理高级研修班”在萧
山国际酒店三楼春华厅正式开班。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萧山区区委统战部
副部长、萧山区工商联主席夏威先生及萧山区工商联副主席楼海祥先生出席了开
班式。
开班式由楼海祥主席主持，史晋川教授向
各位学员分别介绍了浙江省和萧山区的民营
经济发展情况，并希望通过此次研修班的学
习，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萧山区经济发展
越来越好。夏威部长表示萧山工商联将竭尽全
力为各位学员服务。紧接着，浙江大学陈国裕
副教授为学员做了首场专题讲座，讲座的题目为《有效沟通与现代管理》。
本次研修班共有近 40 位萧山民营企业家参加。CRPE 为企业家们量身定制了
十门余门核心课程，并聘请了浙江大学富有实践经验的资深教授讲课，以帮助解
决企业目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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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传播
U CRPE 曹正汉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2008 年 2 月 19 日上午，中央电视台社
会与法频道采访组到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
究中心，专门采访了 CRPE 专职研究员曹正
汉教授。曹正汉教授自 1999 年开始对广东
省中山市崖口村进行了持续调查和研究，迄
今已出版崖口村专著两本，在权威期刊发表
相关学术论文五篇，引起广泛关注。曹教授向采访组着重介绍了崖口村的集体经
营体制与环境保护等方面情况，并阐述了崖口村的特殊性与普遍意义。

UCRPE 史晋川教授接受中央台“两会专访”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主任史晋川教授于 2008 年 3 月 2 日下
午接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008 年“两会专访”直播节目的采访。史晋川教授
在回答记者的采访中，展示了浙江省过去五年中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同时展望
了浙江省未来五年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发展趋势，并且满怀信心地指出，通过全
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力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战略，浙江将在五年
后成为国内第一个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1 万美元的省份，率先进入发达国家（地区）
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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