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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大事记
2010.5-2010.10

U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向浙江大学再次捐赠 1000 万元人
民币支持教育事业
2010 年 7 月 11 日上午，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向浙江
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仪式在浙
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隆重举行。
浙江恒逸集团董事长邱建林，
副总经理胡远华，浙江大学党
委书记张曦，校长杨卫，副书
记任少波等参加了仪式。
2007 年，恒逸集团首次向浙江大学捐赠人民币 1,000 万元设立“浙江大学恒
逸基金”，用于大学生奖助学计划、教师科研教学奖励计划以及支持浙江大学对
民营经济的研究。基金执行二年多来，在促进浙江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加强
浙江大学人才引进力度，提升浙江大学及恒逸集团的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正是由于基金执行的良好效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再次捐赠人民
1

CRPE 简报

2010 年第 2 期（总第 21 期）

币 1,000 万元扩大“浙江大学恒逸基金”，同时，“浙江大学恒逸基金”中大学生奖
助学计划的受益面也将从原来的部分院系扩大至全校范围，将有更多的学生成为
受益者。
捐赠仪式上，张曦书记介绍了恒逸基金执行二年多来的情况，并表示希望能
与恒逸集团开展更广阔和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真诚地希望恒逸集团能一
如继往地关心和支持浙江大学的
建设和发展。邱建林董事长表示，
为实现校企之间的知识和财富的
共享做出努力是全体恒逸人的共
同心愿和幸福的事情，也是一个
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的义务。他
说，“恒逸基金”让浙江大学加深了
对恒逸的了解，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这是非常宝贵的，让恒逸集团得到了下一步更好地回馈社会的鼓舞。他还向
学校校领导介绍了集团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仪式上，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任少波，浙江恒逸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远华分别代表双方在捐赠协议上签字。杨卫校长代表浙江大
学接受捐赠，张曦理事长向邱建林董事长颁发捐赠证书和捐赠纪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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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宋顺锋教授受聘浙江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2010 年 5 月 20 日下午，美国内华达
大学宋顺锋教授受聘浙江大学长江讲座
教授暨学术报告会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大楼 408 会议室举行，受聘仪式由 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主持。学校领导吴朝晖
副校长、校人事处朱晓芸副处长、CRPE
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及 CRPE 和经济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受聘仪式。
聘任仪式上，金祥荣教授介绍了宋顺锋教授的经历及其学术贡献，并对宋顺
锋教授的加盟表示热烈欢迎。朱晓芸副处长代表学校宣读了聘任决定，吴朝晖副
校长为宋顺锋教授颁发了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聘书、佩戴浙江大学校徽并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对宋顺锋教授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表示祝贺。
他指出，当前浙江大学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聘请国际上著名学者担任浙江大
学长江讲座教授是我校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重要举措之一。他进一步指出，宋
顺锋教授在区域经济学、交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方面的专长与我国当前经济社
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十分契合，希望他在服务期间，能够推动浙江大学相关学
科的发展，在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同时培养出拔尖人才，为国家的建设和浙大
的发展做出贡献。 宋顺锋教授发表了简短的答谢辞,并表示自己一定会为浙大的
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宋顺锋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城市经济学、交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已发
表 SSCI 论文 22 篇，SSCI 他引总次数 191 次；主编英文书集 6 本、中文书集 3
本；发表论文集文章 35 篇。在城市经济学
方面的研究以城市增长与城市贫困为主，文
章主要发表在 SSCI 的《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 、 《 Economics Letters 》 、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China
Economic Review》、《Urban Studies》等
杂志。交通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侧重于通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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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和人口分布的关系以及应否征收通勤拥堵费，这方面的文章有的发表于经济
学顶尖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被 SSCI 他引 53 次之多。区域
经济方面的文章着重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以及发展不平衡的动态变化，
发表于 SSCI 的《China Economic Review》等杂志。
宋顺锋教授曾任中国留美经济会
副会长（1996-1998），中国留美经济
会会长（2003-2004），内华达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经济系研究生主任
（2000-2004），系主任（2005-2007），
英国 Ashgate 出版社《中国经济丛书》
系列主编（2003–2007），国立新加
坡大学东亚所客座研究员（2000），武汉大学兼职教授（1998-2001），浙江师
范大学兼职教授（1999-2002）,北内华达华人协会首任会长（2003.1-2004.12）。
现任教育部浙江大学长江讲座教授，中国留美经济会董事会董事，中国留美经济
会学术出版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客
座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
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
职教授，《Social Science Journal》副主编, 《China Economic Review》编
委，《The Chinese Economy》特邀主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编辑委员会海外编委，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海外评委。
受聘仪式后，宋顺锋教授做了题为《城市发展：美国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
并与在座的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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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活动
3 科研项目立项
1、汪炜，“余杭区‘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杭州市余杭区发展和改革
局，项目起止时间 2010.07-2011.07。

7、曹正汉,“产权构造，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
，华南农业大学 (教
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项目起止时间 2010.09-2011.06。

8、黄先海，
“沿海开放与沿边开放比较研究——基于内陆型沿边开放模式创
新的视角”，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项目起止时间 2010.06-2011.03。

9、黄先海，
“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升级研究”，国家发改委
对外经济研究所，项目起止时间 2010.06-2010.12。

10、蒋岳祥，
“海宁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及 2020 年远景目标”，
宁波市民政局，项目起止时间 2010.06-2010.10。

11、黄先海，“浙江省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报告”，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项目起止时间 2010.05-2010.12。

12、蒋岳祥，
“后宅街道义乌休闲地带规划设计”，义乌市人民政府后宅街道
办事处，项目起止时间 2010.05-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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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3 著作

1、史晋川：
《金融与发展：区域经济视角的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 6 月出版。

2、王桤伦、李婧：
《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生产组织研究》，浙江大学出
版社，2010 年 8 月出版。

3、汪淼军：
《信息技术、组织设计和组织绩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
8 月出版。

4、史晋川、董雪兵等（译）：《法和经济学》（第五版）
，格致出版社、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7 月出版。

5、张自斌、Michael E. Wetzstein：《美国生物燃料市场经济分析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 9 月出版。

6

CRPE 简报

2010 年第 2 期（总第 21 期）

3 论文

1、金祥荣等：
“创新效率、产业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10 年 9 月。

2、赵伟：“现代海洋经济：日本印象与启示”，浙江经济，2010 年 8 月 25
日。

3、史晋川：
“从比较历史制度审视商帮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刊，2010 年
8月5日

4、张自斌：
“Food versus fuel: What do prices tell us?”，Energy Policy，
2010 年第 38 期。

5、史晋川等：
“多种类型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0 年第 7 期。

6、黄先海等：“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测度及其动态演讲机理分析——基于 52
个经济体 1993-2006 年金属制品出口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0 年第 3 期。

7、金祥荣等：“合约实施效率、外资产业特征及其区位选择”，管理世界，
2010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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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3 举办和出席会议
U 2010 年浙江大学经济理论国际会议
2010 年 6 月 12 日，由浙江大学民营
经济研究中心（CRPE）和浙江大学经济学
院共同主办的“2010 年浙江大学经济理论
国际会议”在杭州金溪山庄 2 号会议厅举
行。会议由长江学者、加拿大皇后大学王
汝渠教授主持，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
院长、CRPE 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致辞欢
迎，秦承忠、陈恭平、陈勇民、王城、陈智琦、Bram Cadsby、宋菲、宋顺峰等
海内外著名学者就各自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作了主题报告，为在场的 50 多名专
家学者呈现了一场具有极高水准的学术会议。
金祥荣教授发表了欢迎致辞。金祥荣教授强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优势在
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这一优势需要保持并发扬，因此，浙江大学经济理论国际
会议的召开具有重要意义。此后，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秦承忠教授，台湾
大学陈恭平教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陈勇民教授，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王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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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卡尔顿大学陈智琦教授，加拿大圭尔夫大学 Bram Cadsby 教授，加拿大怀
尔逊大学宋菲教授及美国内华达大学宋顺峰教授等八位学者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报告内容涉及博弈论、拍卖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合同理论、就业理论、实验经
济学、交通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前沿问题。
在上午的会议中，秦承忠教授以二
阶先验信念及应用为例(On Order-2
Priors and Applications)，探讨了高
阶信念的不完全信息问题下的博弈问
题。陈恭平教授展示了“立即购买”机
制下的拍卖问题的动态模型并提供了相
关的证据（A Dynamic Model of Auctions
with Buy-it-now: Theory and Evidence）。陈勇民教授以消费者偏好之间的依
赖关系为切入点，重新探究了垄断及寡头垄断下的定价及企业绩效问题
（Preferences, Prices and Performance in Monopoly and Duopoly），利用
copula 建立了一个分析这一问题的创新性框架。王城教授作了关于存在外部机
遇及有成本的契约终止行为下的动态契约的报告（Dynamic Contracting with
Stochastic Outside Opportunities and Costly Termination）。
下午首先是由陈智琦教授探讨了古诺模型下引入效率工资时失业与产品市
场竞争间的关系（Unemployment and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in a Cournot
Model with Efficiency wage）。之后，Bram Cadsby 教授及宋菲教授作了非常
精彩的报告(Social Comparison,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Risk Attitudes in
Tournament-Based Compensation Scheme: an 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
（Trust, Reciprocity and Guanxi in
China: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通过实验验证了经济
学理论及假设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
果，为在座的学者们展现了实验经济学
的独特魅力。最后宋顺峰教授作了关于
交通拥堵收费问题的经验报告并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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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关建议（Congestion Pric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从理论回归到现实，为会议画上
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并赢得了与会者的一致
好评。
此次会议上，八位学者的主题报告引起
了与会者的极大共鸣与热烈讨论，展现了浙
江大学经济学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
学术氛围，促进了经济学院的对外交流与合
作。

U 潘士远教授参加重点基地（经济类）主任联谊会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经济类）主任联谊会暨中国经济发展青
年学者论坛于 6 月 19-22 日在吉林大学隆重
举行，本届联谊会由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
研究中心、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教
育部社科司规划处处长何健、吉林大学总会
计师杜莉等到会分别致辞。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经济类）主要负责人、各基地代表共 100 余人参加了开幕式，CRPE 潘士远教
授代表本中心出席此次会议。
何健处长在基地主任会议上就重点基
地建设情况作了重要讲话，肯定前期建设
成果的同时，亦指出不足之处，要求各基
地认真落实十二五规划，巩固现有成绩的
同时，要大胆创新，突出特色，加强人才
培养，努力提升国际化水平，保持强有劲
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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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联谊会至今为止，已举办五届，旨在通过各个基地的互动交流，提高经济
类重点研究基地的整体研究能力和建设水平，促进我国经济学科和经济学研究的
繁荣和发展，并直接为国家及各省市经济发展提供相关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U 浙大恒逸基金 2010 工作会议
2010 年 6 月 25 日下午，浙江大学恒
逸基金管理委员会 2010 年工作会议在杭
州上林苑白鹿厅召开。参会人员主要是恒
逸基金管委会委员和管委会秘书处工作
人员。会议由基金管委会委员、浙江大学
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史晋川教授主持。
会上，基金管委会委员秘书处朱秀君
首先对 2009 基金工作的总结和 2009 年基金资助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汇报，接着，
会议审核并通过了七位教师对 2009 年奖教金的申请、审核并通过了两位教授对
2009 年讲座教授的申请、审核并通过了三位教授对 2009 年中国民营经济研究项
目的申请，会议同时审核并通过了 2008 年两位讲座教授的结题报告。
会议第三项内容是由基金管委会委员汪炜教授详细回报“基金资助项目及运
作管理优化建议方案”，并提交会议进行讨论；基金管委会秘书处田伟刚汇报了
恒逸基金年度论坛策划方案并提交会议进行讨论。同时递交会议讨论的还有根据
优化建议方案调整的基金项目管理办法。与会委员们进行了认真讨论，并提出了
宝贵的修缮意见。
会议第五项内容，由基金管委会委员、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金祥荣教
授对基金 2010 年的工作提出更高的希望
和要求，最后，浙江大学校长助理、校发
展联络办公室主任张美凤老师和浙江恒
逸集团有限公司胡远华副总经理分别代
表学校教育基金会和浙江恒逸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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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总结发言。张美凤老师和胡远华副总经理对基金项目 2009 年的实施运行
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基金管委会秘书处再接再厉，继续认真负责地做
好每一项具体工作，建立完善的基金工作档案，争取树立恒逸基金的品牌形象。

U 博弈论和机制设计国际研讨会
求是之星论坛是以浙大的求是精神
为指导，以纯粹经济学学术讨论和思想
交流为己任，为国内外年轻经济学者搭
建的一个学术讨论和思想撞击的舞台。
各类研讨会旨在在这个纯粹的舞台之上
产生一些经济学思想火花，为经济学研
究的年轻经济学者提供一片乐土。
本次博弈论和机制设计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求是之星经济学论坛于 8 月 15
日在杭州金溪山庄举行。会议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共同主办。主要与会学者有柯荣住(香港中文大学)、陈波(南卫理工会大学)、汪
天喜(埃塞克斯大学)、张军(加拿大皇后大学)、郑霄勇(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施贤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周季冬(伦敦大学学院)、赵晓建(曼海姆大学)、汪
淼军(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潘士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此外，会议也吸引了广
大喜爱经济学的师生参加。
会上，各位参会学者纷纷向与会者展示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柯荣住的文章《一阶方法的不动点方法：一个必要
和充分条件》首次系统证明委托代理理论之中一阶条件充分必要条件。在文中，
作者通过将一个函数空间中的最优合同问题转化为在代理人行动空间中的不动
点问题，给出了一阶方法有效性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系统证明。根据这一充要条件，
文章提出了三个有效性的必要条件，每一个都比 global concavity 来得弱，结
合了 Jewitt(1988)和 Rogerson(1985)的证明，并且推广了 Sinclair-Desgagne
(1994)和 Conlon (2009)的结论。此外，文章还说明了，当代理人的预期效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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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超模函数时，简单地应用 Tarsky 的不动点定理，就能使一阶方法有效。不
动点方法也提供了解决最优合同问题的一个数值运算法则。
来自南卫理工会大学的学者陈波的文章《到达分配市场中竞争均衡的随机路
径》研究了存在异质不可分商品和可积价值的双边分配市场中随机和分散的决策
过程的最终结果。这样的随机路径最终能得到弱稳定分配，或者以概率 1 得到分
配市场的稳定和竞争性均衡。作者一个主要贡献是通过在运算法则中增加剩余分
配规则推广了 Roth 和 Vande Vate (1990 EMA)的结论；而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
了处理分配市场中的分散决策过程中出现的循环问题的一个系统分析方法，为文
献中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处理方法。
来自埃塞克斯大学的学者汪天喜的文章《资本、金融中介与筛选服务》研究
了资本水平、金融中介和筛选服务之间的关系。对于银行而言，资本是其提供服
务的基础。然而，如果银行受制于道德风险使其提供服务的能力不会被投资所改
变，则此时资本水平没有意义。如果资本对给予银行提高服务质量的激励是重要
的话，它就有意义了。金融中介事实上并没有扩大，反而减少了临界资本水平，
原因在于使企业家们获得融资的知情资本的下限上升了，并且服务的质量下降
了。
来自加拿大皇后大学的学者张军的文章《存在投机和转售的最优机制设计》
研究了存在一个普通买者和一个投机者的最优机制问题，其中买者间的转售是不
能被禁止的。转售过程是两个买者之间的一个随机的最后通牒式的讨价还价博
弈。在最优机制中，初级市场中若存在赢家，则他总是投机者，并且在初级市场
中的卖家对转售市场不揭示任何额外的信息。卖家的收入是 Myerson 收入和局部
有效收入的加权总和，后者的权重等于初级市场赢家的讨价还价能力。转售的可
能性的存在使得初级市场卖家有时会不愿出卖标的物，如果卖家可以阻止转售，
这一结果在我们的模型中永远不会是最优的。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学者郑霄勇的文章《锦标赛中正相关的生产力冲
击：一项对生产合同结算数据的的实证分析》估计了一个经验的基本锦标赛模型，
在这一模型中，选手们的生产力冲击是正相关的。文中建立在“affiliation”概
念上的模型版本，比已有文献中大量使用的标准线性可加独立模型更具有一般
性。作者使用自己的方法为肉鸡生产的合同结算数据建模。结果是作者的版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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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拟合了数据并且得到了对契约关系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同的大小和分布。文章
同时经验地计算了生产力冲击具有相关性的风险厌恶的代理人，即使相关性水平
较低，从锦标赛合同转为计件合同的收益。由于这些合同经常在法庭中受到挑战，
也一直是规制议案的目标，文章的发现有很重要的法律和政策意义。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学者施贤文的文章《委员会搜寻中的私人信息和冲
突利益》以招聘委员会为例研究了委员会搜寻问题，在这一问题中存在私人信息
和利益冲突问题，首先委员会成员各自对候选人的品质作出私人的评价，形成了
私人信息，其次，委员会成员有不同的偏好，形成了利益的冲突，而利益的冲突
有阻碍了信息的有效传播。模型讲述了一个有两个成员的委员会选择某个职位候
选人的故事，每个候选人有一个二维的品质向量，委员会成员分别对其中一种品
质做出评价。最后，通过一致投票，当两位委员都同意雇佣候选人时，搜寻过程
结束，否则，搜寻继续进行。最后，文章得出在完全信息和相关信息情况下，越
分散的偏好会导致越不保守的委员会和较低的个人福利，临界值与继续汇报相一
致，而在完全信息和相关信息情况下，越分散的偏好会导致越保守的委员会和较
低的个人福利，临界值与继续汇报不一致。文章提供了研究存在私人信息和相关
价值的委员会搜寻问题的一个框架，强调了委员会搜寻问题中私人信息和冲突利
益的作用并且衡量了成立委员会的价值。
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学者周季东的文章《多产品搜寻》一反关于消费者搜寻
理论的文献大多数考虑的都是单一产品搜寻的习惯，提出了一个多产品连续搜寻
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消费者在同一购物过程中搜寻多个产品，并且，生产多种
产品的公司进行着价格竞争。这一模型的特点在于联合搜寻的存在导致了公司的
互补定价问题，这一问题使得均衡价格随着搜寻成本下降。于是，基本模型被延
伸以强调两个经济问题。第一，通过允许单一产品和多产品搜寻者的存在，文中
的模型能帮助解释反周期定价现象，即
在需求顶峰时期价格反而更低的现象。
第二，通过允许公司使用绑定销售策略，
文章的框架为公司捆绑产品的激励以及
捆绑策略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解释。特别
地，捆绑趋向于减少消费者的搜寻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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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软化价格竞争，从而使已有文献(假设信息完美)中常见的福利预测被逆转。
来自曼海姆大学的学者赵晓建的文章《自尊、羞耻和个人动机》观察到众多
心理学研究中可获得的证据显示，过分自信在北美比在日本是一种更加重要的现
象。相关地，北美人相对于日本人对高自尊人格有更加正面的评价。当面对羞耻
的时候，这一结构又逆转了，羞耻这一社会情绪似乎在日本比在北美起到了更加
重要的作用。文章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将这些所观察到的不同点内生化，并且
将它们与经济机会的不同相联系。模型中的关键权衡发生在鼓励自我提升的益处
和促进主动性与新的投资的益处。在这样的语境下，自尊的保持(自我提升)和对
羞耻的高敏感性成为相互替代的机制来诱导有效地努力和投资决策，产生了存在
过度自信和对羞耻的地敏感度的“北美”均衡和另一种对羞耻高度敏感又没有过
度自信的“日本”均衡。分析确认了关键的均衡成本和依赖任一机制的收益，以及
对福利的含义。
文章报告过程中，各位学者与与会师生积极对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提问
和讨论，并且提出了丰富的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其中不乏一些跨领域的交流和思
想碰撞。各位与会者都通过学者们的报告获得了新的知识、新的资讯和新的启示，
学者们也通过此次会议得到了一次完善自己研究的机会。相信此次会议的交流与
火花不只是停留在会议当中，也将延续到大家后续的学术研究中。

U CRPE 学者参加全球计量经济学大会
2010 年 8 月 16 日至 8 月 22 日，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汪
淼军、潘士远和张自斌，以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王琦同学、卞晓琛同学等人参加
第十届全球计量经济学大会。世界计量经济学大会被誉为经济学界奥林匹克大
会，主办方“世界计量经济学会”是国际上最富盛誉的经济学术组织，学会院士
几乎囊括了当今所有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会议将成为 5 年来全球经济学领域研
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几乎涵盖了所有当前经济学家最前沿的研究精粹，研究
领域非常广泛，如货币政策、社会保障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本届大会是首次
在发展中国家举办，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共吸引了 1000 余名海内外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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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会，其中包括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林
毅夫，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等都将作现场演讲。
潘士远教授在大会报告他本人最新研究成果，关于专利保护和工资不平等的
关系，得到与会不少专家和学者高度评价；同时部分学者也提出完善模型和研究
不少建设性意见。王汪淼军副教授与圣地牙歌大学 Sobel 教授以及斯坦佛大学 S
egal 教授在多维信息战略性传递问题进行热烈讨论，Sobel 教授对于汪淼军正在
进行关于多维战略性信息传递和组织问题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浙江大学经济学
院王琦同学和卞晓琛同学从大会开始一直到最后都认真听各个讲座，且积极与在
场专家和学者进行讨论。通过本次大会，我们浙江大学民营研究中心深入了解国
际最前沿研究主题，同时与部分学者建立初步合作关系，对于浙江大学民营研究
中心下一步国家化奠定一定的基础。

3学术访问与学术讲座

U 曹正汉教授圆满完成对意大利、德国的访问交流
2010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12 日，CRPE 曹正汉教授应邀到意大利 Trento 大学
和德国 Regensburg 大学做访问教授，并以 Local Government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和 Two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l 为题，分别为两
校地区发展比较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开设讲座，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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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史晋川教授接待韩国研究人员来访
2010 年 7 月 8 日下午，CRPE 主任史
晋川教授在办公室接待了韩国对外经济
政策研究院的研究员崔宝妍女士。崔女
士是该研究院“中国区域市场研究组”
的成员，负责对浙江省区域的调研工作。
双方就韩国企业在中国、特别是在浙江
省的投资与运行情况交流了意见与看
法。史教授表示：韩国的国土面积与人口数量与浙江省大致相仿，但经济发展模
式差异很大，韩国的经济发展经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之处，从研究的角
度看，我们目前很关注三个方面，一是韩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二是韩国的对外贸
易模式转变，三是韩国中小金融结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崔女士表示，一定
要把这次交流的情况带回研究团队，把浙江大学对浙江省经济发展研究的成果和
史教授的问候带回自己的研究院，增加双方的了解，争取将来进一步开展学术交
流活动、开展合作研究活动。最后，史教授向崔女士赠送了自己主持研究的“浙
江模式”实证研究丛书。

U 瑞典隆德大学 HANS BYSTRÖM 教授访问 CRPE
瑞典隆德大学 HANS BYSTRÖM 教授于 2010 年 9 月 8 日访问 CRPE，并为 CRPE
和经济学院的广大师生开设了两场次的学术讲座，讲座的主题包括“Executive
Compensation Based on Asset Values”及“Does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React to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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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日本东北大学曾道智教授短期授课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永谦讲座教授曾道智于 2010 年 9 月在 CRPE
开展短期教学，授课的主题包括“空间经济学的展望”、“新经济地理”、“新
贸易理论”及“空间经济学的应用”。
曾道智教授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科，现为日本东北大学教
授。曾教授长期致力于空间经济学、博弈论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曾发表在
《发展经济学杂志》、《城市经济学杂志》、《经济地理学杂志》、《环境经济
和管理杂志》等经济学专业领域的顶级期刊，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是一
位在国际经济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华人经济学家。

U 美国两院院士 Donald Saari 教授应邀访问 CRPE
9 月 17 日，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
学与艺术研究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院
士以及古根海姆学者 Donald Saari 教授应
浙江大学民营研究中心潘士远和汪淼军的
邀请，来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
做关于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复杂性讲座。
Donald Saari 教授，1967 年获得普渡大学
数学系博士学位，2002 被普渡大学授予杰出校友奖，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
校经济系和数学系双聘资深教授，数理行为科学研究所所长。Donald Saari 教
授目前担任多家关于动态系统分析学、经济学、决策分析学等学术期刊的编委会
委员，是国际知名刊物《US National Committee of Mathematics》的前任主席。
曾获美国数学协会 Allendoerfer 奖、查文尼特奖、Lester R. Ford 奖。迄今为
止 Donald Saari 教授编写了关于公共社会选择、动态系统、进化博弈论和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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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方面的十余本专著，发表 180 余篇论文，在学界享有很高的荣誉，1980 年
以来已受邀为世界各地的高校进行了 500 多场讲座。
在讲座之中，Donald Saari 从经济学经典理论“阿罗悖论”开始，指出目前经
济学研究之中存在问题，就是信息加总往往是加总一些局部信息而忽略整体信息
之中一些关键信息，从而是经济学研究很难解释一些复杂的社会现象。为了还原
经济学研究问题本身基本信息特征，Donald Saari 利用工程学方法处理信息加
总问题，保证信息加总过程之中信息的完整性，从而使研究问题更加贴近社会现
实。在讲座之中，Donald Saari 用非常简单语言表达与简单例子表达深刻经济
学原理，给在座老师和学生带来一场丰富知识盛宴。讲座之后，Donald Saari
与在场老师和学生深入地讨论经济学研
究方法、社会选择以及政治选举等问题。
Donald Saari 高度评价浙江大学民营经
济研究中心的专职研究成员以及经济学
院学生所提问题，认为浙江大学民营经
济研究中心在某些方面的研究达到国际
水平，他希望未来能够与浙大民营研究
中心进行深入的学术合作。

3 特色学术活动：CRPE“双周青年学者论坛”
2 第 123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6 月 11 日
报告题目：The Effect of Content on Global Internet Adoption
报告人：V. Brian Viard

博士（长江商学院）

2 第 124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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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 Affiliation and Entry in First-Price Auctions with
Heterogeneous Bidders
报告人： 李彤教授 （Vanderbilt University）

2 第 125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9 月 17 日
报告题目：Complexity in Econom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s Related to
Complexity in Engineering
报告人：Donald Saar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Mathematics
Director of Institute for Mathematical Behavior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2 第 126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10 月 15 日
报告题目：Prepayment Behavior of China’s Mortgage Borrowe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报告人：李晓玮博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2 第 127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10 月 21 日
报告题目：Shipping the Good Horses Out
报告人：吴嘉豪（香港中文大学）

2 第 128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10 月 29 日
报告题目：The Effect of Beijing’s Driving Restrictions on Pollu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
报告人：傅十和

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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