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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大事记
2014.10-2014.12

 浙江大学恒逸基金管委会 2014 年度工作会议在杭顺利召
开
浙江大学恒逸基金管委
会 2014 年度工作会议于 10 月
31 日下午在杭州召开，来自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大学教育基金会、浙江大学化
工学院、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
究中心的 12 名恒逸基金管委会委员以及基金管委会秘书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
议由浙江大学恒逸基金管委会召集人、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
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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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晋川教授首先介绍
了 2013 年基金年度工作，
对基金的各项工作以及各
预算项目的运作情况作了
全面的回顾总结，还就两
位浙江大学恒逸讲座教授
终期履职情况作了通报，
并对 2013 年基金资助经
费使用情况进行了具体说
明，同时对 2014 年基金预
算调整情况作了解释。
浙江大学化工学院徐
国 华 副 教 授 就 “UBD- 浙 大
联合培养国际石油化工人
才的培养计划”的建设进
度及管理工作作了详尽的
汇报，内容包括项目管理
制度的建设、项目课程建设、经费使用报告以及 2014 年的工作计划。
随后，会议审核并通过了两项中国民营经济研究项目的申请，同时审核并通
过了一项中国民营经济研究项目结题。会议还讨论了基金管委会委员换任事宜，
因工作岗位变动原因，有三位委员换任。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胡炜秘书长对恒逸集团为我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
面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感谢恒逸集团对我校的高度信任，也对浙大恒逸
基金的整体运行情况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胡远华副总经理充分肯定恒逸基金的管理工作，并称
赞管委会管理工作规划意识到位，且管理细则完善，能严格按照基金年度预算执
行，也对新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不足部分，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同时感谢浙大恒逸
基金管委会对浙大恒逸基金的热忱付出，希望浙大恒逸基金品牌效应更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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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晋川教授最后总结讲话，感谢恒逸集团对我校文化教育的贡献，感谢校基
金会对管理工作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也感谢为基金工作默默付出的各位同仁，希
望恒逸基金发展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强。

《牛津中国经济指南》出版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发行
了《牛津中国经济指南》辞典。
《牛津中国经济指南》由国际食物
政策研究所所长 Shenggen Fan 教授，美
国康乃尔大学 Ravi Kanbur 教授、亚洲
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Shang-Jin Wei
教授和北京大学 Xiaobo Zhang 教授共同
主编。全书分为中国模式、中国未来展
望、中国与经济全球化、贸易与中国经
济、宏观经济与金融、城市化、产业与
市场、农业与农村发展、土地、基础设
施与环境、人口和劳动力、生活幸福与不平等、健康与教育、性别公平、区域差
异、省域经济等十五个部分，共收录了 98 个辞条。
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应邀参加了《指南》的撰写工作，撰写了省域经济部
分的“浙江经济发展”（Zhejiang: Economic development）的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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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著作

1、曹正汉，《 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政治逻辑:当代中国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演
变（1949-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12 月版。

2、赵伟，《高级国际贸易学十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0 月版。

3、史晋川（主编），《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二版。

4、史晋川，《法律经济学趣谈》，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美术出版社，2014
年版。

5、史晋川，《史晋川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

4

CRPE 简报

2014 年第 3 期（总第 35 期）

 论文
1、张自斌、叶建亮，“Decomposition of Environment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Using Hyperbolic Distance Functions: A Panel Data
Analysis for China”，Energy Economics，2015.1。
2、Yongmin Chen、Shiyuan Pan、Tianle Zhang，
“(When) Do stronger patents
increase continual innovation? ” ，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14,98。
3、杜居兰、方红生、金祥荣，“The ‘growth-first strategy’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in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2014.9.6。
4、董雪兵、史晋川，“法经济学语境下的中国问题研究”，《经济研究》，
2014 年第 8 期。
5、宋华盛、刘莉，“外国学生缘何来华留学---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2014 年 11 期。
6、史晋川、汪晓辉等，“缺陷监管下的最低质量标准与食品安全”，《社
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11 期。
7、史晋川、李贤祥，“基于买方市场的劳工标准移植研究”，《经济理论
与经济管理》，2014 年第 10 期。
8、何怡瑶、潘士远，“DSGE 模型下的金融约束、土地市场与经济波动:一
个文献综述”，《浙江社会科学》，2014 年第 8 期。
9、史晋川、宋学印等，“再创体制新优势，再造浙江新动力”，《浙江社
会科学》，2014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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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于蔚、俞成森、汪淼军，“企业为何建立政治关联?——关于政治关联
的研究回顾和展望”，《浙江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11、汪炜、李甫伟，“银行金融中介、金融业规模与宏观经济波动”，《当
代经济科学》，2014 年第 5 期。
12、曹正汉，“结构、制度与转型——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学术界》，
2014 年第 7 期。
13、赵伟，“中国当笑纳世界经济老大桂冠”，《浙江经济》，2014 年第
10 期。
14、赵伟，“谨防变相刺激说误导转型”，《浙江经济》，2014 年第 11 期。
15、赵伟，“‘包默尔病理’说的中国现实意义”，《浙江经济》，2014
年第 12 期。
16、赵伟，“‘金改’战略须有战术策略跟进”，《浙江经济》，2014 年
第 13 期。
17、赵伟，“汽车时代的秩序与文明”，《浙江经济》，2014 年第 14 期。
18、赵伟，“阅读‘后危机’中国经济”，《浙江经济》，2014 年第 15 期。
19、赵伟，“无衰退转型升级:三个理论视野”，《浙江经济》，2014 年第
16 期。
20、赵伟，“地缘政治冲突威胁全球经济”，《浙江经济》，2014 年第 17
期。
21、赵伟，“美终止 QE 会击垮人民币吗?”，《浙江经济》，2014 年第 18
期。
22、赵伟，“阿里巴巴 IPO 的三重倒逼”，《浙江经济》，2014 年第 19 期。
23、赵伟，“顺应双重结构调整”，《浙江经济》，2014 年第 20 期。
24、史晋川，“EMBA 与‘同学经济’”，《经济学茶座》，2014 年总 64
期。
25、史晋川，“在理论创新中发展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报》，2014
年 10 月 23 日第 5 版。
26、曹正汉，“‘国有经济强国论’：历史考察与当代反思”，《新政治经
济学评论》，20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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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王志凯、史晋川，“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恢复与保护问题研究”，《海洋
经济发展报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年 4 月。
28、赵伟，“制度灵活性助推产业集聚”，《中国社会科学报》（经济学专
版），2014 年 2 月 26 日。
29、赵伟，“建模的艺术——空间经济学漫谈”，《中国社会科学报》（经
济学专版），2014 年 3 月 26 日。
30、汪炜、袁东任，
“盈余质量与前瞻性信息披露：正向补充还是负向替代？”，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 年第 1 期。
31、汪炜、李甫伟，
“金融自由化可以降低消费波动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当代财经》，2014 年第 11 期。
32、汪炜，“弥补三缺，端赖实质财政”，《台湾银行家》，2014 年 2 月。
33、章华、吴彩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信贷行为——基于中国数据
的实证研究”，《浙江金融》，2014 年第 5 期。
34、张小茜、王笑妍，“交易所并购新浪潮中主并公司绩效研究——以 ICE
收购 NYSE Euronext 为例”，第九届（2014）中国管理学年会——会计与财务分
会场论文集 ，会议时间 2014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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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1、曹正汉，“佛山市全面深化改革再创新优势研究”，地方政府委托项目，
起止时间 2014.9 -2015.1.。

2、王志凯，“文成县工业发展规划思路”，地方政府委托项目，起止时间
2014.7 -2015.1。

3、宋华盛，“经济危机背景下外国对华反倾销措施：模式、影响与对策”，，
浙江大学恒逸基金项目，起止时间 2013.12—2015.11。

4、罗德明，“资源错配、规模分布扭曲与产能过剩和产能落后”，浙江省
“钱江人才计划”项目，起止时间 2014.10-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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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
1、叶建亮，浙江大学 2013 年度优质教学奖二等奖，2014 年 4 月。

2、朱希伟，著作《理性的空间：集聚、分割与协调》，浙江省第十七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基础理论研究类） 二等奖，2014 年 2 月，浙江省人民
政府。

3、张海洋、史晋川，论文《中国省际工业新产品技术效率研究》，浙江省
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4 年 2 月，浙江省人民政府。

4、罗德明，论文《要素市场扭曲、资源错置与生产率》，浙江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第五届社科研究奖 一等奖，2014 年 9 月，浙江省社会科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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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学术会议
 2014 中国财税改革高端论坛圆满举行
2014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
心（CRPE）、浙江大学金融研
究院、浙江大学不动产研究中
心、浙江大学财政与公共政策
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14 中国
财税改革高端论坛”，在浙大
紫金港校区顺利举行。本次论坛由原财政部科研所所长、现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
究院院长、PPPs 研究院院长——贾康教授，作为主讲嘉宾；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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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教授主
持本次高端论坛。
贾 康 教授首先以十
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深
化改革的《决定》为起
点，梳理了现代国家治
理、现代市场体系与现
代财税制度之间的逻辑
关系。现代国家治理即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它侧重的是多元主体充分互动的整套制度安排与机制联结；与现代
国家治理紧密联系的则是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而“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财
税改革会深刻地反映到现代市场体系的运行中，现代财税制度改革是“国家治理
的基础和重要支持”，是“全面改革的支撑”。
贾康教授强调：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藩篱”是改革的实质和重点。在社
会矛盾日益凸显，改革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改革解决社会问
题，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等潜在威胁是改革的关键所在。
围绕如何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贾康教授强调了三方面的内容：预算管理改革、
税制改革、优化调整中央地方体制。在预算管理改革方面，贾康教授强调要推动
跨年度滚动预算的编制，使预算更好地发挥瞻前顾后、统筹协调的作用；完善转
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而专项转移支付则更多地由市场进行
配置；规范地方债务，增加地方债务的透明度，并结合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整顿清理归并税收优惠，建立一个透明、完整的现代预算体系。在税制改
革方面，贾康教授指出，应继续稳步推进“营改增”在全国范围的扩围，推动消费
税及资源税改革，调整消费税税目，并考虑是否在将一部分商品的消费税征收从
生产和批发环节改到零售环节后将消费税收入划给地方，同时加快环境税与房地
产税的立法及个税的法律修订。在优化调整中央地方体制方面，贾康教授表示，
要理顺事权及收入的划分，使得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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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逐步推进“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两个层面的“扁平化”改革，实现财政的“扁平
化”三级管理。
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有来自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的师生，
有来自浙江省咨询委、浙江省财政厅等政府部门的主管领导，还有来自浙江省金
融研究院理事单位的代表，以及来自上海的嘉宾学者，共 150 余人参与论坛研讨。
与会嘉宾围绕主讲人的报告，踊跃提问互动，贾康教授就提问以及相关财税热点
问题进行逐一解答，围绕大局关心的房产税的调整、成品油消费税的提高、国际
税收等问题作了较详尽的解答……。
本次论坛给师生和嘉宾提供了一个对话和讨论的平台，使得师生能够更好地
理解政府的各项财税改革举措。论坛的思想碰撞，也有助于启示政府今后更好地
提高财税改革的决策科学性、合理性和民主性。

 2014 企业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暨 2014 两岸金融交流座谈
会成功举办
2014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2014“企业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
暨 2014 两岸金融交流座谈会”在
浙江大学举行。本次活动由浙江
大学金融研究院（浙江省金融研
究院）、浙江省金融业发展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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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联合主办，浙江大学恒逸基
金管理委员会承办。两岸金融
学家围绕主题“合作·借鉴·共赢”
开展了交流与探讨。
AFR 常务副理事长陈国平，
浙江恒逸集团副总经理胡远
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胡胜
正，浙江银监局原局长杨小苹，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吴中
书，台湾综合研究院院长吴再
益，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助理巡
视员郭安娜，省金融办金融发
展处处长许奇挺，AFR 微贷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何嗣江副教授以
及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代表、地方政府代表、浙江民营企业代表及浙江金
融机构代表约 70 余人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浙江大学教授、省金融业发展促进
会秘书长汪炜与浙江大学恒逸讲座教授、淡江大学两岸金融中心主任林苍祥共同
主持。
在座谈会上，陈国平常务副理事长代表主办与承办方致辞，并代表浙江大学
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对远道而来的台湾贵宾及其他与会嘉宾表示
欢迎和感谢。他指出，台湾和浙江省人缘相亲、地缘相近，在经济、金融领域有
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当前大陆正在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机构民营化和金融市
场开放，浙江省又面临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民间财富管理中心的艰巨任
务。台湾作为先行者，有很多这些领域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随后，
胡胜正院士、汪炜教授、吴再益院长、吴中书院长、何嗣江副教授、林苍祥教授
分别作了题为“台湾金融之前景与挑战—人民币业务”、“浙江打造财富管理中心的
探索”、“中国大陆金融革新之探讨”、“利率市场化的台湾经验及对策”、“微小金融
如何成为微‘笑’金融”和“当前金融风险浅析”的主题发言。他们的发言引发了在座
与会者的积极讨论，杨小苹局长、郭安娜巡视员就利率市场化等热点话题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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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想法，胡远华副总经理
为民营企业发声，表达了民营
企业希望从金融体制改革中受
益的愿景，其他与会嘉宾和学
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的
交流和探讨。最后，陈国平常
务副理事长代作总结发言。他
对台湾顶级金融专家来浙江传经送宝表示衷心感谢，并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海峡
两岸的交流与合作，推动金融学术交流与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
共同发展。

 学术访问与学术讲座

史晋川教授参加“海峡两岸中小企业论坛”
2014 年 10 月 14 日，我中心
主任史晋川教授应邀参加“第四届海
峡两岸中小企业论坛暨海峡两岸民
营经济创新发展论坛”，并为论坛作
财经点评。
以下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温州 10 月 14 日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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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2014 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温州正式拉开帷幕，为期三天。来自两岸近 300
名政商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围绕两岸产业对接合作、中小民营企业展开互动交
流，为深入合作寻找亮点。
简短的开幕式后，海峡两岸中小企业论坛暨海峡两岸民营经济创新发展论
坛进入正题。论坛设定“深化两岸民企创新合作，打造两岸时尚示范之城”为主
题，试图研讨出一个供双方创新合作、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
“温台不仅仅局限于产业上的对接，还可展开人才交流、技术服务、人员
往来等多方面的合作”。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金彪首先发表主旨演讲。
作为对台合作前沿区，温州与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商缘相连、文缘
相承、气候相似，交流交往历史悠久。陈金彪表示，这让温台合作的优势更加明
显，合作方式也更加多元化，从而凸显温州在海西经济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
下一步，希望两岸协会、商会、企业深入合作，强强联合，与国际化接轨。
大陆中小企业协会秘书长金德本提出，大陆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
企业要转变为以创新驱动引领，迎来发展新机遇。近年来，台湾在资金、技术、
服务方面的发展不断扩大，两岸可优势互补、共创繁荣。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荣誉理事长李永萍坦言，企业概念、模式认知的差
异是台湾文化创意企业难在大陆落地的重要原因。大陆文创产业走的是大型企业
路径，而台湾文创产业业态则多为小型、微型。温州作为两岸对接的重要纽带，
建议建设“互动多、体验性强、服务完善”的示范区，让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落地
温州。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进一步指出，温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还需
从让本土企业突破模仿的惯性思维，形成自主创新的自觉意识和高校加快高素质
文创人才培养步伐两方面着手努力。
目前，温州正在着力打造海峡两岸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将形成全市
对台合作交流“一区多园”布局，并建设 6 大对台合作特色主平台及 21 个子平
台。在此助力下，两岸双方都期待擦出更多的新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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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孙楚仁研究员来访
CRPE
2014 年 10 月 31 日下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孙楚仁研究员
受邀来我中心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并做了以 “企业异质性与经济地理”为主题的
学术报告。

 特色学术活动：CRPE“双周青年学者论坛”

 第 219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0 月 10 日
报告题目：Collaboration in networks with randomly chosen agents
报告人：崔志伟

讲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第 220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0 月 17 日
报告题目：Elections as a Conflict Processing Mechanism
报告人：席天扬

助教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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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1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0 月 21 日
报告题目：Competing Openly or Blindly in Crowdsourcing Contests?
报告人：刘潇

博士

清华大学

 第 222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0 月 24 日
报告题目：Does Local Governments’ Budget Deficit Push Up Housing Prices
in China?
报告人：冯曲

助理教授

南洋理工大学

 第 223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1 月 7 日
报告题目：The Rise of the East (and the rest)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报告人：Raj Verma

Assistant Profess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Jilin University

 第 224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1 月 14 日
报告题目：Endogenous Markup, Credit Constraint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报告人：张国雄

讲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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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5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1 月 19 日
报告题目：Approximate Efficiency and Generalized Public Punishment
报告人：陈庆池

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第 226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1 月 21 日
报告题目：Skill-complementary Imports and Skill Premium: Evidence from
China
报告人：马弘

副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第 227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1 月 28 日
报告题目：农村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投资中性别差异的影响
报告人：许冰

副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第 228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2 月 10 日
报告题目：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报告人：张琳

副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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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9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2 月 12 日
报告题目：Global Gains from Reduction of Trade Costs
报告人：樊海潮

助理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第 230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2 月 17 日
报告题目：Multinational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ollution
Haven" in China
报告人：卜茂亮

助理教授

南京大学商学院

 第 231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2 月 19 日
报告题目：高等教育、城市化与中国住房价格
报告人：陈斌开

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

 第 232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2 月 24 日
报告题目：Ability Grouping in All-Pay Contests
报告人：肖俊

墨尔本大学助理教授

 第 233 期
报告时间：2014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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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题 目 ： How

does

the

market

view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Evidence from stock returns
报告人：丁浩员

助理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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