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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晋川教授出席“未来十年的中国”研讨会 

美国纽约长岛大学副校长一行访问浙大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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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代表团访问经济学院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Scarbough校区副校长率代表团访问浙江大学 

校友分会动态——校友活动 

经济学院七八级同学毕业三十周年聚会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在筹备委员会历时 5个多月的精心策划和筹备下，2012年 10月 5日下午，原杭州大学老政治系

政治经济学等专业七八级校友迎来了毕业三十周年同学会，来自国内外各地的 85位校友参加了本次聚会。 

30年前同学们各奔前程，30年后的今天，深厚的师生情同学谊牵引着他们再度相聚母校——浙江大学。 

青春岁月永不退色 

这次的相聚，要从一封由罗卫东校长亲笔书写的邀请信说起。一句“文二街上有一个并不显眼的院落，它的门牌是 128

号”，唤醒了多少沉睡的记忆；那句“不见不散”催落了多少温暖的泪水。 

10月 5日下午开始，毕业 30周年同学会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参会的校友们都准时赶到了报到集合点：紫金港校区

圆正·启真酒店。校友们每人都收到了一本筹委会精心编撰的《青春岁月》纪念册。纪念册有 160多页，记录了同学们从新

生入学须知、入学照，到就学期间留下的一张张倩影，发生的要事和趣事，以及毕业照、证书和毕业时恩师、同学留下的离

别赠言等等，一切都是那么的弥足珍贵，让人仿佛找回了 30年前的自己。 

故地重游心情澎湃 

10月 6日上午，校友们在酒店楼下统一乘车前往西溪校区，这是老杭大政治系的所在地，也是各位校友最魂牵梦萦的

地方。来到西溪校区，大家一同参观了西溪校区图书馆，接着在行政楼的咖啡吧喝了咖啡，最后分散拍照。故地重游，校友

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每个人提到母系，都是心潮澎湃，言语之间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 

情系浙大感慨万千 

10月 6日下午，在古色古香的紫金港校区南华园，老同学们沐浴着阳光、感受着徐徐微风、喝着清香的绿茶，开始了

座谈会。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校友首先发言，他向各位校友介绍了四校合并、新浙江大学的发展情况。我院黄先海副院长

代表学院领导和全体师生对校友们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介绍了学院和校友分会的发展情况。校友们听了他们的介绍，内心

涌起一阵自豪之感，他们坚信母校、母院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多年未见，同学们早就改变了原来模样。为了增进同学之间的了解，筹委会特意安排了同学发言环节。大家依照当年

学号一个接一个，聊聊近些年的情况，谈谈自己的人生体会。除了这些以外，校友们的发言内容最多的还是对老同学的祝

福，希望大家工作之余一定要保重身体。字字句句都流露着对老同学的关心。 

在校友们亲切交谈之际，我们也采访了几位校友。对于 30周年校友会的感受，宁波市副市长洪嘉祥校友只用了两个

字：感动。他说，“当自己手捧那本极具煽动性的《青春岁月》，一页页地翻看我们当年的故事，眼角就不禁湿润了。人生

能有多少个三十年，这种同学情谊是永远的财富。”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话，但是句句情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晚宴上同学会筹委会还邀请了 16位当年的任课老师，蒋自强教授、毛昭晰教授、薛克诚教授和边鹏飞教授等代表教师

致辞，78级同学代表王胜明校友致答谢词。众位校友聚集一堂，共叙师生和同学情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沧桑巨变，唯一不变的是校友们对于母系母校老师和同学最深情的祝福： 

敬祝各位老师，健康长寿，一生平安！ 

祝愿各位同学，健康快乐，心想事成！ 

 



    

 

---访谈记录--- 

访谈时间：2012 年 10月 6日 

访谈方式：面谈 

访谈地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南华园 

被访人：罗欢镇校友 

我：罗老师您好，请您谈一下中日大学教育的区别好吗，谢谢。 

罗：中国的大学教育更强调基础，学生们普遍很专心、用功。毕业之后他们往往掌握了扎实的专业知识。相比之下，

日本则更加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他们的毕业生在自主创新方面表现地很好。 

我：那您认为浙江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罗：浙大要想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做的就是包容和开放。 

我：谢谢罗老师 

 

被访人：金台临校友 

我：您好! 我是来自经济学院 09级的学生，我叫姜燕燕，算是您的小学妹哦。您是今天与会同学中少数几位女性，请

问您是否方便接受我一个短暂的采访？ 

金：当然可以，很高兴认识你。 

我：谢谢您。又是 10年未见，很想念同学们吧？您觉得是什么力量让你们不远万里、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同学会？ 

金：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四年。虽然毕业后同学们各奔前程，但内心还是相互牵挂着。很想借同学会叙叙

旧，看看老同学们过得如何。是同学间深深的情意牵引着我们再次回到学校，再次相聚。 

我：是啊，同学之间的情意最为真挚和深厚。您觉得同学聚会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 

金：一个是让我们有机会再次取得联系，叙叙旧、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另一个是能够相互交流彼此的情况，相互帮

助、相互扶持。 

我：毕业工作 30年来，您在职场上一定积累了很多工作经验。作为我们的学姐，您的指导对我们意义深刻。您觉得就

当代大学生而言，在就学阶段提高哪些方面的能力水平最为重要？ 

金：对今后的职业发展而言，我认为你们应多加锻炼你们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我：谢谢您的建议，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祝您在今天的聚会上玩的愉快！ 

金：不用谢，也谢谢你，祝你学业有成。 

 

被访人：何贤成校友 

我：您好！我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09级的学生胡小青，很高兴能参与你们的同学会。请问我能否对您做一个简短的采

访？ 

何：可以，请问吧。 

我：今天是你们大学毕业 30周年的同学会，您认为在大学四年中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何：最大的收获，有两个。一是我们可爱的同学们，他们在生活和事业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二是大学改变了我的命

运，让我能找到一份感兴趣又有意义的工作。 

我：是的。那您觉得在毕业之后，校友分会的意义在于哪里？ 

何：我们这一级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同学们年纪相差很大、家庭背景也不易，但在毕业后我们都在自己的

岗位上做出了最精彩的业绩，为党和国家作出了贡献。同学中有部长、副部长、厅长、副厅长数不胜数，有出国的，也有创

业成功的，同学们都事业有成。校友分会，使我们又能相互取得联系，感情上有了归属感，必要时还能向同学寻求意见和帮

助。同时，分会也将校友的优势资源集中在一起，为你们这一代给予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的确是这样。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祝您今天玩的开心。 

何：也祝你学业有成，今后事业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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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举行校友工作座谈会 

2012年 8月 31日下午，经济学院举行了暑期校友工作座谈会。会议邀请了对学院捐资助教助学工作作出重要贡献的校

友代表张坚、励丹骏、叶宏伟等，学院领导及与发展联络工作相关的行政科室人员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由黄先海副院长主持。他首先介绍了目前我院校友工作取得的进展情况，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校友信息

网建设工作基本完成；二是举办了若干场较大的校友活动；三是非学历教育校友的同学会——企业家经理人同学会建设初见

成效，其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然后提出了我院校友工作今后一段时期将要重点进行的工作：一是举办杰出校友论坛，办

出成效，打出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增强校友联络工作，探寻校友联络的新渠道和新形式；三是继续完善校友信息网，使校

友信息更齐全、完备。 

史晋川院长则从当前我校存在的资源拓展和整合能力不足以及学校管理中普遍存在的管理过多而服务不足的现象和问

题入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强调了今后校友工作应注意的方面，并提出了若干建议：一是尽可能多服务师生和校

友，这既是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二是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学院校友网络平台，并想方设法让校友参与进来，成为学

院与校友间交流、互动和信息共享的平台；三是校友募捐工作要学习国外大学的经验和做法，要依靠和重视大多数校友的小

额捐资，而不能仅仅盯住少数杰出校友的大额捐赠；四是校友捐赠的资源要用好，并做到及时反馈使用信息。 

张荣祥副书记则在校友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和学校教育要重视情感教育投入两方面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和分析，并结合目

前学院教学和学生思政工作的实际情况，强调了一定要服务好广大教师、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在校学生即潜在校友。 

作为校友代表的我院青年教师叶宏伟博士则从自身的体会说起，建议学院校友联络工作中要充分发挥老领导、老教师

和辅导员、班主任的作用，以他们为桥梁，唤起校友们对学院的情感，提高校友联络工作的有效性和成功率。 

其他参会人员也踊跃发言，纷纷献计献策，最后大家逐渐形成共识，就是要齐心协力服务好广大师生和校友，努力做

好学院校友工作，并决定近期尽快推出学院校友通讯电子版、举办杰出校友论坛等，更好更快地发展学院的校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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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不动产投资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浙大房地产行业校友联谊会隆重举行 

2012年 5月 20日下午 14点，浙江大学不动产投资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浙大西溪校区邵逸夫楼报告厅隆重举行。近

200位校友师生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中心宣布成立；共同交流研讨房地产发展形势；共同畅谈当年师生情、同学情、校友

情。 

浙大校长助理张美凤，浙大社科部主任、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浙大经济学院副院长黄先海教授，中心副主任沈杰教

授，多元集团董事长、中心顾问张坚等出席了成立大会。 

大会由中心主任助理叶宏伟博士主持。大会开始，浙大校长助理张美凤女士、浙大经济学院副院长黄先海教授、张法

荣老师分别代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学校老师致辞，对浙江大学不动产投资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简短的致辞中，有

对中心由来的追溯，有对中心的勉励和殷切希望。之后，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由张美凤女士、史晋川教授、黄先海教授

和张坚顾问进行揭牌，正式宣布了浙江大学不动产投资研究中心成立。 

会上，史晋川教授首先做了《宏观经济运行与区域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与短期态势》的主题演讲。他认为，2010-

2030年，世界经济将处于康氏长周期的中期（衰退－萧条）和后期（萧条－复苏）。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跨越“低收入发

展陷阱”（低收入－中等收入），未来 20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高收入），而跨越的关

键是顺利推进转型发展。分析了浙江经济增长速度下行过快的关键原因是金融危机后的 3年复苏期，未加快形成经济转型升

级的“倒逼机制”，并提出了短期及中长期的应对措施。之后，叶航教授与张坚顾问分别作了《房地产未来宏观调控走向预

测》和《中国产业地产发展特点与趋势》的主题演讲。 

自由发言和互动环节由中心主任助理叶宏伟博士主持，主持人的犀利提问与三位主题演讲嘉宾的精彩回应再次将会议

推向高潮。期间，原毕业于浙大，现在从事于房地产行业的精英们纷纷提问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着实将会场变成了宏观经

济与房地产发展的研讨大会和百家争鸣的思想碰撞的盛会。 

最后，主持人宣布了第一批中心基金课题中标名单，共有 30名浙大在校师生中标。会后参会师生再次来到西溪校区北

门食堂就餐，在一首首熟悉的校园歌曲中重温当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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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七七级同学毕业三十周年聚会 

2012年元月 1日下午，原杭州大学老政治系政治经济学等专业七七级校友毕业三十周年同学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举行。来自国内外各地的近百位校友参加了本次聚会。 

上午十点开始，就陆续有校友前来报到。至下午两点，参会的校友们都准时赶到了报到集合点：紫金港校区圆正·启



真酒店。同学相见，分外激动，欢声笑语，顿时响彻一堂。有同学提议，同学们相聚不易，先拍集体照留念，同学们纷纷响

应，瞬即闪光灯此起彼伏，记录下难忘的欢聚时刻。 

校友们在校文宣队三位学生志愿者的引导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紫金港校区。时光荏苒，情怀依旧，漫步校园，格外亲

切。看着校园幽静美丽的景色，校友们在欣喜之余，对母校三十年的发展变化，也流露出作为浙大人的骄傲和自豪之情。 

参观校园后，校友们返回圆正·启真酒店三楼多功能厅，同学座谈会正式开始。浙江大学校长助理、校友总会秘书长

张美凤老师、经济学院副院长、校友分会执行会长汪炜老师、经济学院校友分会秘书长宗晔老师、班主任吴雪娣老师等参加

了座谈会。会议由 77级校友、现浙江大学社科学部主任史晋川教授主持，张美凤秘书长和汪炜副院长分别作为校友总会和

经院校友分会的领导代表在会上发了言，他们分别转达了学校、学院领导和在校师生对校友们返校的欢迎，并向校友们介绍

了学校和经济学院近几年的发展情况。随后，校友们也一一介绍了自己毕业后的工作、学习及家庭情况，也谈了个人的人生

感悟。校友们纷纷表示，衷心感谢母校的培养，祝愿母校越办越好。虽然每人限时 3分钟，但心中的话实在太多，会议时间

不得不一再延长。 

这一天正逢元旦和农历腊八节，街上到处张灯结彩，好像在庆祝同学们的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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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分会动态——校友讲坛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杰出校友论坛（第一期）开讲 

10月 19日下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杰出校友论坛（第一期）于紫金港校区国际会议中心开讲。本次邀请的主讲人为浙

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杰出校友童亚辉先生。论坛由黄先海副院长主持，他首先简单介绍

了童亚辉先生的经历和开设学院杰出校友论坛的目的。他说，开设学院杰出校友论坛是经济学院校友工作的一项新举措，旨

在彰显经济学院培养“经世济民”栋梁之才的办院理念，激励更多的同学和校友成为为社会做出非常贡献的人才，增进校友

与母校母院、校友与校友之间的感情，是校友回馈母校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后，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向童亚辉校友表示

祝贺，并颁发了杰出校友的荣誉证书及铜牌。有 160余位师生参加了论坛。    

简短的欢迎仪式后，童亚辉先生开始围绕“企业与企业家的成长”做精彩的主题演讲。他说，“《孙子兵法》中有一

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今天就从知彼和知己两个方面谈谈我的经验。”他认为知己知彼，首先应该了解企业。他从

企业的目的、职能与社会影响方面为同学们分析了企业的特点，又对中国存在的各种企业进行了归类，也介绍了自己所在的

企业浙江省能源集团。 

之后童亚辉校友又从个人的角度介绍了企业家应该拥有的素质。他从“家”和“学家”入题，阐述了搞经济的企业家

与研究经济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他着重指出，与经济学家理性分析总结经济规律不同，企业家需要过人的心理素质鏖战

商海，相比之下对人的各个方面要求的都更高，非常人所能达到。期间他提及了史玉柱、李书福的例子，展示了企业家应该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他表示，企业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找回自我、坚定信心才能使一个走在成为企业家道路上的人少

走弯路。    

“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更重要的是找回自我，不要好高骛远，踏踏实实地干，量力而

行。”童学长语重心长地说，“坚信自己，坚持等待，只要有出众的能力和素质，你就会脱颖而出，你就会当上将军。”他

以知己的角度，为在场的同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起好步、尽好职、强才干、善思辨、等时运，总有一天你会绽放自己的

光芒。” 

童学长充满哲理与启示的话语犹在耳畔，不知不觉中，讲座已至尾声。许多同学都意犹未尽，纷纷走上台向童先生请

教与讨论。“母校给予了我们这一代人太多太多，到了我这个年纪，想得最多就是如何回报母校，将这种无私的给予传递下

去。”道出了童亚辉校友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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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动态——学术交流 

第二届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在杭圆满落幕 

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发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暨浙大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诺丁

汉大学）、《世界经济》杂志社等多家学术机构联合主（承）办的“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2012）”，于 2012年 11月

17~18日在浙江大学圆满举行。著名经济学家、空间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Masahisa Fujita教授亲临大会并发表主题讲

演。 

会议从前期百余篇征文投稿中遴选了数十篇论文，连同嘉宾约稿，共有 40多篇论文提交研讨。来自欧洲、北美和东亚

地区的多位城市/区域-空间经济学海外名家，会同来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中大、武大、北师大、哈工大及中国社科

院、中国科学院等众多国内重点高校或研究机构的近 70位区域-空间经济学研究者齐聚一堂，就空间经济理论与实证最新发

展、“后危机”期中国产业空间重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会议由赵伟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担任执行主席，Fujita教授

（日本学士院院士兼 RIETI总裁、浙大国际经济研究所名义所长、浙大光彪讲座教授）、金祥荣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

务副院长）分担大会荣誉主席和轮值主席。会议在赵伟教授的主持下拉开序幕。金祥荣教授、梁琦教授（中山大学）、沈体

雁博士（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孙志刚博士（《世界经济》社）等，分别代表主办、承办单位和上届大会主办方简短致辞。

随后转入专题讲演和论文报告。 

会议分四个段落展开：第一段落为特邀嘉宾讲座。Masahisa Fujita教授发表了题为“Mainstreaming Global 

Resilience: The Lessons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and the Great Flood in Thailand”的讲演。第二段

落为主旨报告。李晓西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魏后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梁琦教授和赵伟教授分别以“绿色发展区

域比较”、“中国城市化转型与质量提升战略”、“企业异质性与城市的层级”以及“全球视野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为题

作了主旨报告。第三段为分组专题研讨。分两组安排所有会议论文入选者报告及研讨。陆铭教授（复旦大学）、Anthony 

Flegg（西英格兰大学研究员）、David Anderson 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王桂新教授（复旦大学）、肖光恩副教授（武

汉大学）、刘奕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石敏俊教授（中科院）、杨成钢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郑长德教授（西南民族大



学）、王必达教授（兰州商学院）、许大明博士（哈工大）以及赵婷博士（浙江工商大）等 24位学者做了专题发言。最后

即第四段为总结与闭幕式。在热烈的掌声中，赵伟教授与下届承诺主办单位代表——武汉大学经管学院肖光恩教授进行了交

接。赵伟教授、Masahisa Fujita教授、梁琦教授、沈体雁博士先后做了总结性发言，并就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承

谈了各自的看法，与会者一致看好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与会者约定，2013年在武汉大学再聚首。会议在各位参会者赞许与满意的热烈掌声及欢呼声中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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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民营金融与民间资本论坛在浙江大学成功召开 

2012年 11月 16日，第八届中国民营金融与民间资本论坛暨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

酒店求是厅成功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由浙江大学江万龄金融投资研究中心、浙江省国际金融学会、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债券》杂志社等共同主办。会上来自国内外的知名投融资专家、近百家金融投资机构代表、有关部

门的代表和高校师生一起研讨了中国债券市场未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中小企业私募债的运作与前景。 

    

论坛由浙江大学金雪军教授主持。在中心理事长江赵兰润女士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蒋岳祥教授简短

而不失精彩的致辞中，论坛的气氛被推向了高潮。 

杨晓兰副教授代表浙江大学江万龄金融投资中心在论坛上公布“2013年中国金融市场分析与预测”报告。这也是浙江

大学江万龄金融投资中心自 2008年起连续第五年公布“中国金融市场分析与预测”报告。杨晓兰副教授对报告内容与主要

观点进行了简要介绍，包括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信贷市场、黄金市场、艺术品投资市场、债券市场以及

人民币汇率走势。“2013年中国金融市场分析与预测”报告由戴志敏教授，黄燕君教授，景乃权副教授，杨晓兰副教授，

王雁茜副教授，朱建芳博士等执笔完成。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管理部债券处处长荣艺华女士，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总监袁伟华先生，华泰证券固定收益部总

经理涂艳华先生，浙江大学江万龄金融投资研究中心景乃权副教授等分别围绕债券市场发展的国际比较，银行间债券市场，

交易所债券市场、债券市场的政策与监管，中小企业私募债的运作，民营企业融资方式与债券市场发展等问题进行演讲。景

乃权副教授以“论美元、美元国债与人民币、人民币国债的比较”为主题，就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指

出人民币国债国际化势在必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管理部荣艺华处长在回顾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历史与发展现状的背

景下，具体探讨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在未来发展中的创新问题。上海证券交易所袁伟荣总监介绍了上交所债券市场当前的发展

情况。华泰联合证券固定收益部涂艳军总经理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提出债券融资将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融资方式，中国债券市

场的发展将是我国金融投资市场与企业融资的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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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能教授受聘浙江大学讲座教授（浙江省海鸥计划）仪式暨学术报告会 

2012年 6月 25日上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房地产与金融学 Chong Khoon Lin 讲席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

究员王能教授受聘浙江大学讲座教授（浙江省海鸥计划）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外经贸楼 418会议室隆重举



行。 

受聘仪式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金融学系系主任、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杨柳勇教授主持，浙江大学经

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蒋岳祥教授以及教师和学生代表共计 30余人出席了本次受聘仪式。 

受聘仪式上，杨柳勇教授介绍了王能教授的简况及研究成果，蒋岳祥教授向王能教授受聘浙江大学讲座教授表示热烈

祝贺，并向其颁发了讲座教授聘书及佩戴浙江大学校徽。王能教授表示，非常荣幸加盟浙江大学，也非常高兴与经济学院老

师和同学进行学术交流。 

受聘仪式结束之后，王能教授为到场的师生作了题为“Investor Protection, Diversification, Investment, and 

Tobin's Q”的学术讲座。该论文将资产定价模型（CAPM）和 LLSV（1999）关于投资者保护的核心思想融入 Hayashi

（1982）的动态框架，讨论了控制权集中给大股东带来的私人收益与个体风险之间的权衡问题，扩展了现有研究的成果。学

术讲座内容前沿、思想深刻，受到了在座师生的一致好评。 

学术报告结束后，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和常务副院长金祥荣教授分别会见了王能教授，介绍了学校、学院师资队

伍、科学研究等情况，希望王能教授共同建设一流经济学院，提升经济学院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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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AFR金融经济学夏季会议暨克斯基金“金融制度与发展”国际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2年 6月 15-17日，由 AFR、科斯基金会主办的 2012 AFR金融经济学夏季会议暨科斯基金“金融制度与发展”国际

研讨会在浙江杭州隆重举行。来自美国波士顿大学、芝加哥大学、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和埃默里大学、南加州大学、西班

牙庞培法布拉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戴顿大学、台湾大学、浙江大学、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世界各地大学的学者和 AFR研究员代表 60余人参加了此次高

水平学术会议。 

美国波士顿大学副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AFR副院长苗建军主持研讨会开幕式，浙江大学社科学部主任、AFR副理

事长史晋川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 Harald Uhlig 作题为“The Dynamics of Sovereign 

Debt Crises and Bailouts”的主题演讲，他详实地分析了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势，并根据其编制的主权债务违约的动

态模型阐述了现有政府救助机制所带来的影响。主题演讲之后，研讨会分两个专场并行进行，在“金融与经济学前沿问

题 ”专题中，来自国际一流大学的学者齐聚一堂，针对主权债务危机和救援的动态机制、股票市场泡沫、房价和失业等当

前金融与经济学前沿问题，分别阐述了自己的精妙见解；“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制度创新”专题则聚集了关注中国金融改革与

发展问题的诸多海内外一流学者，内容涉及公司政治关联、股权结构、控制权、货币政策等本土化的热点话题，与会学者就

各自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与同行们进行了深度交流与探讨。 

本次研讨会由来自美国波士顿大学的青年学者苗建军教授担任会议主席，苗建军教授是近年来活跃于国际金融经济学

领域的著名青年经济学家，他于去年加盟 AFR，受聘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和 AFR副院长以来，为 AFR引进国际化人才和开展国

际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工作。本次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 AFR正在成为我国开展高水平金融经济学国际化学

术交流的一个新兴的开放式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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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E成立十周年庆祝会暨产业经济学国际会议圆满结束 

2012年 6月 9日至 10日，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的 CRPE 成立十周年庆

祝会暨产业经济学国际会议在杭州隆重举行。国内外参会嘉宾共 100余人，其中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张东刚教授，

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杂志副主编、美国科罗

拉多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浙江大学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陈勇民，加拿大皇后大学经济系约翰.麦克唐纳爵士终身教授、我

国“千人计划”国家特聘教授以及浙江大学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王汝渠，华盛顿大学教授、Boatmen's Bancshares 金融学

讲席教授、成都大学“千人计划”国家特聘教授 Phil Dybvig，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竞争力研究的 Glenn Stinson

讲席教授、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主编 Esther Gal-Or，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副教授、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杂志主编、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s: Applied Economics 杂志副主编 Alan Sorensen，美国乔治城大学经

济学教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 Marius Schwartz，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

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谭国富，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

长、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甘梨，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蒋传海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熙保教授、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徐传谌教授、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姚慧琴教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

醒民教授、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左教授、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区域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传浩教授，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新加



坡国立大学、杜克大学等海内外知名学者。 

会议由陈勇民教授主持，张东刚副司长、史晋川主任分别代表教育部社科司及浙江大学在开幕式上致辞。张东刚副司

长首先向 CRPE 各位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参加会议的海内外嘉宾表示了诚挚的问候。张东刚副司长对 CRPE 十年的发展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讲话中指出：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扩大城乡就业、

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我国民营经济研究领域唯一一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民营经济

研究中心十年来禀承“扎根实践沃土、营造学术高峰”宗旨，立足浙江，面向全国，围绕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不断凝练研究方向，汇聚人才队伍，构筑研究平台，积极开展前沿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服务，已形成了一支

多层次、高水平的学术团队，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级重大项目和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产出了一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的标志性成果，培养了一批创新型、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并在社会咨询服务、国际学术交流和数据库建设等方面取得突出成

绩，跻身中国重要的决策智库，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术研究高地、优秀人才培养平台和国际交流合作重镇。张东刚副司长更

对 CRPE 未来的发展寄予了厚望，他在讲话中表示：衷心希望 CRPE 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充分发挥浙

江的区位优势和中心的研究特长，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内涵建设，凝练主攻方向，凸显学术优势，打造学术品牌，不

断提升综合创新能力和决策咨询水平，大力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

出更大贡献，再创十年辉煌！ 

史晋川主任代表浙江大学以及 CRPE 热烈欢迎与会的国内外嘉宾，特别感谢教育部社科司及浙江大学对 CRPE 的大力扶

持，感谢与会嘉宾及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CRPE 才能从无到有，从弱变强。过去的十年是发展的十年，是奋斗的十年，

CRPE 必将借助十年之力，助未来十年的腾飞发展。 

开幕式结束后，平行举行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交流会及产业经济学国际会议。产业经济学国际会议主

题演讲的内容分别为：Esther Gal-or 教授的《广告收入对媒体导向的影响（The Impact of Advertising on Media 

Bias）》、Alan Sorensen 教授的《转卖与寻租：一个票务市场的应用（Resale and Rent-seeking: An Application to 

Ticket Markets）》、Marius Schwartz 教授的《垄断与竞争不同情形下的产品创新激励（Product Innovation 

Incentives: Monopoly vs. Competition）》、谭国富教授的《产量约束下双寡头全额折扣（All-Units Discounts under 

Oligopoly with Capacity Constraint）》的案例研究进展、甘犁教授的《人寿保险市场中的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 on Life Insurance Market）》的实证研究。V. Brian Viard 教授的《通勤成本与劳动供给：来自大学城

（Commute Costs and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a Satellite Campus）》、Phil Dybvig 教授的《银行安全性与流动

性供应（Bank Safety and Liquidity Provision）》、施贤文教授的《序贯创新与最优专利设计（Sequential Innovation 

and Optimal Patent Design）》、柯荣住博士的《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般方法（A General Method for Solving 

Principal-Agent Problem）》、张军博士的《关于图洛克竞赛中不对称进入的披露政策（On Disclosure Policy in 

Tullock Contests with Asymmetric Entry）》、叶兵博士的《存在生产信息搜集的竞争性合同（Competitive Contracts 

with Productive Information Gathering）》、华新宇博士的《策略合同的实证研究（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Strategic Contracts）》、赵晓健博士的《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选择性记忆与动机型幻想（Selective Memory and 

Motivated Delusion: Theory and Experiment）》、汪天喜博士的《银行与央行的纸质通货（The Paper Circulation by 

Banks and Central Banks）》、徐熠博士的《关于需求、成本与出口市场选择的结构性模型（A Structure Model of 

Demand, Cost and Export Market Selection）》、陆毅博士的《产业集聚及加价（Agglomeration and Mark-up）的实证

研究》、余淼杰博士的《通过中国企业层面数据对出口强度与进口贸易自由度的研究（Export Intensity and Input Trade 

Liberalization: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众多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家的到来使得整个会议星光熠熠，呈现了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彩学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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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寿永教授讲座举行 

2012年 6月 5日下午，石寿永教授讲座在经济学院 418会议室举行。浙江大学江万龄金融投资研究中心主任金雪军教

授主持讲座。石寿永教授的演讲题目为 Liquidity，Assets and Susiness Cycles《流动性、资产以及商业周期》。他指

出，现有文献（如 Kiyotaki-Moore 假说）认为资产市场流动性冲击是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这种理论的政策含义

是中央银行应该为资产市场提供流动性以降低或消除衰退。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联储正是根据这种理论进行操作，推行

QE1，QE2 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资产市场提供流动性以应对危机。石教授通过构建一个递归竞争均衡来评估 Kiyotaki-

Moore 假说，发现股票市场流动性冲击的确可以导致大的投资、产出和就业波动，但并不是所有的影响都如理论所预期的那

样，事实上，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流动性冲击并不是商业周期的最主要驱动力，因此，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在应对危机中可能

会有作用，但它也可能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石教授的研究提出了与学界主流观点迥异的看法，论文非常有创新，观点富

有启发，特别是对于理解国际金融危机等现实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石教授的演讲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见解独到，受到老师同学的热烈欢迎，引起在场老师同学积极踊跃的提问发言，

与石教授就相关问题展开深入地探讨。 

 



石寿永教授，全球华人经济学家曾排名第 1位（全球排名第 42位）。石寿永教授 1984年毕业于原华中理工大学（现

华中科技大学），后到加拿大多伦多学习，1998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后曾任加拿大文

森大学助理教授、加拿大皇后大学副教授、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2001年起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系终身

教授、加拿大研究协会讲席教授。他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一套能够修正原有货币理论不足的新的货币基础理论。石寿永教授

有近 60篇论文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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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举行夏斌兼职教授受聘仪式暨学术报告会 

2012年 4月 26日下午，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兼职教授受聘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外经贸楼 418会议室隆重举行。受聘仪式由金融研究院（AFR）副院长杨柳勇教授主持，浙江大学社科学

部主任、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原局长、广厦集团总裁王宝桐，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总裁

袁维钢，浙江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盛益军，浙江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相关领导，人民银行等金融机构代表以及教

师和学生代表共计 60余人出席了本次受聘仪式。 

受聘仪式上，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首先介绍夏斌所长简况及聘任后的工作，向夏斌所长受聘浙江大学兼职教授表

示热烈祝贺，并向其颁发兼职教授聘书及佩戴浙江大学校徽。 

聘任仪式结束后，夏斌教授围绕“当前经济形势”及“中小企业融资”两个主题做了学术报告。报告会上，夏斌教授

以金融政策亲历者的身份纵横国内外形势，剖析我国金融政策的演变，辨析政策导向，对我国经济下行、房地产调控、小微

企业融资、政府融资风险等热点问题逐一分析，使听者感受颇深。夏斌教授的学术报告以渊博的学识、幽默的语言、独到的

讲解、清晰的思路和翔实的数据赢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 

 

夏斌教授简介：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经济学家 50人论坛”成员，

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银行家》杂志编委会主任、上海、北京等多个省市政府特聘专家、顾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及国家行政学院等高校兼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博士后流动站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并购公会首席经济学家。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负

责人、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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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动态——活动交流 

史晋川教授出席“未来十年的中国”研讨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未来十年的中国”研讨会，于 2012年 11月 21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致福轩

礼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大学和研

究机构的数十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主持研讨会并致开幕词。 

研讨会期间，林毅夫教授、蔡洪滨教授、史晋川教授、强世功教授、刘伟教授、蔡昉教授、余永定教授、杨大利教

授、李强教授、张宇燕教授、卢峰教授、张晓波教授、王辑思教授、汪晖教授、贾庆国教授、许纪霖教授依次作了大会主题

发言。参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在世界的定

位等 4 个方面的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交流，碰撞出许多的思想火花。 

史晋川教授在研讨会上作了《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展望》的主题发言，得到了参与学者的良好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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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长岛大学副校长一行访问浙大经济学院 

应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邀请，10月 31日，美国长岛大学波斯特（C.W.Post）分校校长 Paul Forestell 教授、文理学

院院长 Katherine Hill-Miller、环球学院兼中国中心主任 Scot Brackenridge 和亚洲招生主任兼国际教育主任陈梦琪女士

一行四人访问了我院。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蒋岳祥教授、副院长顾国达教授、金融学系副主任俞洁芳副教授、国际经济与

贸易学系副主任陆菁副教授和范良辉等老师热情接待了来访的客人。 

双方着重讨论了本科生 2+2项目和本科硕士连读 2+2+1项目的可能合作方式；课程设置与学分互换等问题以及教师和

留学生方面的合作交流意向。 

纽约长岛大学建立于 1954 年是一所私立性质的大学，纽约长岛大学约有 31000 名注册学生，有 6 个校区。波斯特

（C.W.Post） 校区是长岛大学六所校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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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诺丁汉大学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仪式隆重举行 

由浙江大学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合组建的“浙江大学-诺丁汉大学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GEP)成立仪式，于

2012年 10月 28日下午 3点半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经济学院大楼 418会议室隆重举行。会议由经济学院副院长黄先海教授

主持。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任少波研究员、社科院院长余逊达教授、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金祥荣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

学院院长 Kevin Lee 教授、中心中方主任赵伟教授、中心英方主任 Chris Milner 教授等出席了成立仪式。此外，CGEP 学术

骨干成员肖文教授、潘士远教授、李杰副教授、宋华盛副教授、朱希伟副教授、罗德明副教授、刘畅副教授、徐恺博士等共

同出席了此次成立仪式。 

首先，浙江大学任少波副书记宣读中心成立文件并代表学校对 CGEP 成立表示热烈祝贺。社科院余逊达院长宣读了中心

学术委员会成员组成名单。随后，经济学院金祥荣常务副院长与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Kevin Lee 教授代表双方学

校，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领导代表为中心揭牌，并亲切合影。 

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方主任赵伟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Kevin Lee 教授、全球经济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 Chris Milner 教授、Daniel Bernhofen 教授分别就中心成立后的工作开展发表讲话。CGEP 中方主任赵伟教授一方

面回顾了其近些年来所开展研究工作的心得及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强调了依托 CGEP 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对中心未来发展

前途抱有充分信心。Kevin Lee 教授强调了 CGEP 应着眼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全球影响力，研究全球经济治理演化与前景。

Chris Milner 教授则着眼于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出了中心研究工作开展所应围绕的理论前沿。 

浙江大学-诺丁汉大学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英文全称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hina and Global Economic 

Policy，缩写“CGEP”，系浙江大学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共建的学校直属学术机构，行政挂靠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业务受

学校社科管理机构领导。其主旨为依托英国诺丁汉大学“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GEP）业已形成的学术研究资源和国际

影响力，整合浙江大学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所形成的学术资源，旨在搭建一个集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及政策

研究与咨询于一体的综合学术机构，在推动相关学术研究的同时，为中国各级政府经济决策和各类企业国际化决策提供智力

支持。其功能定位于以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经济发展为视野，以浙江大学和诺丁汉大学经济学研究已经形成的研究特色为基

础，确定若干研究方向进行合作研究；将理论研究与中国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各级政府对外开放决策和企业全球化与

国际化提供决策咨询；通过举办学术会议或政策论坛，邀约国内外专家、企业家及政府官员，就重大学术与政策问题进行交

流；为两校经济学研究者及学生的互访以及学术交流提供支持；组织对中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实地调研，建立中国与全球经济

发展的自主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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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第一届“经世济民”文化节开幕式暨优秀校友王争报告会隆重举行 

2012年 10月 28日晚 18:30，国际会议中心 138室内气氛热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一届“经世济民”文化节的号角

在这里吹响。校党委宣传部、校团委、社科学部及经济学院相关负责人受邀出席，而作为本届开幕式的特邀嘉宾，经济学院

优秀校友王争出席开幕式，与同学们分享人生经历，并真诚地鼓励学弟学妹们成长、成才。会议由经济学院团委书记卢军霞

主持。 

校党委宣传部部长沈文华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认为此次文化节的举办是经济学院全体师生的一种文化自觉，希望文化

节能宣传普及经济些知识，引导同学思考经济问题，展示经济学人的风采，成为丰富校园文化的一道靓丽风景。校团委书记

刘艳辉对本届文化节的举办给予了积极地肯定与鼓励，希望以本届文化节的举办为开端，把“经世济民”文化节办成一个具

有经院特色和独特内涵的文化品牌。 

随后社科学部主任、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则用专业的术语和幽默的语言向在座各位解释了经世济民的缘起和经济学科

的特点，以及对经济学人的期望，同时，作为王争的导师，史晋川也从导师的角度对王争的历程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他号召

全体同学向王争学习，在“乐观向上”的精神指引下，不断突破自我、挑战极限。 

 

  

王争报告会：“热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 

开幕式后，备受期待的王争励志报告会终于正式开启。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张荣祥向大家介绍了王争的基本情况。  

王争，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 2001级学生，2005年免试推荐就读硕士研究生，2006年提前转为博士生。2008

年起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就读该校经济学院和全球化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项目，并于 201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

位。在博士研究期间，他曾在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The World Economy, 《经济研究》，《经济学季

刊》，《金融研究》，《新华文摘》等国内外著名杂志发表众多学术论文。因其优秀的研究成果，他曾在浙大获得“竺可桢

奖学金”，并在英国毕业前夕获得诺丁汉大学最高荣誉“校长成就奖”。王争目前任职于诺丁汉大学宁波校区经济学系，担

任助理教授，承担教学、研究、指导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项目招生等学术与行政职务。 

高大、阳光、乐观、真诚，当晚，王争，这个曾经在“思修”课的案例中励志成才的传奇人物走进了同学们的视野，

感染了每一位到场的同学和老师。谈到自己成长的历程，王争指出，热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他表示：“经济学是一门用来



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科，这也正是我对它热爱的原因。”而在这种热爱的支撑下，他不断学习、拓宽知识，最终达到了自己的

预期目标，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王争鼓励同学们积极发掘自身兴趣，不要焦虑与未来的方向，而是踏实的学习。“无论是哪一个领域，兴趣都是最重

要的力量来源。只有真正的热爱，才能够支撑你不断的研究下去，最终取得一定的成果。” 

最后，他留出大段的时间与在场同学交流经验困惑。对于同学们积极的提问，他耐心解答，旁征博引，时而机智幽

默，引来掌声与笑声不断。尽管身体残疾，但报告期间，他对自己的这一问题只字未提。他没有高昂的姿态，而是俯下身

姿，与学生真诚的交流，以其高大的人格魅力感染者在场的每一位学生和老师，也收获了所有人的尊重与肯定。时间一点一

滴过去，同学们也不得不恋恋不舍的与王争告别。 

本届“经世济民”文化节以“经纶成器，济世在怀”为主题，分为首篇、“经纶书成子贡篇”、“世间风云知几

番”、“济德齐心世事度”、“民声民动自翩然”、尾篇六个篇章，旨在通过一系列的学术科研、对外交流、公益实践、文

艺体育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宣传普及经济学知识，引导广大同学关注经济形势，思考经济问题，同时，展现经济学人的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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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代表团访问经济学院 

2012年 8月 15日，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暨亚太经济与管理研究所联席所长苏育洲教授率团访问我院，副院长黄

先海教授等热情地在经济学院大楼 418室接待了客人。 

双方介绍了各自大学、学院、研究所的基本情况及研究领域，探讨了可合作的研究项目，学生及青年教师交流合作的

意向，并就开设全球高管发展课程系列做了具体而详细的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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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大学Scarbough校区副校长率代表团访问浙江大学 

2012年 4月 19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Scarbough 校区副校长 Rick Halpern 教授，副院长兼教务长 William A Gough

教授，Michael Li 老师访问了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蒋岳祥教授，副院长顾国达教授以及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余逊达教授等热情接待

了访问团一行。 

余逊达院长向对方介绍了浙江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副院长顾国达代表经济学院对他们的再次来访表示

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经济学院与学生国际交流情况，副校长 Rick Halpern 对社会科学研究院和经济学院的热情接待表示

非常感谢，并简单介绍了多伦多大学基本情况与学生国际交流的设想。双方就本科生 2+2项目、本硕生２＋２＋２项目以及

教师互访等合作交流的细节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达成了初步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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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经济学院校友分会联系信息 

地  址：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经济学院 

邮  编：310027 

电  话：＋86（571）87951614 

传  真：＋86（571）87951614 

E-mail： cec_qay@zju.edu.cn 

（各期内容可登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网站 http://www.cec.zju.edu.cn/ 并点击右上角“校友天地”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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