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经济与历史”学术研讨会

(2017)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世界经验

的历史审视 
 

 

 
 

 

 

 

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合办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 

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 

中国经济史学会外国经济史专业委员会 

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中国科技史学会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专 

业委员会 

 

 

会议议程 

 

主旨演讲 

2017年10月21日8:30——11:30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728 

 



 

 

08：15—08:30  签到 

 

主持人：贾根良 

 

致辞 

08:30-08:45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教授致辞 

 

主旨演讲 

08:45-09:00 萧国亮 北京大学 

从历史看经济减速的风险 

 

09:00-09:15  Dominique BARJOTParis-Sorbonne University 

ECONOMIC PARADIGM AND THE EXPLANATION OF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CASE OF SUCCESS AND FAILURE (18th TO 21ST 

CENTURY) 
 

09:15-09:30  Harm Schröter University of Bergen  Norway 

THEORIES ON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09:30-09:45方福前 中国人民大学  

用好经济分析的三种技术：历史、计量和理论 

 

09:45-10:00王玉茹 南开大学  

创新与传承：中国经济学理论建构中经济史角色的思考 

 

10:00-10:20  茶歇 

 

10:20-10:35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  

“新经济思想史”发凡 

 

10:35-10:50何平 中国人民大学  

从中国纸币使用的历史实践看货币形式的选择 

——从北宋交子到央行数字货币 

 

10:50-11:05 张林 云南大学 



 

 

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意义、方法和范例 

 

11:05-11:20赵学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道路 

 

11:20-11:35陈勇勤 中国人民大学 

唯物史观与经济史 

 

 

分论坛 

2017年10月21日 13：00——17：00  

 

分论坛一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审视 

主 持 人 ：王玉茹 

地址：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主楼415 

 

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近代金融市场主体的变迁：基于金融组织演进的视角 

 

龚  关（南开大学） 

        移植与变异：民国时期农村金融制度演进的路径分析 

 

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 

        抗战时期之直接税改革及其财政、社会效应分析 

 

王文素（中央财经大学） 

古代重大财税改革与“营改增”之辩 

 

常  旭（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近代铁路现代化研究——以技术为中心的考察 

 

龚  宁（清华大学） 



 

 

        试论近代海河工程局的九次公债发行 

 

颜  色（北京大学） 

        近代基督教传播与国际贸易的扩展 

 

分论坛二  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体制与道路 

主 持 人 ：武力、赵学军 

地址：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主楼734 

 

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 

从“二五”故事看“综合平衡”方针与协调发展理念 

 

萧冬连（国防大学） 

本土资源与苏联模板：关于中国计划经济起源的讨论 

 

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合作基金会兴亡再探讨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 

毛泽东与中国道路——论中美关系 

 

王学庆（发改委宏观院） 

周恩来主义 

 

王丹莉（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布局调整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 

 

肜新春（中国社会科学院） 

投资多元化与城市轨交、共享出行的发展 

 

肖翔（中央财经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党协调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与启示 

 



 

 

朱海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建议防范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风险——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统计分

析 

 

朱高林（扬州大学） 

我国迈向消费大国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常旭（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企改革中的企业档案资料运用——以航天局为考察 

 

分论坛三  经济思想史与中国发展道路 

主 持 人 ：张林 

地址：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主楼417 

 

李建德（江西师范大学） 

经济理论的实证基础是历史而不是哲学（数学） 

 

张旭昆（浙江大学） 

经济思想史中的经济体制理论及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启示 

 

沈  越（北京师范大学） 

不应简单照搬西方术语：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歧义谈起——基

于经济史与思想史视角 

 

胡乐明（中国社科院大学） 

长波视角下的中国经济结构变革 

 

张  旭（中国人民大学） 

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思想史——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当代启示 

 

杨虎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制度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评价的评价 

 

黄  淳（中国人民大学）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基于高德步教

授学术观点的分析 

 

郭冠清（中国社会科学院） 

《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译的缺陷与影响分析 

 

沈尤佳（中国人民大学） 

两个三十年的路线分野与理论基础 

 

王峰明（清华大学）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柴  毅（云南大学） 

正统非主流：先秦法家地位探析 

 

 

 

分论坛四 从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反思产业政策研究前沿问题 

主 持 人 ：贾根良 

地址：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主楼729 

 

张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国际劳动分工、国家作用与大分流 

 

伍山林（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自由促进美国崛起乃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关税史视角 

 

关永强（南开大学）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浅析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产业政策 

 

刘强（东北财经大学） 

发展战略、经济政策与英国棉纺织业崛起，1660-1850 

 



 

 

张志（中国人民大学） 

       为什么教科书中有关重商主义流行的看法是错误的？ 

 

周建波（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国家宏观调控思想之论争—以西汉《盐铁论》为中心 

 

徐则荣（首都经贸大学） 

   特朗普经济政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及其对我国的警示——经济政策史的透视 

 

邓久根（江西师范大学） 

    市场是如何脱嵌的？ 

 

丁涛（中国人民大学） 

    制度是国富国穷的决定性因素吗？——对诺思制度决定论的批评 

 

宋磊（北京大学） 

意识形态与产业政策转移：企业合理化政策是如何消失的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 

      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中国国

情?  

 

分论坛五Economic Paradigm and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18th to 21st 

Century): To What Extent Are European Development-theories on Industrialization 

on Valid from a Chinese Point of View？ 

主 持 人 ：Dominique Barjot   WANG Jue 

地址：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主楼416 

 
Scientific Introduction : Dominique BARJOT (Paris-Sorbonne University) (15’) 
13:00 -14:00 – First part  
Chairman: WANG Jue (Renmin University) 
Harm G. SCHROETER (University of Bergen, Germany), “Theories reloaded: To what extent are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 theories on industrialization valid from an Asian point of view?” 
(15’) 

YI Dinghong (Renmin University) and HUANG Chun (Renmin University), “How are Business and 
Money Changing China: A Test for the Validity of Economic Theories ” (15’) 

Dominique BARJOT and PARK-BARJOT Rang-Ri (Paris-Sorbonne University, France), “The Korean 



 

 

Economic "Miracle"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haebols (1953-Today): between Rostow’s, 
Gerschenkron’s and Kuznets ‘s models of development” (15’) 

14:15-15:00 – Second Part 
Chairman: WANG Jue (Renmin University) 
YAGO Kazuhiko (Waseda University, Japan), “A Lonely Apostle of the Japanese Growth: Osamu 

Shimomura, his theory and practice” (15’) 
Julian FAUST (Marburg University, Germany), “Industrialisation, Germa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olicy and Private German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after Indian 
Independence” (15’) 

Olivier FEIERTAG (University of Rouen Normandy, France), “French and Chinese investments in 
Africa since the 1960’s: In quest of the best pattern for development” (15’) 

 
15:15-16:30 – Third Part  
Chairman Dominique BARJOT (Paris-Sorbonne University, France) 
WANG JUE (Renmin University), “Research on the ‘Two-Motor Drive’ Model of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1978-2015) ” (15’) 
WANG Qing (Renmin University), “An Initial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Family Size in China: from the 

Mid-Qi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 Time” (15’)  
CHEN Zhongnan (Renmin University), “The Role of National Policy i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athematics(581A.D.-1644A.D.) as an 
Example” (15’) 

HE Fucai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Does Man Learn by the 
Disappointment of Expectations? Evidence from the Reform of Yinyuan” 

SUN Rui (Renmin University), “Marketing and Industry: A Study on the Clearing Custom among Old-
style Chinese Private Banks in Modern Tianjin” (15’) 

 
Certificate” (15’) 
Discussion (30’) 
Conclusions (15’) 

2017年10月22日08：30——11：30  

青年学者论坛及大会总结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主楼728 

主持人 黄淳 

 

青年学者论坛 

 

08:30-08:45关永强（南开大学） 

            甜蜜的桎梏——市场与近代中国的中间技术 

 

08:45-09:00 肖  翔（中央财经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党协调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与启示 

 



 

 

09:00-09:15  李黎力（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思想编史学刍议 

 

09:15-09:30 Julian F. Faust( University of Marburg,Germany) 

The West-German Investments in India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09:30-09:45  陈立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弱势群体自雇中的企业家精神—奥地利学派的视角 

 

09:45-10:00  孙睿（中国人民大学） 

   国家转型与传统中国商业组织的近代发展：以天津钱业公会为例 

 

10:00-10:20  茶歇 

 

分论坛 讨论情况汇报 

10:20-11:10 

 

大会总结及闭幕 

11:10-11:30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 
  



 

 

就餐： 

10月20日晚6：00：欢迎晚宴 峰尚茶餐厅 

10月21日中午12：00—13：00 自助会议餐 峰尚茶餐厅凭餐票就餐 

10月21日晚餐5：30 会议桌餐 峰尚茶餐厅 

10月22日中午12：00—13：00自助会议餐 峰尚茶餐厅凭餐票就餐 

 

住宿： 

艾丽华酒店 

 

交通： 

1、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临近中国人民大学西门） 

地铁10号线外环苏州街站C东南出口 

公交站：26路、361路、374路、634路、运通109 

2、艾丽华酒店：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 

地铁10号线外环苏州街站A西北出口 

公交站：302路、304路、307路、361路、386路 

3、峰尚茶餐厅：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图一：中国人民大学东门至明德楼的步行路线（约15分钟） 

 
 

图二：艾丽华酒店至明德楼的步行路线（约12分钟） 



 

 

 
 

 

图三：明德楼至峰尚茶餐的步行路线（约5分钟） 

 
 

会务组联系方式： 

王  庆 18810328076 

刘力嘉 13121391112 
  



 

 

附录：部分参会人员名单  

 

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蔡雪雄 《亚太经济》  

柴  毅 云南大学  

柴  瑛 人大书报资料中心 13910669813@163.com 

常  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 hk_chx@163.com 

陈立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陈勇勤 中国人民大学  

陈中南 中国人民大学 541594208@qq.com 

邓久根 江西师范大学 djg99@126.com 

董志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 d136913945602@163.com 

方福前 中国人民大学  

房宏琳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fhl6699@sina.com 

龚  关 南开大学 gongguan674@sina.com 

龚  宁 清华大学 somacul@hotmail.com 

关永强 南开大学 yqguan@nankai.edu.cn 

郭冠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  

何富彩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hefucai@126.com 

何  平 中国人民大学  

胡乐明 中国社科院大学  

黄  淳 中国人民大学 bjhuangchun@sina.com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 jgliang97@126.com 

兰日旭 中央财经大学 galenlan@163.com 

李建德 江西师范大学  

李黎力 中国人民大学 lilili810@126.com 

刘  强 东北财经大学 lqdufe@163.com 

肜新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 rongxinchun@126.com 

沈  越 北京师范大学  

mailto:13910669813@163.com
mailto:hk_chx@163.com
mailto:541594208@qq.com
mailto:djg99@126.com
mailto:d136913945602@163.com
mailto:fhl6699@sina.com
mailto:gongguan674@sina.com
mailto:somacul@hotmail.com
mailto:yqguan@nankai.edu.cn
mailto:lilili810@126.com


 

 

沈尤佳 中国人民大学  

宋  磊 北京大学 slei@pku.edu.cn 

孙  睿 中国人民大学 sunruistone@126.com 

王  瑶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丹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 wangdl@iccs.cn; 

王峰明 清华大学  

王  珏 中国人民大学 wangjue100872@ruc.edu.cn 

王  庆 中国人民大学 faded1993@163.com 

王文素 中央财经大学 13910081906@139.com 

王学庆 发改委宏观院 wxq02@163.com 

王玉茹 南开大学  

魏文享 华中师范大学 weiwenxiangyx@126.com 

伍山林 上海财经大学 wslin530@163.com 

肖  翔 中央财经大学 ganyu8888@126.com 

萧冬连 国防大学 xiaodonglian@sina.com 

萧国亮 北京大学  

徐则荣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zerongxu@cueb.edu.cn 

颜  色 北京大学 seyan@gsm.pku.edu.cn 

颜鹏飞 武汉大学  

杨  帆 中国政法大学 yangfanprof@126.com 

杨虎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  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lzhague@yahoo.com 

张  林 云南大学  

张  旭 中国人民大学  

张旭昆 浙江大学  

赵学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 zhao_xj@cass.org.cn 

周建波 北京大学 zhoujianbo@pku.edu.cn 

朱高林 扬州大学 Zgl403@163.com 

朱海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 Zhu09530@163.com 



 

 

Dominique BARJOT Paris-Sorbonne University, France dom.barjot@orange.fr 

Julian F. FAUST  University of Marburg,Germany livie.faust@staff.uni-marburg.de 

Kazuhiko YAGO Waseda University, Japan  yago@waseda.jp 

Olivier B. FEIERTAG  University of Rouen Normandy, France livier.feiertag@univ-rouen.fr 

SCHRÖTER Harm Gustav   harm.schroter@uib.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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