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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1999 年 6 月获得浙江

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后，在中兴通讯（ZTE）从事企业

经营管理工作，历任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2003 年 6

月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历任副处

长（2004.8）、副研究员（2007.4）、处长（2012.9）、研究员（2013.9）。曾任“中

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国研斯坦福中国企业新领袖培养计划”发起人

和执行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形势分析小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企业研究所党支部组织委员。2016 年 10 月加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从事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与政策研究工作。曾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浙江省教委科

技进步二等奖、浙江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优秀党务工作

者。参加了多项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政策研究课题，撰写的政策研究报告，多

次获得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有的成果写入中央文件，有的建议转变为具体

政策与规章。 

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与产业政策、企业发展与改革政策、企业创新。 

 

研究成果： 

“客观看待企业分化，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

择要，第 81 号(总第 2474 号)，2015 年 7 月 14 日。 

“进一步发展混合所有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第 6 号(总第 4691

号)，2015 年 1 月 19 日。 



“中国世界级企业的结构失衡问题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3)，pp.79-83。 

“多策并举化解水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发展研究》，2014(6)，pp.46-50。 

“化解平板玻璃产能过剩重在建立长效机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

告，第 29 号(总第 4528 号)，2014 年 2 月 28 日。［张高丽副总理、杨晶秘书长分

别批示］ 

“化解产能过剩应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四个一批’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调查研究报告择要，第 6 号(总第 2203 号)，2014 年 1 月 23 日。［李克强总理、

杨晶秘书长分别批示］ 

“当前企业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看法的问卷调查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

查研究报告择要，第 118 号(总第 2028 号)，2013 年 7 月 4 日。 

“我国企业对当前经营环境、发展机遇和制约因素的看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调查研究报告择要，第 180 号(总第 1966 号)，2012 年 12 月 4 日。 

“高度重视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择要，第

157 号(总第 1944 号)，2012 年 10 月 22 日。 

“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企业转型发展的总体情况及政策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调查研究报告择要，第 151 号(总第 1937 号)，2012 年 10 月 15 日。［李克强

总理、马凯副总理分别批示］ 

“当前我国企业转型发展的主要模式与进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

告，第 146 号(总第 4148 号)，2012 年 8 月 15 日。 



“要防范国有企业经营困难长期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择要，

第 81 号(总第 1867 号)，2012 年 7 月 10 日。 

“当前企业效益下滑不是短期和偶然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

择要，第 37 号(总 1823 号)，2012 年 4 月 25 日。［李克强总理、张德江副总理、

王岐山书记、马凯副总理分别批示］ 

“当前石化、钢铁行业企业经营的突出问题和政策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调查研究报告择要，第 46 号(总 1832 号)，2012 年 5 月 10 日。［温家宝前总理、

李克强总理、马凯副总理批示］ 

“印尼、印度微型金融服务的经验与启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

告，第 96 号(总第 3208 号)，2008 年 6 月 26 日。 

“微型金融大有可为----印尼、印度微型金融考察报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调查研究报告择要，第 19 号(总第 1297 号)，2008 年 4 月 4 日。［核心观点写入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文件］ 

“开放式创新趋势下美国高技术公司创新管理新动向与启示”， 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第 235 号(总 2750 号)，2006 年 10 月 31 日。 

“在战略高科技产业建议加快建立同行业企业‘竞争前研发’联盟”，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第 234 号(总 2749 号)，2006 年 10 月 30 日。 

“战略管理新趋势：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的竞争战略”，《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3)，

pp.3-10。  



“东亚地区 IT 终端产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与启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

研究报告，第 215 号(总第 2485 号)，2005 年 12 月 17 日。 

“商业生态系统竞争方式及其启示”， 《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11)，pp.3-7。 

“新产品开发中的动态平台战略”， 《科研管理》, 2004(4)， pp.97-103。 

Competitive Strategy: A Business Eco-system Perspective，In Proceeding of ISMOT’04,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2004，

pp.281-284 (ISTP 收录) 

“试论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结构变革标准”，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0(6)， pp.38-41。 

“科研机构一体化进入企业的两种模式”， 《中国科技论坛》，1998（6），pp.16-19。 

“美国研究发展经费结构的演变及其启示”，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2)，

pp.29-37。 

“R&D 经费来源结构转变的国际比较与我国转变模式选择”，《研究发展管理》, 

1999（2），pp.35-39。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R&D Funds Source in US, Germany and R.O.K”， in 

Proceeding of ’9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ICMSE'97), pp.654-658,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97.( ISTP

收录)  



“基础研究投入的速度、规模与模式的国际比较”，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997(10)，pp.21-24。 

“我国研究与发展投入产出的相关性分析”， 《科技管理研究》，1997(5)，pp.28-32。 

“研究所企业一体化模式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1997(1)，pp.41-44。 

“中世纪教育的发展与近代科学的兴起”，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9)， 

pp.61-64。 

“供需合作与技术转移过程”， 《科研管理》， 1996(4)，pp.43-46,52。 

“国内外技术转移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科学管理研究》，1996(1)，p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