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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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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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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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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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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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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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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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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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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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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61-64。
“供需合作与技术转移过程”， 《科研管理》， 1996(4)，pp.43-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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