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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成就举世瞩目。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开
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在此背景下，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３ 日—１４ 日，２０１７ 年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

会年会在厦门大学召开，并将会议的主题确定为“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路径、制度与经验”。
此次年会由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厦门大学人

文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厦门大学人文学

院共同承办。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的 ４０ 余位专家学

者参加会议。
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理事长王立胜

首先致辞，他指出，在北京即将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际，研讨“改革开放与‘一带一

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彰显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界同仁的时代担当。 中国现代经济史

专业委员会主任郑有贵从学理角度，强调经济史研究要与现实结合起来，梳理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

与当下的“一带一路”的内在联系、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的逻辑关系。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钞

晓鸿阐释了厦门与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 本次年会共收录了 ３１ 篇论文，专家学者们围

绕“一带一路”和改革开放两个专题，进行了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一带一路”专题

“一带一路”倡议，其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

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本次年会上，学者们所提交的“一带一路”研究论文的

议题相当广泛，包括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地缘政治、贸易往来、对外投资、文化交流、地方创新等，很
多见解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 武力的文章探讨的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塑造问题，
他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区域广、国家多，发展不平衡且具有文化多样性，为了更好、更快地实施

这个伟大战略，有必要通过文化传播来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为此，必须改

善国际传播理念和方式，正确理解“内外有别”原则，按国际传播的规律，学会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

国的话语权。 曹洪军从 ４ 个方面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青岛市创新体系建设，认为重点是要界定

青岛市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定位，推动青岛市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杨帆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

政治风险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应该分地区进行评估并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 刘巍从逻辑和历史两

个角度讨论了一国大规模对外投资的宏观经济条件，并分析了在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和需求约束

型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于对外投资的态度。 张晓玲认为在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中，茶叶之路文化产

业合作可作为排头兵。 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发展茶叶之路文化产业不仅具有历史基础、战略

意义与现实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 因此需要综合当前茶叶之路文化研究与发展现状，并结合

实际提出发展茶叶之路文化产业的建议。 刁莉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研究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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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发展问题，分析了“中俄蒙”以及“中亚五国”区域的贸易发展特征，探究了我国对丝绸之路沿线 ２１
个国家的出口效率、出口潜力以及贸易非效率的影响因素，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给出了有待拓展实现

的贸易潜力值。

二、改革开放议题

１９７８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到明年（２０１８ 年）恰好 ４０ 周年。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界不少学者已经

开始着手进行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的总结研究。 事实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中国经济社

会的巨大进步，改革开放史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前沿与热点。 从本次年会提交的论

文数量看，多数论文也是关于改革开放议题的，涉及财政金融、产业升级、民生与法律制度等方面。
（一）财政金融研究。 赵学军深入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的形成与演变，他指出资本是经

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当下政府力推的“调结构”“去产能”都与前期资本形成格局相关，而“补短板”则
与未来资本形成相关。 在此基础上，他对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展开了论述，如在金融主导的资本形

成机制下，如何保证资本流向实体经济；“供给侧”改革需要怎样的资本形成机制；中国需要海外资本

投向哪些领域等。 庞松对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价格双轨制的过渡及并轨过程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价格

双轨制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引起剧烈的摩擦和动荡，而且中国经济一直在快速增长，这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改革所独有的现象。 王年咏对中国金融市场化的研究进程进行了考察，认为后续研究应

通过重新构建中国金融市场化指数，逐步消弥学术分歧。 张侃对改革开放初期项南在福建利用外资

的探索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这些探索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朱海城基于浙江法院网上公

开的裁判文书，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浙江民间借贷案例进行统计，结果表明，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浙江民间借

贷案例数量激增，尤其是金华、台州、丽水，应注意防范区域金融系统性风险。 关莹基于中国 １９９１—
２０１６ 年股市数据研究发现，除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中小投资者的股市投资收益均为负值以外，沪深股市均

能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收益。
（二）城镇化与产业升级研究。 隋福民回顾了中国农业人口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并分析了其特

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这种城镇化特征与农业现代化的关联。 张丽认为拉美陷阱其实就是国际劳

动分工陷阱。 无论是“拉美奇迹”还是“拉美陷阱”都源于其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以史为

鉴，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将是中国能够避开“拉美陷阱”，实现后续经济快速发展，走进发达国家行列

的唯一道路。 段娟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了近十年来京津冀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

的分布和时空演进特征，并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探析。
（三）民生与法律制度研究。 宋士云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的变迁，为构建当前中国

特色的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历史借鉴。 朱高林基于对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作用下降、经济下行压力

持续增加、财政政策托举作用难以持久等因素的考虑，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趋势非常脆弱，收
入分配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姜长青考察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对外政策调整内容，他认为邓

小平主导的对外政策的调整为国内政策的调整营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

国际社会的支持。 于文浩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差距为视角，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切入

点，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动态检验和评价。 赵亮以天津航道局为例，探讨了

改革开放以来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特点。 叶明勇认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将会

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保障科研的优良环境，加强有关知识产权法制建设，已刻不容缓。
（四）关于改革开放前 ３０ 年的研究。 常明明对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农民的心态与行为进行了研

究，认为由于各阶层农民入社前的经济地位不同，入社后增加收入或减少收入的程度不同，他们的思

想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肜新春通过梳理交通业现代化战略史料，分析了该战略从在“一五”计划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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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实施到在“二五”计划中退出的逻辑理路以及该战略对中国发展的长期影响。 曲韵认为，由于我国

在进口替代实施过程中没有遵循从对一般消费品工业进行初级进口替代到逐步对重化工业进行次

级进口替代的二步走战略，导致资源配置失效，使得改革开放前不得不“断续性进口”而始终难以实

现“替代”，并导致进口替代战略在我国的存续时间大大延长。 马陵合认为，大跃进时期的土铁路热

潮是以钢铁为中心、以“小土群”为形式的农村工业化产物。 以土洋并举为目标的技术诉求，虽然得

到政府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但却难以得到系统的政策保障和充足的资金介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
大多数土铁路被淘汰，一些具有明显经济效益的线路则成为地方铁路网的基础。

本次年会采用了主题演讲、分组讨论、学术沙龙等多种组织形式，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积极展开讨

论，气氛热烈，是一次难得的学术盛宴。

（责任编辑：王姣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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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ｂｏｔｈ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ｆａｉ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ｉｄ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Ｐｕｄｏｎｇ Ｎｅｗ Ａｒｅａ；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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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路径、制度与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