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思维方式与
关键研究方法
田国强

【内容摘要】 研究影响中国发展全局的经济规律和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给出恰切的政策建议和具
体的改革措施，思维方式和关键性研究方法异常重要，其对于推动中国经济思想以及经
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尤为关键。首先，必须理论结合实际，树立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
从长远历史视角和国际视野出发，坚持以一般均衡分析为核心和基准的综合治理理念。
不能采用简单地控制实验局部或孤立地看单一因素的分析方法，而应采用“三维六性”
的研究方法，努力做到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的综合运用，使研究的过程及其
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此外，要充分考
虑风险和不确定性，不能盲目乐观，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风控意识；要清醒认识
改革举措由必要性到充分性的转换；要准确把握信息、激励、效率和公平四个关键词；
要区分短期和长期最优、局部和全局最优、最佳和次佳。唯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有可
能实现思想与学术的有机结合。
【关 键 词】 中国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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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 ：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结合
① C.R. 劳 ：
《统计
与真理——怎样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著名统计学家劳氏（C. Radhakrishna Rao）说 ：
“在终极的

运用偶然性》
，北

分析中，一切知识都是历史。”他还说 ：
“在抽象的意义下，一切科学都是数学 ；在理性的基础上，

京：科学出版社，

所有判断都是统计学。”①经济史学，包括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头。无论是亚当·斯

2004 年，扉页。

密的《国富论》，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有着浓厚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史的色彩。同样，无
论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还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对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也都有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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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学基本上是有思想但学术性不足，现在则是有学术而思想性不足，
如何做到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辩证统一呢？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方向性问题尚在探
索的历史情景下，这一问题的解答就显得异常重要。
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结合，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解，促进中国
经济学思想与学术的融合，笔者这些年一直提倡的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都将历史这个维度放在不可或缺的位置。与此同时，现实问题的解决、政策的调整和改革的实施，
特别是研究和解决影响和全局的问题非常复杂，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不能简单地进行
短期和局部分析，孤立地看单一因素，也需要从长远历史的视角来对应和解决现实问题。否则，
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可能有失偏颇甚至有害。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其所得出的一些研究结论特
别是政策建议，会有很大的外部性。好的经济学研究，还应该能够“通过解释中国事情，帮助世
界上的经济学家理解新的东西”①，反过来再发展经济学本身。
研究和解决影响全局的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给出恰切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措施，
掌握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关键性研究方法至关重要。
首先，必须要理论结合实际，开展“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

① 许 成 钢：
《经
济学、经济学家
与经济学教育 》
，
《比 较 》2002 年
第一辑。

风险防范”六位一体的一般均衡分析，不能盲人摸象。其中，“长远视角”就是历史的视角，“全
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也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姜尚、管子、老子、孔子、孙子等）朴素
的唯物史观哲学思想。过往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论述，往往忽视了中国传统经济思
想的现代价值。尽管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传统经济思想的确存在明显欠缺，但是其思想
的深刻性对当下开展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研究仍大有裨益。
其次，笔者一直提倡采用“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三维是指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
视野，六性是指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这是一种具有多个维度、
多重特性的研究方法。
再次，还要充分考虑不确定性风险及其防范，不能盲目乐观，要有危机意识 ；也要注重改革
举措从必要性到充分性的转换，准确把握信息、激励、效率和公平四个关键词 ；还要区分短期和
长期最优、局部和全局最优，最优结果亦有最佳和次佳之分。这些方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孙子兵法》
中战略方针和战术对策的核心思想，以及孔子、孟子关于平等、公平、公正，如“不患寡而患不均 ,
不患贫而患不安”（
《论语·季氏》
）仁政的核心思想。但这些方法的现实意义及其借鉴，在既有的
研究论述中不够深入细致，笔者拟在下文详加论述。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而富有光辉成就，这些古代经济学思想异常深邃，起到明道的关
键作用。许多现代经济学所论及的思想，中国古代先哲们多有论述，这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
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先行思想要素。然
而，长期以来，由于古今中外的语言隔阂、中国经济学学术发育的迟滞和话语体系的不兼容，再
加上传统经济思想主要是经验总结，没有形成严格的科学体系，没有给出结论成立的范围或边界
条件，没有建立严格的内在逻辑分析，因此很少被外人所了解，国际上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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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总体上也非常片面。实际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价值，其合理内核和积极要素值得进一步挖掘。
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理念，完全是从西方灌输过来的，完全
是“西化”的，其实不然。早在上古时期的中华文化中，中国就有许多思想家崇尚朴素的自由市
场经济和信奉价格由市场决定，酝酿了许多市场经济的理念，给出了许多激励相容的辩证治国方
略，总结非常深刻。如果细加梳理辨识，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核心假设及基
本结论，如个体自利性假设、经济自由、
“看不见的手”的无为而治、社会分工、国富与民富的关系、
发展与稳定的内在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先哲那里几乎都有论及，比西方早了
几千年。试举几例 ：
早在三千多年前，姜太公姜尚就对国富和民富的顺序关系给出了“王国富民，霸国富士 ；仅
存之国，富大夫 ；亡道之国，富仓府”（
《说苑·政理》
）的以民为本的民富国定、民富国强的辩证
统一思想和治国的根本规律，给出了政府要“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 ；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
《六韬·文韬·文师》
）的根本治国方略，达到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的激励相容结果。
管仲管理思想的核心要点是综合治理，主张采取“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
《国语·齐
语·桓公霸诸侯》
）的观点。先秦道家老子在《道德经》中也给出了成大事者应深谙综合治理的
最高法则 ：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这是治理大到一个
国家、小到一个单位的根本之道。通俗地说，就是要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政府要少干预，
无为而治，实现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治理效果。
而秦国商鞅以野兔为例，更是阐述了明晰法令准则和建立私有产权的极端重要性，明晰的法
令及产权界定可以起到“定分止争”（
《商君书·定分》
）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市场秩序的建立。
这个结论比科斯关于产权的重要性的结论早了两千三百多年。
汉代司马迁受黄老之学影响较大，其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政府治理哲学，以及对经济
自由的重要性和几种基本的制度安排作出非常精辟的总结 ：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
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寓意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 ；其次导
之以利 ；再次加以道德教化 ；从次用规定加以约束 ；最坏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这对当前中国改
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可见，准确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基本特点、理论贡献与国际影响，进一步
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才有助于跳脱简单的单向度的“复制”
“借
鉴”
“接轨”的经济学知识引进和学科发展路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经济思想的角度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推
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在此方面，基于国际学术规范和语言表达习惯的中西合璧的研究和译著，对于提升中国传
统经济思想在西方国家传播的有效性无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界已有不
少这样的尝试，通过与国际知名学者的高水平学术合作来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走向世界。如
程霖教授、王昉教授与 Terry Peach 教授合作主编的英文版论文集“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和“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ts Legacy”，分别梳理了中
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特征以及中国汉代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
象与研究方法，以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历史发展规律、价值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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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等均有所阐发，先后由国际知名的 Routledge 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在国内外
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舶来经济学说的传播应用和中国经济改革实
践的理论升华。中国经济的改革深化和转型发展，提炼升华为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就
可以为现代经济学注入中国元素。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其内在逻辑体系，经济学者在此体系
中就一定约束条件下如何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给出可行性和可操作的方案，同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
解释和提炼的过程中，寻找一般意义和普适意义，进而再上升到理论层面。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
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实现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繁
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经验，中国学者也不断探索
着中国改革的各种理论，包括如何成功变革和避免失败，以实现长治久安的综合治理的中国改革
理论。
当然，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也触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理论的众多争
论和深入反思，尤其是国内学者提出了诸如新结构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新养老经济学等新的
理论学说。但在笔者看来，一些所谓新的经济学说并非对既有发展经济学，以及其他成熟经济理
论根本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其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一方面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检验和支持，另一方
面往往流于过渡性而缺乏终极和普遍意义，尤其是缺乏像基准理论那样强调改革方向和让市场发
挥决定性作用的方向感。与此同时，2020 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经济学带来了新的经济场景
和诸多新的典型事实，其中也蕴含着经济理论创新的空间，一如 1929— 1930 年大萧条后宏观经
济理论有了重大突破。
笔者以为，既能让中国改革成功，又能最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促进治理体系现代化，让国
家长治久安的研究方法和解决之道，一定是那些将“指导改革方向和指明发展目标的基准理论”
与“充分考虑国情而又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新的经济理论，以及以此给出的各种过渡
性制度安排。这样的理论，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既要有内在逻辑推断的理论分析，同时也需要
有历史大视角、国际大视野来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且需要运用统计
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理论、历史和统计三维度的分析缺一不可。
笔者也曾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来尝试研究与解决中国问题。比如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做
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究，就着力完善多部门大型量化准结构性宏观模型（IARCMM），并注重三个维度的结合 ：一是宏观预测模型应该充分考虑中国元素和综合治理，对于内
含的多个板块要求具有自洽性和内在一致性，使短期政策应对变量与长期改革参数在所有板块
中形成辩证统一，以此达到宏观总体一般均衡和综合治理的目的。二是基于扎实的数据采集和
整理进行严谨的计量经济分析、理论内在逻辑分析及历史视野比较分析。三是不仅要做大概率
的点预测，更多还要考虑如何规避和防范一旦出现、后果严重的“黑天鹅”小概率事件，以及
如何应对已有显著迹象的“灰犀牛”大概率系统性风险，以及进行“稳经济”的各种情景分析
和反事实分析，从而对不同风险和政府不同增长目标给出优选方案和备选方案，为政府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四是既要考虑到短期波动风险，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的交互叠加和相互作用，也
应关注中长期制度性、结构性改革及其向纵深推进的方式。
笔者在对中国改革问题进行分析时也进行了这样的尝试。比如，《中国改革 ：历史、逻辑和
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一书的一条主线就是紧紧围绕着国家治理与良性发展的三要素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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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其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中国改革不能就经济谈经济，单靠经济治理领域的单兵突进不
可行，必须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因素也考虑在内，以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念、系
统思维、综合治理和风险防范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的
辩证关系并加以谋划。这是因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以及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包容透明的社会治理，是好的国家发展与治理三要素，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充分必要条件。
古今中外的实践反复证明，凡是经济社会取得成绩或进步，基本都是这三要素的某些方面得
到改进，而出现问题一定是其中某些要素欠缺所导致。中国下一步需要围绕上述国家发展治理三
要素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强化长板、补齐短板，才能促
进远景目标达成，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六大关键研究方法
经济理论、经济思想源于经济实践，且最终还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发挥指导作用，并经受实
践再检验和历史的检验。这就是为什么在研究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时，笔者反复强调需要采
用“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同时，不同国家的经济现实问题，既有一般性，也有独特性，中国
现实经济问题研究还需要着力处理好一般性和独特性的关系。
遗憾的是，现实中许多学者和智库的研究结果及其政策建议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为此，笔者试图总结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六大关键研究方法。
方法一 ：也就是笔者前面反复提到的，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要有长远视角、国际视
野、全局观点、系统思维，坚持以一般（全局）分析为核心的综合治理理念，不应过度宣扬控制
实验方法的“魔法性”，夸大局部分析的结果。尽管控制实验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往往是科学
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第一步，但如果不进行全局均衡分析、考虑方方面面的影响，外推有效性
就大有问题，会导致盲人摸象、以点带面、只看到局部、看不到整体，得到的不是整体事实和全
部真相的结论，甚至会得出脱离常识、异常片面或荒谬的结论，给出错误的政策建议和改革举措。
① Yi C h e n,
Fan Ziying, Gu
Xiaomin and
Zhou Li-An,
“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这样的所谓研究成果在当前比较普遍，如果其相关政策建议被采纳，不仅解决不了短期存在的现
实经济问题，更谈不上提供长期解决方案，甚至会导致严重后果。
比如，双重差分法（DID）、随机控制实验（RCT），是当前国际经济学界较时髦的研究方法，
但采用这种局部性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往往至多只能陈述部分事实，而不是全部，其结论
的内部和外部有效性都大有问题，难以推广使用，否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国际经济学顶尖期
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知青下乡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文章，就是采用

Rural

DID 这样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其得到的是以偏概全、避重就轻的结果。①尽管从局部和单一

Education in

效果看，知青下乡当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人力资本和带来初等教育水平的提高 ；但是没

China,”American

有考虑到上山下乡运动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特别是 1700 万知青中断学

Economic Review,

习下乡给个人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如果这样的局部均衡分析研究方法是可信的，人们或许可

and

vol.110, no.11, 2020,
pp.3393-3430.

以类推出“大饥荒有利于减少高血压和胆固醇，从而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结论 ；又或者类推出“这
次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在家工作而减少了开车发生事故的概率，从而是一件好事”的结论。
方法二 ：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不仅是科学，也是艺术，还涉及价值判断，因此换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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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和系统地采用“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就十分重要。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科学的一门学科，
从自然科学中吸收借鉴了许多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研究问题主要依靠控制实验研究和实证分析，但
社会科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比研究自然科学问题要复杂得多，涉及经济主体的行为，以及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外部环境等众多因素。研究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往往需要因人、因事、因地、
因时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只做控制实验的科学实证分析，还需要综合治理的全局分析。
综合治理就像做好管理工作一样，不仅是科学，也是艺术。更复杂的是，还需要有价值判断
的规范分析，而一旦涉及价值判断，就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来看问
题和断是非，往往就会导致很大争议，甚至用自身立场代替是非观念。因此，对现实经济问题的
研究和解决，除了要采用方法一中提到的一般均衡分析，还要换位思考和采用“三维六性”的研
究方法，也就是要有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强调科学性、严谨性、
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
方法三 ：在解决具体现实问题和进行政策研究时，轻敌是大忌，不能只考虑有利因素或己方
的胜算，还要充分考虑风险和众多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风控意识，
要充分考虑风险的防范和化解，这和鼓舞人心的宣传工作是大不一样的。宣传工作可以只注重或
侧重正能量，但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绝不能这样做。然而，现在许多智库和研究者通常只看
到经济形势的有利一面或自身有利因素，盲目乐观，过高估计或抬高自身的优势，只愿意看到竞
争对手的弱点，对困难或竞争对手的优势往往考虑不足。这样的所谓研究成果势必会产生很大误
导，甚至后果严重。
比如，许多学者在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和预测时往往过于乐观，对小概率的黑天
鹅事件和大概率的灰犀牛事件的系统性风险估计不足。不少学者和智库在中美关系的应对上，
一味地看到己方的优势和对方的弱势，往往不愿意正视己方与对方的差距。这种一厢情愿地看
低对方、高估自己，如“全面超越”论、“双赢就是我们赢两次”论等论调，不仅不利于中国自
身问题的解决，还可能引起外部的强烈反弹，甚至成为遏制中国的借口和依据。类似的例子从
古至今比比皆是，如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括、三国时期的马谡，只考虑自己的胜算，没有充分考
虑对方优势，往往会导致失败，甚至造成国家的危机。
方法四 ：在研究解决具体现实问题、作出政策建议和改革方案时，要清醒认识到必要条件和
充分条件之间的转化，不要因为中途出现问题而轻易否定某项改革举措。许多因素孤立地看，只
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做成事情必须具备的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但是，许多人
却因实施过程中产生一些偏差，就轻易地否定其必要性 ；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必要条件可能还需
要许多其他辅助条件，才能转化成为充分条件，真正将事情做成。所以，既不能轻易否定，也要
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和综合治理。
例如，市场经济制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也
是国家治理和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实现了繁荣富强和良性发
展，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好的包容性市场经济，还需要与国家治理的另外两
个要素，也就是政府和社会两个要素相结合，发挥恰切的作用，才能共同构建起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才能实现良性的发展，使国家真正成为得到各国信任和拥护的世界强国。然而，不少人将必要性
和充分性混为一谈，很多市场化改革的举措本来大方向正确，但由于综合治理改革不到位，辅助
改革措施不到位，一旦出现问题，就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错，否认其改革大方向，要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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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五 ：在研究解决具体现实问题、提出改革建议时，特别要准确把握信息、激励、效率和
公平四个关键词。在论及发展成效时，要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度量和评估，例如同时采用中值
而不仅仅是将平均值作为度量标准。由于经济主体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逐利的，也就是人们经常说
的在商言商的情景，再加上经济主体间的信息往往是极度不对称和不透明的，因而需要采用分散
决策的制度安排来搞对激励，让信息透明，让人们能真实获取信息，而不是政府一味主导。
所谓搞对激励，指的是实现有主观能动性的“我要做”的激励相容，而不是采用“要我做”
的被动强制措施。我们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实施（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高
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激励相容，同时让政府和社会发挥恰当的作用，让公共信息尽可能
透明、社会治理更为包容。
同时，过程公平、机会平等无论是对市场效率还是对社会稳定都异常重要，但受重视程度还
非常不够，原因之一是度量的标准问题。现在一个常用标准就是用平均或人均来表达发展成效，
这当然是一个度量经济发展的进步指标，但也有很大的问题。其中一大问题就是没有注重平等，
使贫富的巨大差距被平均掩盖掉了。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达到全球第二，人均 GDP 也突破了 1
万美元，但这仅是刚踏进中等发达或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门槛，与发达国家 5 万美元以上的人
均 GDP 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收入差距悬殊。也就是说，从平均值来看，中国已是上中等
收入国家，但从中值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存在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据显示，占总人口 20% 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份额只有 4.7%，
① 转引自吴忠民 ：
《警惕逐渐拉开的

占总人口 20% 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 50%。①所以，从注重公平及社会稳定的
视角看，还需要采用中值来度量均衡发展的程度，而不宜仅仅采用平均值来度量发展成效。

贫富差距》
，
《瞭望

方法六 ：在研究解决具体现实问题、进行政策和改革研究时，要区分短期和长期最优、局部

新闻周刊》2005

和全局最优、最佳和次佳。要知道，最优（optimality）分多层次，有短期和长期之分，有局部和

年第 32 期。

全局之分，有最佳（ﬁrst best）和次佳（second best）之分。随着制约条件增加，最优结果可能只
是次佳、次次佳（third best）、次次次佳（fourth best）等。并且，局部、短期最优往往不是全局、
长期最优，短期最优甚至有可能对全局和长期发展带来严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开篇就谈
到，在分析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时，必须要有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点、系统思维、综
合治理和风险防范的一般均衡分析。
比如，对单一市场的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所得到的最优只是局部最优，即局部有效率，
但往往会造成全局的无效资源配置。同时，不能由于紧急、突发情况（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
采取的极端手段短期有效，就试图长期固化下来，这就像战时的军事管制不能因其短期有效，就
将其在常态环境下长期固化下来一样，一定要谨防短期、局部最优可能会带来其他后果。
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离不开科学的研究
方法的运用。鉴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科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研究

② 本文系作者在
“上海财经大学中
国经济思想发展

其现实针对性。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在经济分析中应努力做到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
“三位一体”的综合运用，从而使得研究的过程及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

研究院成立仪式”

针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唯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可能真正实现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

上的主旨发言修

的有机结合，既有助于研究解决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又能够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②

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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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urning Poi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s
Yuan Zhigang & Lin Yanfang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U.S. dollar has come to a historic turning
point for major changes. Before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U.S. dollar had become a shackle for the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After
the COVID-19, th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expansionary policies continue to weaken the hegemony of the
dollar status.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with the major economic changes in China and Europe, the Euro
and RMB are becoming real competitors of the U.S. dollar,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has entered a strategic inﬂection point. In the future, the change of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that is
beneﬁcial to China and the world should be from the pattern dominated by the U.S. dollar to the pattern of“one
superpower and two powerhouses”. After the COVID-19, the expectation of long-term depreciation of RMB
against the U.S. dollar dissipated, and the risk of capital outﬂow is no longer an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the
opening of China’
s capital market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China needs to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the ﬁnancial
market and build a large uniﬁed domestic market,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and strategically support the EU bond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 ﬁscal,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f“one superpower and two powerhouses”.
Keywords: The COVID-19 epidemi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urning point; ﬁnancial market reform;
one superpower and two powerhouses
Thinking Mode and Key Research Methods of Chinese Economics
Tian Guoqiang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economic laws aﬀecting China’s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solve
major practical economic problems, and give appropriate policy suggestions and speciﬁc reform measures.
The mode of thinking and key research method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thought and economic theory. We must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establish the overall concept and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adhere to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concept
with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as the core and benchmark from the long-ter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e should strive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historical vision. In addition, we should fully consider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and
have a sense of hardship, crisis and risk control. We should clearly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form
measures from necessity to sufficiency.We should accurately grasp the four key words of information,
incentive, eﬃciency and fairness. We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short-term and long-term optima, local and
global optima, best and second best. Only in this way can Chinese economics realize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ought and scholarship.
Keywords: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realistic economic problem; mode of thinking; key research method;
ideological and academic
“Digital Revolution” in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Transaction Structure, Investment Behavior and
Risk Characteristics
Zhao Jian & Li Jiayi
Abstract: The universal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has promoted the
prevalence of quantitative trading and passive management, 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mechanism of
ﬁnancial market volatility and systemic risk. The outbreak of digital social networks and We media content
industry has strengthened the guidance of narrative on investor expectations and market senti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ﬁnance, especially improved the possibility of consistent expectations and collective
actions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which have exacerbated the volatility and heavy tail risks of the global ﬁnancial
market and once set off a“retail revolution”on Wall Street. The birth of digital currency is a“Paradigm
Revolution”of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which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transmission, transacti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modes of monetary policy.
Keywords: digital revolution; investment behavior; monetary system; ﬁnancial risk; retail revolution
Nonfiction Writing and Chinese Problems: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ology
Hong Zhigang & He Ping & Xiang Biao & Liang Hong & Zhou Haiyan & Ye Zhudi &
Liu Yaqiu & Tian Feng & Xiang Jing & Yan Fei & Du Yue & Wang Leiguang & Tu Yili
Abstract: Nonfiction writing has been rising in China for ten years. There are many experiences 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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