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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RCIE)，於 2008 年夏天在中国北京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成立。 

成立本中心的目的，是推动对中国经济和国际贸易的

研究和着作，并鼓励本校老师与其他各地的经济学者

及政商界人士之间的交流。 

中心主任由长江学者王家骁教授担任，并设两位副主

任，分别由本校的殷晓鹏博士及唐宜红博士担任。 

为了达成成立的目的，中心定期和不定期举办多项活动；如国际研讨会、研究小组、讲座、访问学者

计划、训练班等。中心也非常欢迎与其他院校合作，包括交流、研讨、联合筹划学术活动等。 

中心的公开活动都非常欢迎校内、校外学者和有关人士的参与和交流，以期对学术的提升和对经济与

经济政策的研究有所帮助。 

本通讯是中心出版，记载了中心最近的活动信息和参与者的心声。读者可以透过通讯的内容，了解中

心的宗旨、性质和活动消息。 

更多关於中心活动的信息，刊登在中心的网站上，欢迎各读者参访：http://www.rcie-cn.org/ 

本期通讯，也是第一期，记载了本中心成立後第一年的活动

详情。活动包括了演讲、座谈会、讲座、和研讨会。中心更

与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合办了两个研讨会，一个在北京举行，

一个在香港举行。另外中心的年会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国际

性研讨会，有多个海外的着名的经济学者来到北京参与。 

中心的地址是中国北京朝阳区慧新东街 10 号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 100029.（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0 Huixin Dong Ji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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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之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立本研究中心，以加强本校和各院校间的交流和合作。我非常高兴能够成为本中心的主任，

有机会制定和推动中心的各项工作。 

中心成立一年了。第一年通常是一个困难的时期，所谓万事起头难，而且中心要建立

一个制度和工作方针，以便将来跟从。在两位副主任和其他校内老师合作下，经过一

年多的时间，中心可说有了规模，也举办了多个活动。中心并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

经济研究中心和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建立合作关系。 

中心成立的时间，正值中国经济开放已差不多三十年。随着经济快速成长，中国与其

他国家关系加强，各项经济议题都陆续出现，对经济学研究的需求自然大增。在学界

内，各大学要求老师增强学术研究和着作。 

中心在这样的环境下成立，一方面反映出对外经贸大学对学术研究的重视和扶助研究

的决心；二方面，中心也正好适时提供一个平台，让校内、校外学者交流和发表着作。

中心也希望能对校内各位老师的研究发挥一点助力。 

由于中心刚刚成立，所举办的各项活动还有很多不善之处、我们热诚欢迎校内老师和校外人士，无论曾否参与

中心的活动，把您们的批评和意见寄给我们。 

中心主任  王家骁 

与王玲书记会面 

2008 年 7 月中下旬，为成立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王家骁教授远道

从美国来校。期间王教授会见了王玲书记、陈准民校长、林桂军

副校长、以及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院长等领导，商讨中

心成立及发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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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推广活动，走向国际 

国际经济研究中心（RCIE）成立首年，除了与华盛顿大学的紧密合作外，还与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建

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还举行了多次学术讲座及讨论会。当中更不乏国际着名学者的参与。  

首个学术讲座 

2008 年 9 月中下旬，中心于我校举行了中心工作介绍

会及第一次的学术讲座。会议由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兼

中心副主任殷晓鹏博士主持。林桂军副校长，赵忠秀院

长分别代表学校及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发表讲话，祝贺中

心成立及就中心使命和校内外合作机制做了阐述。席间

还有来自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等校内单位近四十位学者。

此外，王家骁教授于会议上发表了“自由贸易区和国际

竞争”的报告。这次讲座是中心成立及迈向国际的第一

步。  
 

与香港浸会大学合作的两次研讨会 

 为了加强与海外学者的交流，中心与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建立

了伙伴关系，在该年度合办了两次学术研讨会。 

第一次两校合作研

讨会在 2008 年 11
月北京我校举行，

主题是国际贸易。 

大会特别邀请了世

界知名的国际贸易

学者，美国密歇根

大学的讲座教授

Alan Deardorff 在研

讨会上做了“Buyer Concentration in Markets for Developing 
Country Exports”的主题演讲“在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市场的买方集

中” 。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

国克罗拉多大学和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七位学者分别就市场，

价格因素和产业政策，自由贸易网络，外国直接投资，贸易自由化和生产率等热点问题，从学术层面

上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与会学者都感到受益良多。RCIE 的研究员，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学者赵忠

秀，葛赢，唐宜红和姚顺利更分别主持了四个阶段的研讨小组。 

第二次两校合作研讨会在 2009 年 2 月香港举行，并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和亚太经

济学会（APEA）协办。研讨会共涉及了包括国际贸易，能源，环境，自由贸易，世界贸易体系和金融

市场等多个领域的焦点问题。共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讨论，他们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

专题讲座 

2008 年 10 月，王家骁教授为国际

经济贸易学院师生举行了“如何用

英语撰写经济论文”的专题讲座。

讲座针对着困扰广大师生的英语论

文撰写进行了深入浅出地分析，探

讨了国内学者在国际经济刊物上发

表论文较少的主要原因，并且有针

对性地提出了改进意见。专题讲座

激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整个会议

室座无虚席。会后亦有不少师生与

王教授积极地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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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大陆的学者来自深圳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  

 

  

 

 

 

 

 

 

 

 

 

 

 

 

“全球化的命运”大型学术论坛 

2008 年 11 月，中心与本校国际贸易学院合办

学术论坛，这是“全球经济和中国”系列学术论

坛的第二辑，由中心副主任殷晓鹏博士主持，

Alan Deardorff（美国密歇根大学），王家骁

（教授），Ron Schram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赵忠秀（院长）和姚顺利（副教授）五位学者

就目前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世界新酝酿的对全

球货币制度和世界主要经济体要进行

的改革以及中国在其中所担当的角色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论坛的工

作语言为英语。本校约近 200 名同学

前来参加，同学们踊跃发言提问，场

面热烈，给这些著名教授都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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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提振经济增长信心” 
全球经济与中国研讨会 
 
在 2009 年 2 月下旬，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与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共同承办了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的

以“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提振经济增长信心”为题的全球经济与中国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得到中国商务

部的重视和支持，并获得社会的积极反应和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多家中央新闻媒体，财经媒体以及

路透社等国际媒体报导了此次研讨会。新浪财经对会议进行全程网络直播，引起热烈反响。  
 

2009 年年会 

 

2009 年 6 月中下旬，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成功召开了

第一届年会——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议。共有 60 多位

国际贸易理论领域的中，外经济学家齐聚一堂。  

国内外学者们在贸易方面就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直接投资

中的政策壁垒，技术进步和转移，生产力和收入分配变化，

兼并策略，产业政策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等多方面

课题进行了探讨。另外，由于多哈谈判屡遭挫折而双边贸

易协定愈发

兴盛，学者

们从理论层面积极探寻双边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

的关系。对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则着重于汇率制度和市

场的架构，变革和影响，汇率的波动和资本流动。听

众们对这些报告给予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了

国内外国

际贸易和

金融学研究的交流，同时，多家中外媒体报导了此次学

术盛会， 促成了此次会议的圆满成功。  

 
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我

校教师和博士研究生积

极向大会提交论文，经

过严格的匿名评审，我

校共有 13 篇论文入选并

在会议上宣读，多位教

师还担任了小组的主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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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 中心活动及事项一览表 

日期 活动 

2008 年 7 月 22 日 王家骁教授发表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报告 

2008 年 9 月 18 日 第一次 RCIE 学术讲座：王家骁教授发表 “自由贸易与国际竟争”研究

报告及介绍 RCIE 工作（行政楼 222 会议室） 

2008 年 10 月 30 日 王家骁教授专题讲座: “如何用英语撰写经济论文” （博学楼 1227 会议

室） 

2008 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 

着手筹划 2009 年暑假中美学生交流活动 

2008 年 11 月 22 日 第一次学术讨论会 — 2008 RCIE 国际贸易研讨会（与香港浸会大学经济

系合办）（行政楼 222 会议室） 

2009 年 2 月下旬 第一届学术研讨会筹备工作 

2009 年 2 月 24 日 全球与中国经济研讨会：“抑制贸易保护主易、提振经济、增长信心” 
（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 

2009 年 2 月 28 日 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与香港浸会大学合办—香港浸会大学逸夫行政楼 

SWT501 室） 

2009 年 3 月下旬 为中心成立之课题研究小组意向与相关领导协商, 修订 2009 年及商讨来

年的工作计划 

2009 年 6 月中下旬 第一届年会（在北京 Marco Polo Hotel 举行） 

 

 

研究成果、活动及着作 
部分中心会员的最近活动、研究成果及着作，欢迎直接联络作者索取近作或交流。 

章昌裕 <zcy@uibe.edu.cn> 

2008 年 

《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6 月出版，355 页。 

《最新外资并购案例》，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年 9 月出版，257 页。 

 

2009 年 

《国际经济合作》，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 月出版，350 页。 

《国际投资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年 6 月出版，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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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合作六十年：回顾与前瞻》，《国际经济合作》，2009 年第 2 期，5 页。 

《两缺口模型与变“利用外资”为“投资促进”》，《开放导报》2009 年第 4 期，4 页。 

《关于金融危机根源的再思考》，中国经济时报 2009 年 11 月 25 日。 

 

 

董保民  <baomindong@vip.163.com> 

2009 年春天，参与 Midwest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eetings, 发表 “Asymmetric Country Customs Union 
Formation”.  (http://editorialexpress.com/conference/MWITSpring2009/program/MWITSpring2009.html) 

2009 年春天，参与 APTS，发表 “A Signal (-jamming) Theory of (non-)Brain Drain” 
( http://www.sef.hku.hk/apts2009/APTS2009_program_20090622.pdf) 

2009 年 6 月，参与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年会，发表 "FDI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Pollution Haven or Race to 
the Bottom?" ( http://www.rcie-cn.org/conferences/2009/conf09-prog.pdf) 

2009 年夏天，参与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conference,  发表 "Optimal Collective Tournaments and Team 
Formation" (http://editorialexpress.com/conference/serc2009/program/serc2009.html) 

2009 年，参与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inance and Accounting，发表一篇关於银行的文章。 

 

 

樊瑛 <carafan@126.com> 

发表论文： 
樊瑛、张炜 “中国食品贸易竞争力与食品安全体系的变迁与展望”，  《北京社会科学》 （CSSCI 期刊）  2009

年第 2 期 

会议： 

2009 年 6 月 泰国 曼谷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 UN-ESCAP ARTNET 培训班 国际贸易 
2009 年 7 月 美国 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 UW 经济学国际发表高级培训班 

 

 

何茵 <breezerain1@hotmail.com> 

发表论文： 

"Goverment Revenue, Tax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Minggao Shen 合写, 《金融研究》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Vol. 9, 2009.  

工作论文： 

“Southern Innovation and Backward Knowledge Spillovers to the North: an Endogenous FDI Model,” Keith E. Maskus 

合写, 由 Keith E. Maskus 在 IEFS-China 第一届年会上发表。  
 
 

殷晓鹏 <xyin_ca@yahoo.com> 

發表論文: 

2008 年 4 月及 5 月, “Theory of Strategic Production Outsourcing”, Chinese Economic Society (CES) Annual Meet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及 Midwe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onference (Spring Meet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IL, U.S.A. 

2008 年 7 月, “Unbalanced Growth in an Open Economy”, The 4th Asia-Pacific Trade Seminar,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2008 年 12 月, “Knowledge Externality and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The 4th Asia Pacific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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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其中大多数会议上宣读论文并担任分会场主席） 
中心: 2008 中国研讨会, 2009 香港研讨会, 及其第一届年会(2009 年会) (2009 年 6 月 22-23 日); 第七届全国高校

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 美国中西部国际经济学会 (MWEIG) 2008 秋季年会; 香港经济学会 2008 双年会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CES)2009 年会; 美国经济学会第 43 届（2009）年会; 清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学研

讨会; 亚太贸易讲座（即 APTS）2009 年会; 清华大学宏观经济学研讨会 

工作论文: 
2008 年: “Strategic Outsourcing, Firm’s Choice, and Trade  Liberation”; “FDI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 Cycles”;                     

“Trade Externality,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2009 年: “Strategic R&D Interaction, Knowledge Cre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A General Model for R&D 
sector in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Existence of Sustainable Growth with Convex Technologies in an OLG 
Economy”; “General Unbalanced Growth in the Open Economy”;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Exchange Rates and Real Interest Differentials: 1975 -2009”; “The Tendenc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hina: 
Incentive, Pattern, and Growth”      

 

 

 

 

后记 

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成立首年，举行多项大型活动，均得到校内甚至

国内外的热烈参与和支持，更受媒介的关注， 进行报导。这都为中心打

了一支强心针，为未来继续推动国际经济研究的计划， 打好了基础， 以

实践中心成立的宗旨。 中心在来年会坚定信念, 为国际经济研究及校内

老师研究和交流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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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基金大案频发的原因及监管对策 
杨再贵  ·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yangzaigui@hotmail.com 

 

2006 年上海社保基金大案及其前后发生的其他社保基金案曝光以后，引起了全国空前的关于社保基金安全和增

值的讨论。其中，分析原因的多，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相对较少。在提出的解决方案中，提议健全和完善法规

制度的多，强调认真落实现有规章制度的少。因此本文归纳社保基金大案频发的原因后，提出有效监管社保基

金的方案。 

 

一、社保基金大案频发的真正原因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保基金大案频发是因为有关社保基金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健全。其实，1991 年《国务院关于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第五条中就规定：“地方各级政府要设立养老保险基金委员会，实施对养

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指导和监督。委员会由政府主管领导任主任，劳动、财政、计划、审计、银行、工会等部门

的负责同志参加，办公室设在劳动部门。” 国务院在 1995 年发布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

知》第九条规定：“要实行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与基金管理分开、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分设的管理体制。社会保

险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制订政策、规划，加强监督、指导。管理社会保险基金一律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负责。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设立由政府代表、企业代表、工会代表和离退休人员代表组成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

会，加强对社会保险政策、法规执行情况和基金管理工作的监督。”1997 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规定：“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财政、审计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督，

确保基金的安全。”还有 1998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暂行规定》、1999 年《失业

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和 2005

年《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等等规章制度中都有关于社会保险基金纳入财政专户、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可见，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执法不严。 

事实上，社保基金大案频发存在内因和外因。内因包括社保基金增值的冲动、各地求发展对资金的渴求、

基金掌控人谋取私利的动机等。外因是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其直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而社会保障监督委

员会形同虚设。现行社保基金管理体制是“左手管右手”，即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二者

基本上是合二为一的，离“行政管理与基金管理分开、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分设的管理体制”相去甚远。虽然

全国有 27 个省成立了省级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但这些监督委员会没能起到预期的作用。正是因为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管辖其直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而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又起不到监督作用，才造成了社保基金大案频

发。 

 

二、社保基金监管方案 

 

中国经济评论 
为了增强读者对中国经济的了解、关注和探讨，我们在本通讯刊登了两篇文章，针对中

国一些经济问题和政策提出分析、建议和个人见解。文章内容及观点乃作者所有，不代

表本研究中心，也与本研究中心无关。如欲转载或引用文章，请先与作者联络并取得允

许，也请注明文章出处为本期通讯。两篇文章可在本中心网站下载： 
http://www.rcie-cn.org/newsletters/200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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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社保基金安全，所设计的社保基金监管体制至少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基金的行政管理、投资运营与

检查监督等机构应分开设立，以便互相监督和制约。二是基金的运营和管理应该透明，要让权益人及时知情和

监督。由于城镇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种社会保险中，基本养老保险在制度上要求有基金

积累，而且执行情况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最多，所以，下面就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提出具有操作

性的监管方案。 

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的养老保险制度下，个人账户资金和社会统筹资金实行分开管理。

对个人账户资金，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财政部门逐级将其归集起来，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府委托全

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可直接投资，也可再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

构投资运营。对社会统筹资金，当期收入超过当期支出的结余部分，除留足两个月支付金额外，其余的由统筹

地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财政部门管理，在国家规定新的投资渠道之前，用于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监督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具体方案如下： 

基金管理公司等受托金融机构披露个人账户养老基金运营业绩，让权益人可通过互联网等媒体随时查验个

人账户余额、基金净值等等切身利益。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监管受托金融机构的投资运营，披露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情况，让权益人可通过互联网

等媒体随时查验。 

统筹地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披露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的委托受托和管理情况，让权益人可通过互联网等媒

体随时查验。同时披露社会统筹养老基金的收支和结余情况。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制定个人账户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法规，督促受托金融机构建立各种风险准备金、缴存

保证金等等。监督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养老保险基金、提存风险准备金。履行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 

对应统筹地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建立由政府部门、用人单位、职工代表、退休者代表和专家等组成的

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依法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和基金管理公司等受托金融机构管理和

运营社保基金的情况进行监督。 

总之，社保基金大案频发的原因不是没有规章制度可循，而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属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

辖，并且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只有软弱的监督力、没起到刚性的监督作用。所以，应满足上述监管体制设计的

两个条件，实行个人账户资金和社会统筹资金分开管理。将个人账户资金归集起来委托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管理；社会统筹资金的收支结余，除留足两个月支付金额外，其余的由统筹地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财政部

门管理。 

 

 

 

后韩美 FTA 时代韩中 FTA 的政治经济意义分析¹ 

安世英²， 金佑炯³ 

 

【内容提要】作者从政治经济观点分析了韩国和美国与中国的 FTA。 2007 年 4 月，韩国和美国在经

历了 8 轮长达 10 个月的谈判后，达成了韩美 FTA 协定。韩美 FTA 是个双赢的结局，因为韩美各自声

称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于 2007 年启动的韩中官产学共同研究，计划于 2009 年结束。如果韩中

两国启动 FTA 谈判，势必影响韩日 FTA 再开和韩美 FTA 在各自国会的批准。本论文所述韩中 FTA 政

治经济意义核心就是韩中日和美国的 FTA。 

 

【关联词】 自由贸易协定；新地区主义；霸权博弈；东亚经济一体化 

 

下载全文，请至  http://www.rcie-cn.org/newsletters/2009/index.html 
 

 
1
 本论文不代表韩国政府观点，就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2
 安世英, 韩国西江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 国际

经济学博士。3
 金佑炯，韩国外交通商部2秘， 复旦大学企业管理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