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学专业及导师介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区域经济学科具有深厚的学术积淀，是全国
设立较早、知名度较高的专业培养点之一。本学科发展起步较早，学
术优势突出，人才梯队合理，综合实力较强，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
学术地位，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决策咨询等领域具有
较高的影响力。本专业分别在工业经济系和农村发展系设立区域经济
学硕士点、博士点。
区域经济学专业依托两个系学术资源和平台优势，集聚了一批长
期从事区域经济、区域战略、农村发展、城市经济、土地经济等多个
领域学术研究或政策研究的优秀硕士、博士生导师。目前，区域经济
学领域共有教学科研人员 22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8 人，硕士研
究生导师 7 人。
区域经济学教学实行导师负责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办法，针对每
位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培养需要，由 3-5 名本专业和相关学科专业的专
家组成指导小组，由该生的导师任组长。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合理
安排课程学习、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环节，优化知识结
构，夯实专业理论基础。教学方式注重课程学习与研究实践相结合、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重视培养学生严谨治学、学术创新精神。
严格考试、考核制度，建立健全必要的竞争和淘汰机制，提高研究生
的培养质量。此外，根据区域济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社会需
求以及学科前沿进展，建立区域经济学科主文献资料库，开设学科前
沿文献课程，培养研究生专业素养。
区域经济学学位授权点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老师
联系电话：010-68016879
邮箱：zhao-jy@cass.org.cn

2023 年区域经济学专业招生导师一览表
（同一系导师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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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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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导师介绍
●工业经济系
刘佳骏

刘佳骏

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

研究室副主任。在科研方面，目前以第一作者在《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Geography and Nature Resources》《自然资源学报》《财贸经济》等国内外刊
物公开发表核心期刊 19 篇，出版专著 2 部，要报 14 篇，主持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全国统计科学项目，社科院青年调研项目，马工程项目，京津冀智库项目，院粤
港澳大湾区香港调研项目等 8 项课题。获中国社会科院优秀对策信息三等奖三次，
中国社会科院优秀对策信息二等奖一次，2021 年交通部交通强国研究先进个人
表彰。
近五年来，他对产业空间布局与产业园区发展，城市功能区空间布局与产业
适应性融合，城市能源利用的生态环境效应方面进行了跟踪深入研究。同时，积
极参与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多项相关
领域规划实践研究工作，将理论研究围绕现实问题展开，问题导向性强，取得了
丰硕的工作成果，在提高自身科研能力的同时，尽可能地通过实地调研考察接近
经济地理领域前沿，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将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石碧华

2002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2004 中国社会科
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2005 年 1 月留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
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
电子邮箱： shbh@cass.org.cn
办公室电话：010-68047530
任职以来主要的科研成果：参加 11 部学术著作、教材和论文集的写作；在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40 多篇；参与所里历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的写作。主持
完成研究课题 12 项，参与完成各类研究课题 40 多项。
成果获奖情况：研究报告“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思考与建议”
（独著），
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4 年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并获 2014 年中国社会科
学院优秀对策二等奖；参与的“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组”，2010
年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共同授予的“国家西部大开发
突出贡献集体”荣誉称号；参与完成的《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王洛林、魏后
凯主编），2007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届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参与完成的《中
国工业发展报告》（2006、2004）分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三等奖。

●农村发展系
马翠萍

马翠萍，女，1983 年 7 月，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土地经济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土地经济与制
度、资源环境。
近五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课题 6 项，参与完成国
家级、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以第一作者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中国软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参与著作、
译作 8 部，提交内部报告 10 余篇。科研成果多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
料》全文转载、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 3 项。
工作经历：
2017.07 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

2014.07-2017.06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2012.07-2014.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博士后

教育经历：
2009.07-2012.07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

2006.09-2009.07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硕士

2002.07-2006.07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学士

近五年来，主要代表性论文及转载情况：

马翠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探索与效果评价[J].《中国农村经济》2021
年第 11 期；该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22 年 03
期全文转载：
马翠萍.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N].《中国社会科学
2021 年 9 月 17 日总第 576 期；

报》，

马翠萍，史丹.中国能源扶贫 40 年及效果评价[J].《中国能源》2020 年第 9
期；
马翠萍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理论与实践——以全国首批 29
个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9 年第 6 期；该
文 2019 年获得浙江大学颁发的“2019 年度值得推荐阅读的农民合作社应用型论
文”称号；
马翠萍.农产品入世“过渡期”结束后中国粮食贸易的演变[J].《中国软科学》
2017 年第 9 期；该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农业经济研究》2018 年 01 期全文转
载：
Liangliang Gao, Dingqiang Sun, Cuiping Ma,The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s
on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J].
《China & World Economy》2019(1)；
马翠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地方实践及启示[J].《中国发展观
察》2018 年第 14 期；
郜亮亮、马翠萍、曾俊霞、王宾、李越.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基于粮食安
全、消除饥饿和改善营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12 月
史丹、王俊杰、马翠萍.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M].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年 9 月；
马翠萍，史丹.贸易开放与碳排放转移:来自中国对外贸易的证据[J].《数量经
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 年第 7 期
主持课题情况：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
和资源永续利用研究，2017 年-2021 年，已结项；
主持：开放经济下碳排放转移路径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3 批面上
资助项目，2013/07-2014/07，已结项；
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基地课题：“两山论”在镇江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
已结项，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
主持：201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所智库课题：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标准、激
励机制和支持政策，2017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已结项；

主持：国情调研重大项目子课题：精准扶贫大石山区精准扶贫研究（广西龙
岗村），2017 年 7 月-2019 年 12 月，已结项；
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所智库课题所智库课题：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用地保
障机制研究，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已结项。

年猛

年猛，男，安徽宿州人，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农村发展研究所副
研究员，同时兼任城乡关系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区
域经济学会第二届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
为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在《经济学（季刊）》《财贸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国家发展改革委《改革内参》、
人民日报《内部参阅》等转载。向党中央、国务院等中央部门提交相关决策建议
10 多篇，多篇研究成果获得中央领导批示。主持及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相关部委、地方政府等资助的多项研究
课题。兼任《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管理世界》《财贸经济》等多个
期刊匿名审稿人。
主要研究领域
区域发展战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关系等
联系方式电子邮箱：nianm@cas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