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二十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评选结果 

优秀著作奖（13 部） 

一 等 奖（空缺） 

二 等 奖（3 部） 

著  作  题  目 出版单位  申请人 工作单位 

制度性权力：国际规则重构与中国策略 人民出版社 赵龙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要素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新发展 人民出版社 戴翔 南京审计大学 

人民币汇率、信贷约束与国际贸易 北京大学出版社 余淼杰 北京大学 

三 等 奖（10 部） 

著  作  题  目 出版单位 申请人 工作单位 

提升中国产品海外形象研究 企业管理出版社 林汉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全球贸易与投资政策研究报告（2016）——国际贸易与投

资新规则的重构 
    人民出版社 唐宜红 中央财经大学 

国际服务贸易前沿问题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蔡宏波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曲如晓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工业企业的国际化与经济绩效 人民出版社 程大中 复旦大学 

全球海外耕地投资发展与研究 科学出版社 卢新海 华中师范大学 

互联网跨境数字化与关税征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白树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异质性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 李春顶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分割生产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发展研究 科学出版社 杨永华 云南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国际经贸法律问题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漆彤 武汉大学 



 

 

优秀论文奖（23 篇） 

 

一 等 奖（1 篇） 

论  文  题  目 发表刊物 申请人 工作单位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李志远 复旦大学 

二 等 奖（6 篇） 

论  文  题  目 发表刊物 申请人 工作单位 

进口贸易、本土关联与国内价值链重塑 中国工业经济 黎峰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 经济研究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 

Intermediate input imports and innov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patent filing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刘青 中国人民大学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技术选择 经济研究 陈雯 厦门大学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如何影响服务贸易流量？——基于增加值

贸易的研究视角 
经济研究 鲍晓华 上海财经大学 

CISG in Chinese Courts: The Issue of Applicabili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刘桥 西安交通大学 

三 等 奖（16 篇） 

论  文  题  目 发表刊物 申请人 工作单位 

How you export matters: Export mode, learning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马弘 清华大学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影响与机制分析 世界经济 吕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贸易利益评估的新框架——基于双重偏向型政策引致的

资源误置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 钱学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间品进口的来源地结构与中国企业生产率 世界经济 魏浩 北京师范大学 



自贸区设立、贸易发展与资本流动——基于上海自贸区的研

究 
金融研究 项后军 广东金融学院 

全球化变局、全球治理与开放经济供给侧改革 
南开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黄建忠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思想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 
经济要参 姜荣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特朗普贸易政策与美对华“301”调查 国际贸易问题 任靓 北京联合大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发展状况研究——夜间

灯光数据在引力模型中的实证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

研究 
李林玥 中央财经大学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微观

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刘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区域的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区域互动与增值收益 经济研究 潘文卿 清华大学 

中国贸易自由化的消费者福利分布效应 经济学(季刊) 施炳展 南开大学 

集群商业信用与企业出口——对中国出口扩张奇迹的一种解

释 
经济研究 马述忠 浙江大学 

贸易增加值视角下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事实与解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

研究 
彭水军 厦门大学 

Import sourcing of Chinese cities: Order versus randomn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荆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与我国法律机制的衔接 国际商务 薛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学术鼓励奖（9 名） 

序号 获 奖 者 所在单位 

1 李德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 陈兆源 中国人民大学 

3 景光正 南开大学 

4 邵朝对 南开大学 

5 柯善淦 华中科技大学 

6 诸竹君 浙江大学 

7 王海成 湖南大学 

8 袁凯华 厦门大学 

9 刘冬冬 重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