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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４０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凝练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框

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共识.为了完成这个

“时代命题”,我们亟需进行研究范式变革与研究方法创新.本文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结果,勾勒过

去１０年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式的演进过程,阐释凝练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重大

意义,讨论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必要性、可行性与迫切性,提出增强中国经济学

研究规范性与科学性、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交叉性与系统性的具体建议,包括重视中国经济基础数

据搜集与经验典型事实挖掘、加快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等,以实现在中国

经济学研究中经济思想和科学方法的统一,提高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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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凝练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共识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世界瞩

目的成就,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并没有遵循某类既有的运行模式,也没有遵

循某个成熟理论框架预先设计出的改革路径,而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依靠亿万中国人民的

首创精神与艰苦奋斗,不断进行调整、改革、创新,创
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

度.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
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
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方面

提出了重要论断”[１].中国经济学以研究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为研究对象,以总结中

国经济发展规律为主要内容,以构建中国经济学原

创理论体系为根本任务.这一点已经在国内经济学

界形成了广泛共识[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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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具有独创性和一般性两方面特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农村土

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渐进

式改革路径选择、国企改革与非公经济发展、政府和

市场“双引擎”等,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

现象,具有实践的成效和理论创新的亮点.中国经

济学家至少可以在四个重要领域实现独创性理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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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模式、政府与市场关系、超大型经济体与数

字经济的效应叠加[３].我们需要运用科学方法对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并成功解决的重大

经济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更重要的是,需要在独创

性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归纳、揭示中国经济发

展的一般规律.毫无疑问,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

济制度与历史文化等因素,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强烈

的“中国特色”.同时,我们也需要从“中国特色”
中发掘共性内容与本质联系,构建一般性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使中国经验成为具有深厚学

理基础、可借鉴、可复制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才

能泛化中国经验并提升中国经济理论的国际学术

影响力.
重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有其必要性与重

大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４０年来,中国经济

实现了长期稳定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

展奇迹,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这个巨大成功肯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首

先,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言,只有充分理解中

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发展逻辑,将中国经济问

题的研究上升到一般学科规律的理论,才能以此为

指导,更好地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继续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其次,对当

代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模式的成功实践不断拓展了当代经济学研究范

畴,更超越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范畴,总结中国

经济发展规律将大大丰富当代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

行机制的理解,推进人类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前沿

研究.最后,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提炼和泛化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是中国对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将能够指引

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缩短“南北差

距”,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

图１　国内经济学研究主题聚类(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数据来源:CNKI,由厦大—中科院“计量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和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

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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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者一直扎根中国经济改

革实践,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本土化”研
究的浓厚底色从未变化,研究成果取得许多重大突

破,推动了中国经济理论的不断创新.基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十四五”«经济科学发展

战略»课题组的研究成果① ,我们采用文献计量方法

对中国经济学研究主题进行聚类分析,将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年发表在中国高水平CSSCI经济学期刊的论文

主题划分为５大类,即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全要素生

产率、国际经济、公司金融(参见图１).其中,有关经

济增长主题的研究一直是重中之重.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发表于高水平CSSCI经济学期刊的论文中,“经济

增长”作为关键词共出现３５６次,排名第一.中国学

者尝试从多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产生的原因,
例如从制度变迁视角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４,５],从
经济史的视野描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６],基于要素贡

献率的分解与测算寻找经济增长的源泉[７]等.
凝练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

者的重大命题,也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富矿”.为

了完成这一“时代命题”,我们需要进一步从中国经

济发展过程中提取理论共性与一般规律,产生具有

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尤
为关键的是需要采用科学的、与时俱进的研究范式

和研究方法.

２　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变革与研究方法创

新:一个关键

　　自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其研究范

式和研究方法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随实践需要

而不断深化,随学科演变而不断进步.从早期以历

史分析、逻辑分析、定性分析为主,到现在以定量分

析为主,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包

含以数学为基础、使用数理分析工具的理论研究和

以数据为基础、使用统计推断方法的实证研究.数

学是逻辑推理的工具,建立在严格数学推导基础上

的理论模型能够保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逻辑上的一

致性;实证研究的目标是进行因果推断,经过经验数

据检验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假说才能解释经济现实,
从而保证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这种双重一致

性的存在使定量分析方法成为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

研究方法,使模型成为经济思想的重要载体和经济

理论的主要表示方式,使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类似

自然科学那样严谨自洽的社会科学.
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需要遵循什么研究范

式? 采用什么研究方法? 中国经济学界对此问题存

在一定争议,尚未形成广泛共识.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经济学研究在定量分析上取得长足进步,极大

增强了经济学研究的规范性,提升了研究质量,同时

推动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２].
我们以“中国经济学科高水平论文数据平台”中

８本国内高水平 CSSCI期刊的论文数据为基础,将
论文中出现的高频词划分为“实证类”“理论类”“政
策类”三个类别(分类标准参见表１),然后按照高频

词的类别将论文研究范式分为七个主要类型:“纯实

证”“纯理论”“纯政策”“实证与理论”“实证与政策”
“理论与政策”“实证、理论与政策”.例如,划分为

“纯实证”类的论文,其题目、关键词和摘要中至少出

现了一个“实证类”高频词且不含其他类高频词;划
分为“实证与政策”类的论文,其题目、关键词和摘要

中至少包含一个“实证类”和一个“政策类”关键词,
以此类推.按照这个分类标准② ,我们发现,实证研

究正在逐渐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研究范式:
“纯实证”论文占比从２０００年的７．８２％上升到２０２０
年的３２．２９％,增长了３倍以上;实证与理论相结合

的论文(“实证与理论”)增长速度最快,从２０００年的

　　①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的支持下,«经济科学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召开多次研讨会,结合国内外２００多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
确定８本国内高水平CSSCI经济学期刊,５本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与２０本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合称国际A类及以上经济学期刊)作为研究对
象,基于中国知网(CNKI)和汤森路透 WebofScience(WoS)数据,建立“中国经济学科高水平论文数据平台”,对中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进行
全面评估并持续跟踪发展状况,产生一系列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这８本国内高水平 CSSCI经济学期刊为:«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
(季刊)»«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金融研究»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５本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为AmericanEconomic
Review (AER)、Econometrica (ECTA)、Journalof PoliticalEconomy (JP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 (QJE)和 Reviewof
EconomicStudies(RES).２０本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为 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 (AJAE)、EconomicJournal (EJ)、
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 (IER),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 (JDE)、JournalofEconometrics (JoE)、JournalofEconomic
Theory (JET)、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 (JEEM)、Journalofthe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 (JEEA)、
JournalofFinance (JF)、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 (JFQA)、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 (JFE)、Journalof
InternationalEconomics (JIE)、JournalofLaborEconomics (JLaborE)、JournalofLaw & Economics (JLE)、Journalof Monetary
Economics(JME)、JournalofPublicEconomics(JPubE)、JournalofUrbanEconomics (JUE)、RANDJournalofEconomics (RAND)、
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REStat)和ReviewofFinancialStudies(RFS).这一分类参考了国际一流高校评价体系和专家意见,平
衡了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和研究的可操作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２５本期刊囊括了所有的高水平经济学期刊.
　　② 按照这个分类标准和归类方式得到的结果具有相当误差.特别是在２０１０年之前,例如在２０００年的分组中,我们的分类标准仅能覆盖

１４％的论文,但在２０２０年的分组中,我们的标准可以覆盖超过６０％的论文.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学研究规范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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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频词分类标准

高频词类型 高频词 相近词集合

实证类

实证
实证;实证主义;实证分析;实证研究;实证检验;实证效应;实证方法;实证经济学;实证解

析;实证证据

相关关系
相关关系;回归分析;回归;回归分解;回归方法;回归方程;回归模型;负相关关系;线性相

关;相关性分析

因果
因果关系;因果;因果关系识别;因果分析;因果性检验;因果性;因果性关系;因果检验;因
果识别;格兰杰因果检验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法;工具变量广义矩法;局部工具变量;弱工具变量;最优工具变量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

面板数据

面板数据;面板数据模型;paneldata模型;面板数据分析;paneldata;paneldata分析;面板

数据估计;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空间面板数据;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动态面板数据;动态面板

数据模型;空间面板数据;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省级面板数据

工业企业数据库 工业企业数据库

微观数据 微观数据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中国上市公司;A股;A股市场

理论类

理论分析 理论分析;理论模型;理论框架;理论研究

作用机制 作用机制;作用机理;作用关系

传导机制 传导机制;传导机理

DSGE模型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 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DSGE 建模;新凯恩斯

DSGE;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GE模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政策类 政策 政策;政策建议;政策含义;政策启示

　　由厦大—中科院“计量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和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整理.

０．９５％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０．８４％,增长超过１０倍;
有实证结果支撑的“政策”类论文保持稳定增长,在

２０２０年达到３．４９％.国内经济学研究中理论研究

的占比不高且增长缓慢:纯理论研究的占比从２０００
年的２．４１％上升至２０２０年的７．９５％,增长２倍左

右;理论研究中明确显示有政策相关高频词的论文

比重一直很低,最高为０．５８％(２０１６年).国内经济

学研究中的纯政策研究占比呈下降趋势,２０２０年仅

为１．８１％,与政策研究相关的论文数量增长缓慢,
在２０２０年达到７．３５％,比２０００年的３．６９％增加１
倍左右(图２).

研究范式变革与研究方法创新,特别是定量分

析方法的合理使用是研究、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

的关键所在.我们从必要性、可行性和迫切性三个

角度阐述其原因:
首先,定量分析方法是经济科学科学性的重要

体现.要科学阐释中国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必须依

靠定量分析方法.４０多年来,当代经济学研究不再

主要依据未经数据验证的理论模型推测经济行为和

解释经济现象,而是基于经济数据(观测数据和实验

数据等),通过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与工具,从数据中寻找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特
别是因果关系,揭示经济运行规律,取得了许多重要

经验发现和理论创新.研究发现[８],发表在经济学

国际期刊的实证研究论文占比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

３０％上升至今天的５０％以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

式出现了“实证革命”(EmpiricalRevolution)或“可
信性革命”(CredibilityRevolution).这场研究范式

革命的主要成就在于经济学的因果推断,即利用数

据和计量分析工具识别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从而证实或证伪经济理论或经济假说的正确性和有

效性.“实证革命”的本质是使经济学研究符合科学

研究范式,从而提升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使经济学

能够通过统计推断发现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本质联

系,通过实证检验剔除错误的理论与假说.同时,
“实证革命”使经济学研究能够更加贴近现实经济活

动,如同一门“社会工程学”,可以通过实证检验甄别

无效的经济政策与公共政策,为制定正确有效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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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国内经济学论文的主要类型(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数据来源:CNKI,由厦大—中科院“计量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和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

学)整理.

政策与公共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更好地发挥政

府作用.
其次,随着数据资源的快速积累与可获得性增

加,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具有可行

性.实证研究在国内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高水平数

据库建设.以«经济研究»发表论文为例,在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年中使用率最高的数据库是«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共有７８篇论文使用该数据库;其次为«中国

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产生了２０篇论文(参见

表２).在大数据时代,万物皆可互联,几乎所有的

经济活动都会产生各种形式的大数据,几乎所有的

经济现象都可以使用大数据来描述.大数据具有规

模性(volume)、高速性(velocity)、多样性(variety)、

准确性(veracity)等特征,包含着丰富的信息,为经

济学研究提供大量生动案例和研究素材[９].通过对

海量大数据的定量分析,可以获得经济变量之间的

因果关系,从而揭示经济现象背后蕴含的一般规律.

随着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标志的“数据革命”

的不断发展,经济学中实证研究占主导的趋势必将

不断加强.由于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优势,中国

在大数据资源方面与西方先进国家大致处于同一起

跑线上,这为中国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广阔的

发展前景和潜力巨大的应用空间,为中国经济学研

究实现赶超创造了历史性发展机遇.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经济研究»发表论文中数据库使用信息

基金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十年

合计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２８ ５０ ７８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１２ ８ ２０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６ １３ １９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５ １４ １９
海关数据库 ４ １１ １５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６ ８ １４
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 ４ ５ ９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４ ５ ９
人口普查 ３ ５ ８
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８ ０ ８
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 ３ ３ ６
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３ ２ ５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１ ４ ５
中国专利数据库 ０ ４ ４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２ １ ３
中国城乡流动数据库 ２ ０ ２
有使用上述数据库的文章量 ８４ １１６ ２００

　　数据来源:CNKI,由厦大—中科院“计量建模与经济政

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和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
门大学)整理.

第三,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一直是制约中国经

济学研究水平的一个“卡脖子”问题,迫切需要进行

研究范式变革和研究方法创新,科学使用定量分析

方法.虽然国内有关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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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并产生了不少具有深刻思想性和重大实践价

值的研究成果,但目前聚焦中国问题并产生重大国

际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依然较少.已有的研究大多应

用中国数据说明一个西方经济学一般问题,缺乏从

中国 问 题 中 抽 炼 一 般 经 济 规 律 的 研 究[１０].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以中国内地机构为署名单位、发表

在世界５大顶级经济学期刊的论文共有４５篇,其中

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仅有１３篇,占比为２８．９％,其
中AER５篇,JPE４篇,QJE３篇,RES１篇.此

外,论文的研究合作模式也相对单一,大多以内地—
海外机构合作为主.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间由内地学

者独立发表或者内地机构之间合作发表在世界５大

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中国问题相关论文数量为零.
鲜有中国原创性经济理论为国际经济学界所熟悉并

接受,鲜有在国际经济学界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

中国本土经济学家[１１].这其中有诸多原因,其中一

个主要原因是我们采用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还没

有跟上当代经济学发展潮流,需要进行变革和创新.
另一方面,滥用、误用数学模型和计量方法的现象日

益严重,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与争论[１２].产生这

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缺乏对研究问题的全面

把握、缺乏对定量分析方法的深刻理解、缺乏从经济

学角度对实证结果进行详细阐释等.这些问题的存

在导致许多论文结论不可靠、政策建议不可行.在

实证研究中,我们应避免生搬硬套、滥用、误用数学模

型与定量分析方法,深化对数学模型与定量分析方法

的基本原理、假设条件和适用范围的理解与认识,强
化对数学公式和模型方法的直观解释和经济解释①.

３　中国经济学研究思想与方法的统一:一个

方案

　　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我们可以

而且应当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中一些先进的研究方

法,将中国经济思想以规范的方法进行研究和表达,
提高中国经济研究的规范性;可以而且应当借鉴自

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科学研究范式深入分析中

国现实经济问题,提高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可以而

且应当采取交叉学科研究方法,不仅实现经济学与

自然科学研究的交叉,更要促进经济学与人文社会

科学的交叉研究,提高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交叉

性与系统性.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具体建议:
第一,加快中国经济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重

视基础数据搜集与经验典型特征事实(Empirical
StylizedFacts)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积累了

大量历史事实和经验数据,对经验典型特征事实做

深入挖掘与梳理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的第

一步,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凝练与解析中国经济

发展的科学问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Piketty)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研究就是一

个典型案例.他整合了包括国民收入账户数据、微
观调查数据、税收数据、商业银行报告在内的各种数

据,花费２０年时间与合作者创立“世界不平等数据

库”(WorldInequalityDatabase,WID),推动了世界

范围内对于不平等经济学的研究[１３].习近平总书

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５１７”讲话中这样

评价皮凯蒂的«２１世纪资本论»:“他用翔实的数据

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

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

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他的分

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

的所有制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１４].
在经验事实方面,中国经济学有着天然优势,拥有基

于中国经济实践的“政策数据库”、统计与行政数据、
经济社会调查数据、以及海量的微观个体行为大数

据等.系统整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基本数

据,建立完整、规范、开放的数据库,是深入研究中国

经济增长奇迹、凝练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前提,
是为中国经济学奠定扎实学理基础的重要一环,也
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富矿”.

第二,推动中国经济研究的交叉应用研究,加快

跨学科多领域融合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

法创新既来源于经济学母体的不断发展,还得益于

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先进经验,不断拓展经济学的

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例如实验经济学和计量经

济学 中 广 泛 使 用 了 随 机 控 制 实 验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自 然 实 验 (Natural
Experiments)、观测方法(ObservationalMethods)、
结构模型(StructuralModels)等因果分析方法,这
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文理交叉的结果,又广泛地应

用于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另一个例子来自

金融经济学,通过文本回归方法构建投资者情感指

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等研究人的情绪对资产定

价以及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等,这是将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的分析方法运用于经济与心理情感、制度法律、

　　① 有学者[２]从十二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在使用定量分析方法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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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等因素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从一个更广

泛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社会人文学科,开拓了人文

经济学定量分析新方向[１５].构建中国经济学,需要

特别重视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知识方法.一方面,需
要融合哲学、历史、政治和社会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

研究方法,提高观察经济现象、凝练经济问题、深化

经济思想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融合数学、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

法,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解释问题的能力,做
到“研究真问题,求得真学问”[１６].

第三,促进中国经济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
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与工具,全面推广中国经

济发展经验,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５１７”讲话中所指出的,“对
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

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

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

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马克思

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同志的系

列农村调查报告等著作,都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

田野调查材料”[１４].我们要重视借鉴国际上规范的

研究方法的使用,特别是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现代经

济学中那些先进、有用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例

如,我们可以在宏观经济定量模型中引入微观主体

的异质性和各类市场摩擦来刻画中国经济中的结构

性问题,市场的不完备性会通过改变异质性微观主

体的最优决策而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１７].
我们还可以将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引入宏观分析框

架,从多维度讨论多级政府纵向和横向策略互动及

其形成的均衡结果对于财政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影

响.这些都是采用现代经济学语言描述和分析中国

经济中“中国特色”因素的例子[１８].经济学采用数

学模型、实证方法等量化分析工具,具有很强的科学

性,这些分析方法与工具本身没有意识形态内涵,可
以大胆使用.同时,我们也强调,作为一门社会科

学,经济学发源于历史与时代、根植于制度与文化、
服务于政府与社会,具有鲜明的价值性.因此,中国

的经济学家既要有国际视野,也要有家国情怀,要在

熟悉国内外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国际语言的基础上,
积极总结、阐释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凝练中国经济发

展规律与发展模式,构建原创性、可借鉴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建设与经济全

球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并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

学术影响力.

致谢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量建模与

经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项目(７１９８８１０１)的资

助,以及厦大—中科院“计量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
基础科学中心和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

门大学)提供的数据支持,特别是钟秋萍的数据整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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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thepast４０years,ChinaseconomyhasmaintainedlongＧtermrapiddevelopment,andthe

socialisteconomicdevelopment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hasachievedworldＧrenownedachievements．

WeneedtoconductasystematicanalysisonChinaseconomicissues,refinethelawofChinaseconomic

development,buildupascientificanalyticframeworkforChineseeconomics,anddevelopatheoretical

systemofsocialistmarketeconom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hishasbecomeabroadconsensusamong

Chineseeconomicscircles．Toanswerthis “propositionofthetimes”,weurgentlyneedtocarryout

innovationsinresearchparadigmsandresearchmethods．Basedontheanalysisresultsusingbibliometrics

methods,thispaperoutlinestheresearchoutcomesonthelawof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

evolutionprocessoftheirresearchparadigms,explainsthesignificanceofrefiningthelaw ofChinas

economicdevelopment,anddiscussesthenecessity,feasibility,andurgencyofusingquantitativeanalysis

methodstostudyChinaseconomicissues．Itputsforwardspecificsuggestionstoenhancethenormalization

andscientificity of Chineseeconomicsresearch,theintersectionalityandsystematicnessofresearch

paradigmsandresearchmethods．ThesesuggestionsincludefocusingonthecollectionofChinaseconomic

dataandsummarizationofempiricalstylizedfacts,acceleratingtheinterdisciplinaryintegration,and

promotinginternationalacademicexchangesandcooperation．Itcouldhelptorealizetheunificationof

economicthinking and scientific methodsinthestudy of Chineseeconomics,andto enhancethe

internationalacademicinfluenceofChinese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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