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简介

吴福象，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区

域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南京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学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经济学会

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

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江苏省 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资

助对象(考核优秀)。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2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以及教育部

和地方政府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项目

等 30 余项。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和

商务部商务发展研究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各 1项、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3次、江

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4次、江苏省优秀硕士生论文指导教师奖 2

次。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治理、中国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

等专题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5 篇)《经济研究》(2 篇)《管理世界》《中国

工业经济》《光明日报》以及 Studies in Regional Science，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等发表论文 150 余篇，出版专著 7部，参著 20 余部（多部

被译成英文出版），多篇《中国社会科学》和《光明日报》论文，入选庆祝改革

开放 40 年理论大视野文章，被新华文摘网络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领导干

部资料库和理论大视野宣讲家等网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

转载。

研究方向

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治理

区域经济理论和区域规划

产业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

关键技术创新与空间竞争

科研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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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评奖委员会

吴福象、段巍,2020, 《国际产能合作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中国社会科学》

2017 年第 2期)，商务部商务发展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论文)，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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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象、段巍,2018, 《国际产能合作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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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象、蔡悦,2016, 《中国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2 期)，江苏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论文),江苏省

人民政府

吴福象, 2016, 江苏省第五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江

苏省人民政府

吴福象,2015, 江苏省优秀硕士论文指导教师（《城市群产分工与协作机制研究：

以核心外围框架下的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优秀论文作者：蔡悦）,江苏省教育厅

吴福象、段巍,2015, 《新型城镇化中征地拆迁的利益冲突与协调研究：基于人

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互动视角》,第五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提名奖

吴福象、姜凤珍,2013,《长三角打造成为世界级城市群政府职能转变》(一等奖),

中浦长三角论坛

吴福象,2013, 江苏省优秀硕士论文指导教师（《要素禀赋、国际生产分割与贸易

结构升级：基于 1992-2010 年中国对外贸易状况的研究》，优秀论文作者：朱蕾）,

江苏省教育厅

吴福象,2011, 《跨国公司制造业垂直分离》(南京大学出版，2009)，江苏省第

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著作),江苏省人民政府

吴福象、刘志彪,2010, 江苏省高校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论

文),江苏省教育厅

吴福象、刘志彪,2010, 《中国贸易量增长之谜的微观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

学》2009 年第 1 期)，第十六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二等奖(论文),安子

介国际贸易研究评奖委员会



吴福象,2008,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吴福象,2007, 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江苏省教育厅

吴福象,2007, 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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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2期)，第十四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三等奖(论文),安子介国际贸易

研究评奖委员会

科研项目

吴福象，2021-2025，《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治理的机制、路径与政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编号 20&ZD123

吴福象，2021-2024，《中国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及实现路径研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编号 72073061, 50 万元

吴福象,2017-2019,《供给侧视角下江苏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提升路径与机制研

究》,江苏省 333 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编号 BRA2017358, 15 万元

吴福象,2014-2017, 《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战略区域研究》,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 编号 14ZDA024, 80 万元

吴福象,2012-2015,《基于动态 DCI 和 CGE 分析技术的区域一体化与福利补偿

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编号 71173101, 43 万元

吴福象,2011-2014, 《长三角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问题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编号 11JJD790044,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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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象,2010-2012, 《动态空间经济关联模式下区域公平和福利补偿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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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 编号 20080430167, 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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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李晓春(参著),2015, Transitionof the Yangtze RiverDelta（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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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84） ,Springer

吴福象等,2014, 《长三角城市群国际竞争力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刘志彪、吴福象,2014, 《中国长三角区域发展报告(2013-2014)》,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刘志彪(参著),2014, 《均衡中国：长三角发展新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参

著第 3和第 8章(第 48-84 和第 188-217 页)

LIU Zhibiao(参著),2013, Conflict and Harmony: Development in theYangtze

RiverDelta,Enrich Professional PublishingChapter6 The

IndustrialStructure of the Yangtze RiverDelta(PP.167-191)

刘志彪、吴福象等,2013, 《中国长三角区域发展报告(2012)》,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刘志彪(参著),2012, 《价值链上的中国：长三角选择性开放新战略》,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参著第四章《价值链分工、人力资本流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67-91

LIU Zhibiao( 参 著 ),2011, Growth of the Services Sector in the



YangtzeRiverDelta,Enrich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Chapter 7 The

Optimization oftheDistribution of the Productive Forc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PP.137-164)

吴福象 (专著),2010, 《中国区域经济交互关系评价与协调研究》,南京大学出

版社全书 21.1 万字

姜宁 (参著),2010, 《中国长三角与日本东海地区的产业经济发展》(第二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参著《行政中心，还是经济中心》149-171

吴福象 (主持),2010, 《南京就业弹性研究：模型与政策》,南京大学出版社（课

题主持人）

刘志彪 (参著),2010,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参著第

5和第 7章(第 131-165 和第 196-226 页)

刘志彪 (参著),2010, 《冲突与和谐：长三角经济发展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参著《长三角产业结构：同构还是投资趋同》195-222

李晓蓉 (参著),2010, 《中国产业经济学前沿》,南京大学出版社参著《跨国公

司研发外包与本土企业的动态技术跟进》26-45

吴福象 (专著),2009, 《跨国公司制造业垂直分离》,南京大学出版社全书 28.0

万字

王立平 (参著),2009, 《基于苏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人才战略研究》,经济科

学出版社苏州市委组织部委托课题成果，刘志彪教授主持

刘志彪 (参著),2009, 《全球化中中国东部外向型经济发展：理论分析和战略调

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基础上成果，批准号：06AJL005

刘志彪 (参著),2008, 《服务业驱动长三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参著第七章

《长三角地区生产力布局优化：服务业的协调作用》160-191

刘志彪 (参著),2007, 《长三角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参著

第十七章《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群落与经济增长》479-517

曾向东 (参著),2007, 《区域和谐与南京城市空间发展》,东南大学出版社参著

第一章《概论》1-21

刘志彪 (参著),2006, 《长三角托起的中国制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参著第

五章《全球化中的长三角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

出版教材



刘志彪(参编),2019, 《产业经济学》(第二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编写其中的四

章)

刘志彪(参编),2015, 《产业经济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13《产业联系》

270-291，CH15《产业竞争力与产业升级》317-334

洪银兴 (参编),2007, 《现代经济学通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参编第五章《企业

制度与企业成长》，9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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