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简历 

范从来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方向首席专

家，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博士生导师、教授，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

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6 年），教

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经

济研究》《金融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编委。 

 

曾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

论文奖，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特等奖。 

研究方向 

1. 货币经济学 

2. 公司金融 

教学奖励 

1. 范从来、盛天翔、王宇伟：信贷量经济效应的期限结构研究，获第十四届江苏省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理论成果二等奖 

2. 逄锦聚 刘灿林 木西 杨瑞龙 何自力 范从来 白永秀, 2014, “经济学基础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3. 范从来 刘晓辉, 2014, 著作《汇率制度选择：经济学文献贡献了什么》, 江苏省

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江苏省人民政府 

4. 范从来, 2012, 《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研究》, 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一等奖 ,江苏省人民政府 

5. 安同良 葛扬 范从来 刘志彪 洪银兴, 2009, 经济学人才培养集成创新模式, 国

家级教学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周济 

6. 沈坤荣 安同良 范从来 刘志彪 洪银兴,2005, 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7. 范从来,2004, 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范从来, 2001, 高校青

年教师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8. 洪银兴 刘志彪 范从来 刘东,2001, 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 



  

9. 洪银兴 刘志彪 王国刚 范从来,1994, 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 

科研奖励 

1. 范从来, 杜晴. 2017, 中国高货币化率的产业结构变动解释, 兴华优秀论文奖, 全

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领导小组.  

2. 杨继军、范从来. 2016,“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健”的影响，获全国“刘

诗白经济学奖”. 

3. 杨继军、范从来. 2016,“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健”的影响，获第十四届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理论成果一等奖. 

4. 范从来, 盛天翔, 王宇伟,2016, 信贷量经济效应的期限结构研究，获第十四届江

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理论成果二等奖，2016. 

5. 范从来, 盛天翔, 王宇伟，2015，论文“信贷量经济效应的期限结构研究 ”，中

国金融学会第十届全国优秀金融论文二等奖，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学会. 

6. 范从来, 2005,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7. 范从来, 2003, 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8. 范从来, 2002,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科研项目 

1. 范从来，2014-2016，经济转型背景下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教育部长江学者与创

新团队发展计划，编号:IRT13020，150 万元. 

2. 范从来，2011-2014，居民收入来源结构优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编号:11AJL003, 25 万元. 

3. 范从来, 2006-2009, 基于福利标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编号:70673033, 18 万元. 

4. 范从来, 2003-2007, 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运行机制研究, 教育部高等学校全

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资助项目, 50 万元. 

5. 范从来, 2002-2006, 中国通货紧缩研究, 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计划, 30 万

元. 

6. 范从来王宇伟等, 2002--2005, 不完全资本市场与公司投资行为研究, 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编号:02JAZJD790016, 20 万元. 

7. 范从来, 2001-2003, 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机制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 编

号:01BJL010, 5.2 万元. 

出版专著 



  

1. 范从来. 2017, 货币政策目标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 

2. 范从来, 张中锦, 巩师恩, 吴凯. 2016, 收入优先增长:总量与结构，经济科学出

版社. 

3. 刘伟, 范从来, 黄桂田. 2016, 现代经济学大典· 转型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

社. 

4. 范从来, 刘晓辉. 2013, 汇率制度选择：经济学文献贡献了什么,商务印书馆. 

5. 范从来, 刘晓辉. 2013, 汇率制度选择, 商务印书馆. 

6. 范从来. 2010, 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研究, 商务印书馆. 

7. 范从来, 王宇伟. 2006, 公司金融研究, 商务出版社. 

8. 范从来, 沈坤荣, 郑江淮. 2005, 转型中的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经济科学出版

社. 

9. 范从来. 2003, 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机制研究, 人民出版社. 

10. 洪银兴, 刘志彪, 范从来. 2002, 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 经济科学出版社. 

11. 范从来等, 2001, 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12. 高德正, 洪银兴, 范从来, 沈坤荣, 高波. 1996, 苏南乡镇企业, 南京大学出版

社. 

13. 范从来等. 1995, 中国证券投资, 南京大学出版社. 

14. 范从来. 1994, 现代金融制度, 南京大学出版社. 

15. 范从来. 1994, 乡镇企业发展论, 京大学出版社. 

16. 范从来等. 1992, 银行经营管理通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 

17. 范从来. 1990, 筹资与投资管理,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教材 

1. 范从来, 姜宁, 王宇伟编著, 2013, 货币银行学（第四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2. 洪银兴主编，刘志彪、范从来、张二震参编, 2007, 现代经济学通论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3. 范从来 姜宁 王宇伟, 2007, 货币银行学 , 南京大学出版社. 

4. 范从来, 姜宁. 1995, 货币银行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5. 范从来, 夏江. 1995, 证券投资, 南京大学出版社. 

发表论文 

1. 范从来, 陈冬华, 王宇伟, 沈永健, 姜国华.2017, 宏观问题之微观证据与微观研

究之宏观价值, 经济研究,(1): 195-200. 

2. 范从来. 2017,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经济研究, (5): 23-25. 

3. 范从来. 2017, 益贫式增长与中国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 经济研究, (12) 

4. 沈永建, 范从来, 陈冬华, 刘俊. 2017, 显性契约、职工维权与劳动力成本上

升：《劳动合同法》的作用,中国工业经济, (2): 117-135 



  

5. 盛天翔, 王宇伟, 范从来. 2017, 利率工具、银行决策行为与信贷期限结构. 中

国工业经济, (12): 22-39 

6. 高洁超, 范从来, 杨冬莞. 2017, 企业动产融资与宏观审慎调控的配合效应, 金

融研究, (6): 111-125 

7. 童中文, 范从来, 朱辰, 张炜. 2017, 金融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

考虑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 金融研究, (3):16-32. 

8. 范从来, 王勇, 杜晴. 2017, 分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编制及扶贫政策的启示,中

国经济问题, (2): 125-135. 

9. 胡育蓉, 范从来. 2017,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运用机理研究. 中国经济问题, 

(5):25-33. 

10. 高洁超, 范从来, 杨冬莞. 2017, 商业银行拨备监管的经济波动效应研究, 产业

经济研究, (3): 27-37. 

11. 范从来, 谢超峰. 2017, 益贫式增长、分配关系优化与共享发展, 学术月刊, 

(3): 61-67. 

12. 张淦, 高洁超, 范从来. 2017, 资产短缺、家庭资产配置与商业银行转型, 金融

论坛, (2): 13-24. 

13. 张勇, 范从来. 2017, 货币政策框架：理论缘起、演化脉络与中国挑战, 学术研

究, (11): 101-110. 

14. 谢超峰, 范从来. 2017, 富民与增长的统一：基于江苏和浙江的比较研究, 江海

学刊, (5): 84-90 

15. 谢超峰, 范从来, 王泽亚. 2017, 发达地区的益贫式增长：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4): 24-38 

16. 邢军峰, 范从来. 2017, 国际货币循环、资源流动和全球失衡, 南京社会科学, 

(4)：37-43. 

17. 邢军峰, 范从来. 2017, 国际货币循环、资源流动和全球失衡, 新华文摘, (18) 

18. 杨继军, 范从来, Gong Huayan. 2017, “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健”时期

的影响——基于价值链的实证检验（英文）,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7119 

19. 范从来. 2017, 以益贫式增长促居民增收, 决策参阅, (16) 

20. 范从来. 2017, 苏浙粤股权投资比较与江苏创新路径,决策参阅, (8) 

21. 范从来, 谢超峰. 2017,益贫式增长、分配关系优化与共享发展, 新华文摘, (15) 

22. 范从来 丁慧 张淦：“金融改革的方向:基于马克思借贷资本和现实资本理论的分

析”，《经济学家》，2016 年第 4期；   

23. 范从来 高洁超：“适应性学习与中国通货膨胀非均衡分析” ，《经济研

究》,2016 年第 9期; 

24. 周耿, 范从来:“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复杂度、佣金水平与市场的羊群效应”，《当

代财经》，2016年 3月；   

25. 周耿, 范从来：“货币政策对 P2P网贷市场利率的影响研究”，《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2016 年第 6期； 

26. 丁慧, 范从来 钱丽华：“通货膨胀预测方法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

2016 年第 2 期； 

27. 谢超峰, 范从来：“基于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经

济学家》，2016年 12月；     



  

28. 樊向前, 范从来：“城市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和评估体系研究——基于金融地理

学的信息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16 年第 2期；    

29. 王宇伟, 范从来：“企业部门的货币持有与中国货币化率的变动——来自微观层

面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16 年第 7期；    

30. 刘家树, 范从来 齐昕：“资金支持嵌入创新链的异质性效应研究”，《江苏社会

科学》，2016 年第 5期；   

31. 杨继军, 范从来：“开放条件下物价水平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 52个国家面板

数据的经验证据”，《南开经济研究》2016 年第 4期； 

32. 范从来，“建立驱动创新的融资体系”，《光明日报》2016年 11月 2日     

33. 张淦 范从来 丁慧, 2015, 资产短缺、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与中国通货膨胀, 财

贸研究, 第 6期 

34. 张淦 范从来 郭传辉, 2015, 中国存在金融资产短缺吗？——基于金融资产供求

的初步判断, 南京社会科学, 第 10期 

35. 范从来 张中锦, 2015, 收入分配与公平发展的实现, 学术月刊, 第 10期 

36. 杨继军 范从来, 2015, “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健”的影响——基于价值

链的实证检验, 中国社会科学, 第 10 期 

37. 范从来 高洁超, 2015, 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最新进展：一个文献综述, 南大商学

评论, 第 30辑 

38. 郭永济 丁慧 范从来, 2015, 中国通货膨胀动态模型预测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

问题, 第 5期 

39. 童中文 魏歆七 范从来, 2015, 我国信贷顺周期现象与审慎监管, 金融市场研究, 

第 8期 

40. 何启志 张晶 范从来, 2015, 国内外石油价格波动性溢出效应研究, 金融研究, 

第 8期 

41. 丁慧 范从来 钱丽华, 2015, 基于核心通货膨胀视角的物价走势判定研究, 经济

理论与经济管理, 第 7期 

42. 胡育蓉 范从来, 2015, 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利率双轨制和利率市场化, 经济评

论, 第 4期 

43. 范从来 胡育蓉, 2015, 供给资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新主线, 中国高校

社会科学, 第 4期 

44. 范从来 张中锦, 2015, 功能性规模性收入结构的思想演进（原文出处：《经济学

家》2014.09）,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第 10 期 

45. 范从来, 2015, 资产短缺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新主线, 新华日报, 2015 年 7月 10

日 

46. 陈冬华 范从来、沈永健, 2015, 高管与员工：激励有效性之比较与互动, 管理世

界, 第 5期 

47. 范从来 巩师恩, 2015, 城镇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平等效应, 江苏社会科学, 第

2期 

48. 范从来 杜晴, 2015, 产业结构影响 M2/GDP 比值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问题, 第 2

期 

49. 许立成 范从来, 2015, 中国银行业中的政府监管：演进与逻辑, 经济与管理研

究, 第 3期 

50. 丁慧 范从来, 2015, 中国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了吗——基于广义价格指数的实证

研究, 经济学家, 第 1期 



  

51. 范从来, 2014, 诞生强企业是地方转型成功重要标志, 新华日报, 2014 年 11月

25日 

52. 王勇 范从来, 2014, 产业结构与货币需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中美 M2/GDP

差异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 11 期 

53. 范从来 巩师恩, 2014, 苏南共同富裕的示范及其推进策略, 江海学刊, 第 6期 

54. 邢军峰 范从来, 2014, 创业投资合约控制权和融资结构的研究,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6期 

55. 丁慧 范从来 钱丽华, 2014, 中国广义价格指数的构建及其货币政策含义, 中国

经济问题, 第 5期 

56. 何启志 范从来, 2014, 学习型预期与中国扩展的新菲利普斯曲线研究, 金融研

究, 第 9期 

57. 范从来 张中锦, 2014, 功能性与规模性收入结构：思想演进、内在联系与研究趋

向, 经济学家, 第 9期 

58. 邢军峰 范从来, 2014, 可转换证券的性质及其在创业投资中的运用, 中央财经大

学学报, 第 8期 

59. 许立成 范从来, 2014,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诠释与反思, 现代经济探讨, 

第 6期 

60. 司徒功云 范从来 张淦秦研, 2014, 培育强企业是区域经济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

——以江苏省为例, 江苏社会科学, 第 2期 

61. 范从来, 2014,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金融创新转型, 天津日报, 2014 年 4月 14

日 

62. 王勇 胡育蓉 范从来, 2014, 基于资产短缺视角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探讨, 现代管

理科学, 第 4期 

63. 胡育蓉 范从来, 2014, 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拟合, 金融研究, 第 3期 

64. 范从来 王勇, 2014, 中国“货币超发”：判断标准、成因及其治理, 经济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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