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简历 

洪银兴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 

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经济转型研究方向首席专家 

1950年 9月生，汉族，江苏常州人,1968年 12 月参加工

作,1970 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济学博士（1987，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89），

博导（1993）。 

 

社会兼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专家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组专家、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主席、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第四、五届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经济学家》杂志副主编。 

 

学术荣誉：1991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

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获“国家级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0年 9月作为中美富布莱特(Fulbright)杰出

学者出访美国。 

研究方向 

1. 经济运行机制 

2. 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的理论和政策 

教学奖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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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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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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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银兴, 2005, 宝钢奖教金特等奖, 宝钢教育基金会 

2. 洪银兴, 1998, 教育部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教育部 

3. 洪银兴, 1995, 国家教委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教育部 

科研项目 

1. 洪银兴主持, 2005-2008, 经济转轨中城乡互动、供农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问题研

究,缺颁发单位, 编号:05BZD0033, 50 万元 

2. 洪银兴, 2002-, 建立和规范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秩序研究, 缺颁发单位, 缺编号 

出版专著 

1. 洪银兴 孙宁华, 2015, 中国经济发展 理论 实践 趋势, 南京大学出版社 

2. 洪银兴, 2013, 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南京大学出版社 

3. 洪银兴, 2008, 《转型经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4. 洪银兴, 2007, 《现代经济学通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5. 洪银兴, 2007, 《市场秩序和规范》,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6. 罗志军 洪银兴 许慧玲 刘志彪, 2007, 基于科教资源优势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南京

模式, 经济科学出版社 

7. 洪银兴 葛扬 秦兴方, 2005 年 5 月, 《资本论》的现代解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 

8. 洪银兴, 2005, 《以制度和秩序驾驭市场经济》, 人民出版社 

9. 洪银兴 刘志彪, 2003, 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机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获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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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银兴 沈坤荣 何旭强, 2000,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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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论文 

1. 洪银兴, 2015, 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辨析, 经济学家, 第 4期 

2. 洪银兴, 2015, 产业化创新及其驱动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端的机制研究, 经济理论

与经济管理, 第 11 期 

3. 洪银兴, 2015, 以三农现代化补“四化”同步的短板, 经济学动态, 第 2期 



   

4. 洪银兴, 2015, 论新时段的全面深化改革,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 第 4期 

5. 洪银兴, 2015, 关于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几个问题, 教学与研究, 第 9期 

6. 洪银兴, 2015, 现代化进程的区域时序和协调——兼论局部区域能否率先基本实

现现代化, 学术月刊, 第 12期 

7. 洪银兴, 2015, 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评论, 第 1期 

8. 洪银兴, 2015, 未来中国如何“现代化”（原文出处：《南国学术》2015.1）发

展经济学的视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人大复印资料）, 第 5期 

9. 洪银兴, 2015, 经济新常态不只是速度状态, 人民日报, 1月 23日 

10. 洪银兴, 2015, 靠什么支撑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光明日报, 2 月 25日 

11. 洪银兴, 2014,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推动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笔谈（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的政府作用）,经济研究, 第

1 期 

12. 洪银兴, 2014,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科学, 第 1期 

13. 洪银兴, 2014, 关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说明, 经济理

论与经济管理, 第 10期 

14. 洪银兴, 2014, 以新一轮改革推动新时期经济发展, 经济纵横, 第 1期 

15. 洪银兴, 2014,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和动力, 求是学刊, 第 1期 

16. 洪银兴, 2014, 关键是厘清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边界——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

作用后政府作用的转型,红旗文稿, 第 3期 

17. 洪银兴, 2014, 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 经济学动态, 第 11 期 

18. 洪银兴, 2014, 以新一轮改革推动新时期经济发展 （原文出处：《经济纵横》

2014.01.01）, 国民经济管理（人大复印资料）, 第 4期 

19. 洪银兴, 2014, 政府配置公共资源要尊重市场规律, 新华文摘, 第 7期 

20. 洪银兴, 2014, 新阶段的经济学创新和发展, 人民日报（理论版）, 5 月 25 日 

21. 洪银兴, 2014,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政府作用的优化, 光明日报, 1月

24 日 

22. 洪银兴, 2013, 深化改革推动新阶段的经济发展, 经济学家, 第 12期 

23. 洪银兴, 2013, 以新一轮改革推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

摘）, 第 6期 

24. 洪银兴, 2013, 现代化的创新驱动：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江海学刊, 第 6期 

25. 洪银兴, 2013,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往哪转？如何升？, 光明日报, 10 月 21日 

26. 洪银兴, 2013, 发展阶段改变和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行政管理改革, 第 9期 

27. 洪银兴, 2013, 新阶段城镇化的目标和路径, 经济学动态, 第 4期 

28. 洪银兴, 2013, 新阶段的城镇化需要政府积极引导, 人民日报, 7月 17日 

29. 洪银兴, 2013, 关于创新驱动和协同创新的若干重要概念,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第 5 期 

30. 孙宁华 洪银兴 于津平, 2013, 苏南地区现代化的标杆国家、进程评价和战略选

择, 南京社会科学, 第 4期 

31. 洪银兴, 2013, 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学家, 第 1期 

32. 洪银兴, 2013, 消费需求、消费力、消费经济和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问题,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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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报, 第 1期 

34. 洪银兴, 2013,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启现代化新进程——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 

江苏社会科学, 第 1期 

35. 洪银兴 郑江淮, 2009, 反哺农业的产业组织与市场组织, 《管理世界》, 第 5期 

36. 洪银兴 张二震, 2008, 在跨期比较中拓展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经济研究, 第 11

期 

37. 洪银兴 葛扬, 2005, 马克思地租、地价理论研究, 当代经济研究, 2005年第 8期 

38. 洪银兴 范从来, 2000, 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协调机制, 经济理论

与经济管理, 第 4 期 

39. 洪银兴 沈坤荣, 1996, Several Problems Related to Furtuer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4 

40. 洪银兴 沈坤荣, 1995, 海峡两岸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几个问题 , 中国社会科

学, No.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