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简历 

张二震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

家。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

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江

苏省经济国际化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曾任西北大

学、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南京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 

《世界经济》、《国际贸易问题》、《世界经济研究》、《政治经济学评

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商业经济与管理》、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Foreign Trade Studies 等重要学术期刊的编委或学术委员。 

曾赴日本名古屋学院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做高

级访问学者，获得南京大学优秀教学质量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一等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等奖励，两次

被南京大学学生评为“我最喜爱的老师”，从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

特殊津贴。 

研究方向 

1. 开放型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2.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教学奖励 

张二震,1987, 南京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南京大学 

科研奖励 

1. 张二震，马野青,2011, 江苏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人民

政府 

2. 张国华，张二震,2011, 江苏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人民

政府 

3. 方勇，张二震,2005, 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论文三等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

奖评奖委员会 



  

4. 张二震，马野青，方勇,2005,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江苏省人民政

府 

5. 张二震，马野青，方勇,2005, 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著作三等奖,安子介国际

贸易研究奖评奖委员会 

6. 张二震，马野青,2003, 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南京市人民政府 

7. 张二震，马野青,2003,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人民政府 

8. 罗志军，张二震,2001, 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南京市人民政府 

9. 罗志军，张二震,2001,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人民政府 

10. 张二震,2000, 江苏省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江苏省委宣传部 

11. 张二震，马野青,1999, 江苏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江苏省教委 

12. 张二震,1999,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人民政府 

13. 张二震，马野青，徐忠,1997,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江苏省人民政

府 

14. 张二震,1997, 全国优秀回国留学人员,国家教委,国家劳动人事部 

15. 张二震,1996, 江苏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培养人选,江苏省教委 

16. 张二震,1994,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人民政府 

17. 张二震,1992-,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务院 

科研项目 

1. 张二震，2017，特朗普经济政策对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影响及对策，江苏省商务厅重

点项目 

2. 张二震, 2017, 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动能问题研究 , 江苏省社科联 , 编

号:17SSL011 

3. 张二震, 2017, 江苏省开发区从产业集聚区向创新集聚区转型的思路和对策研

究, 江苏省社科联重大应用研究课题、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 编

号:17WTA005 

4. 张二震, 2016 年 11 月-2020 年 7 月, 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开放发展

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编号:16JJD790025 

5. 张二震, 2016年, 英国“脱欧”对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影响, 江苏省商务厅重点项目 

6. 张二震, 2016-2017, 扩大江苏服务业出口的对策研究, 江苏省社科联, 编

号:16SSL069 

7. 张二震, 2016, 开放发展理念研究,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委托项目, 编

号:16WTA003 

8. 张二震, 201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我省外贸转型发展, 江苏省社科联, 编

号:16SSL010 

9. 张二震, 2015, 全球价值链发展新趋势与江苏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问题研究, 江苏省

社科联, 编号:15SSL081 

10. 张二震, 2015, 借鉴发达经济体转型升级经验，增创我省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江苏

省商务厅重点项目 

11. 张二震, 2015, 新常态下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点难点及对策研究, 江苏省社科

联, 编号:15SSL012 



  

12. 张二震, 2014, 要素成本上升背景下我省外贸转型发展问题研究, 江苏省社科联应

用研究重大课题、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委托项目, 编号:14WTA006 

13. 张二震, 2014, “十三五”江苏提升外向型经济核心竞争力研究, 江苏省社科联, 

编号:14SSL067 

14. 张二震, 2014, 扩大江苏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路径与对策, 江苏省社科联决策咨询基

地重点项目, 编号:14SSL09 

15. 张二震, 2013, 全球价值链贸易：经济影响和江苏对策, 江苏省社科联决策咨询基

地项目, 编号:SSL13040 

16. 张二震, 2013, 江苏应对贸易摩擦对策研究, 江苏省社科联决策咨询基地项目 

17. 张二震, 2012, 江苏开发区转型升级对策研究, 江苏省社科联决策咨询基地项目 

18. 张二震, 2012, 江苏企业“走出去”的产业选择, 江苏省社科联决策咨询基地项目 

19. 张二震, 2012, 再创江苏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对策研究, 江苏省社科联决策咨询基地

项目 

20. 张二震, 2012, 加快江苏企业“走出去”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编

号:12JZA003 

21. 张二震, 2011, 昆山现代化之路, 昆山市委委托课题 

22. 张二震、张国华, 2010, 昆山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难点与对策研究, 中国浦东干部

学院, 编号:celap2010-ZDI-07 

23. 张二震, 20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江苏改革开放的实践研究, 江苏省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编号:2010ZDIXM011 

24. 张二震, 2009, 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向与南京引进外资战略的调整, 南京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25. 张二震, 2009,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加快江苏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对策研究, 江苏

省社科联委托重大课题, 编号:09-A-04 

26. 张二震, 2009, 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探讨, 江苏省外经贸厅国际经济贸易研究

所委托课题 

27. 张二震, 2008,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 教育部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应急课题 , 编

号:2008JYJ007 

28. 张二震, 2008, 外贸顺差问题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 编

号:08AJY004 

29. 张二震, 200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昆山的实践, 昆山市委市政府委托课题 

30. 张二震, 2006, 长三角外资外贸发展效益研究, 上海社科院委托课题 

31. 张二震, 2006, 开放条件下的昆山自主创新之路, 昆山市委市政府委托课题 

32. 张二震, 2006, 江苏苏北国际化战略研究, 江苏省社科规划办重点课题 

33. 张二震, 2005, 长三角一体化与苏南竞争力, 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委托课题 

34. 张二震, 2005, 贸易投资一体化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教

育部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 编号:05JJD790012 

35. 张二震, 2005, 长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发展态势研究, 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

社科规划办联合招标重点课题, 编号:05EYA002 

36. 张二震, 2004,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提升南京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思路与对

策, 南京市计委十一五规划前期课题 

37. 张二震, 2003, 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对策研究, 江苏省计委十一五规划前期

研究课题 



  

38. 张二震, 2003, 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的评估, 江苏省计委招标课题 

39. 张二震, 2003, CEPA 对江苏开放型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江苏省经贸委课题 

40. 张二震, 2002, 出口产品反倾销预警机制研究, 原国家经贸委课题 

41. 张二震, 2002, 南京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南京市科委重大招标课

题 

42. 张二震, 2001, 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 编号:01BJL036 

43. 张二震, 2001, 经济全球化与南京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 南京市科委软科学课题 

44. 张二震, 1999, 新形势下加快发展南京开放型经济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南京市科委

重大招标课题 

45. 张二震, 1998, 开放条件下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南京市科委软课

题项目 

46. 张二震, 1997, 江苏跨世纪外贸战略研究,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47. 张二震, 1997, 开放条件下南京市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南京市科委软课题项目 

48. 张二震, 1996, 南京市全面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对策, 南京市科委重大软课题项目 

49. 张二震, 1993, 比较国际贸易学,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50. 张二震, 1991, 对外贸易政策的比较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出版专著 

1. 戴翔、张二震著，2017，要素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新发展，人民出版社 

2. 洪银兴主编，张二震参著, 2017, 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江苏人

民出版社  

3. 张二震主编、安礼伟副主编, 2016, 开放发展, 江苏人民出版社  

4. 郑江淮、张二震等著, 2013, 昆山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人民出版社  

5. 管爱国、路军、张二震主编, 2012, 率先现代化的昆山之路, 人民出版社  

6. 张二震、马野青主编, 2008, 贸易投资一体化与长三角开放战略的调整, 人民出版

社  

7. 张国华、张二震主编, 2008, 改革开放的昆山之路, 人民出版社  

8. 张国华、张二震主编, 2007, 开放条件下的昆山自主创新之路, 人民出版社  

9. 张二震、马野青、方勇等著, 2004, 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 人民出版社  

10. 张二震、曾向东、马野青主编, 2003, 全球视角下的南京产业发展, 南京大学出版

社  

11. 罗志军、张二震主编, 2001, 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南京出版社  

12. 张二震、方勇, 2001, 新经济与创业板市场, 经济科学出版社  

13. 张二震参著, 1998, 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效应, 经济科学出版社  

14. 张二震参著, 1998, 现代经济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15. 张二震、马野青, 1996, 国际贸易政策, 中国青年出版社  

16. 张二震、马野青、徐忠, 1995, 比较国际贸易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17. 张二震, 1993, 国际贸易政策的研究与比较, 南京大学出版社  

18. [美]多米尼克.萨尔瓦多著，张二震、仇向阳译, 1992, 国际经济学, 江苏人民出版

社  



  

出版教材 

1. 张二震，马野青,2015, 国际贸易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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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论文 

1. 张二震、李远本、戴翔，2018，从融入到推动：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战略转变，国际

贸易问题，第 4期   

2. 张二震、戴翔，2018，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学习时报 4月 20日 

3. 张二震，2018，充分评估改革开放的间接利益，新华日报 3月 14 日 

4. 戴翔、张二震、王原雪，2018，全面开放新格局：内涵、路径及方略，贵州社会科

学，第 3期 

5. 戴翔、张二震、王原雪，2018，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本质及其应对，南京社

会科学，第 4期 

6. 张二震，2018，条件具备，战略正确，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世界经济研究，

第 3 期 

7. 戴翔、张二震、王原雪，2018，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

2 期 

8. 张二震，2018，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国际贸易

问题，第 1期 

9. 张二震，2018，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新思想，政治经济学评论，

第 1 期 

10. 戴翔、张二震，2018，“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的新时代经济全球化，江苏

行政学院学报，第 1期 

11. 戴翔、张二震，2018，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发展道路再思考，经济学家，第 1 期 

12. 张二震，2017，昆山：从高速度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光明日报，12月 20日 

13. 张二震、戴翔，2017，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社会科学报，12月 23日 

14. 戴翔、张二震，2017，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新贡献，世界经济研究，第 12 期 

15. 张二震、戴翔，2017，要素分工、开放发展与长三角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

江苏社会科学，第 5期 

16. 张二震、戴翔，2017，论开发区从产业集聚区向创新集聚区的转型，现代经济探讨，

第 9 期 

17. 戴翔、张二震，2017，我国外向型经济如何实现新突破，南京社会科学，第 9 期。

新华文摘 2018年第 1期转载 

18. 张二震、张晓磊、戴翔, 2017, 英国“脱欧”对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唯实, 

第 3 期 

19. 戴翔、张二震,2017, 全球服务贸易新趋势与我国的机遇, 中国国情国力, 第 5期 

20. 张晓磊、张二震,2017, “反全球化”能改善发达经济体低技能劳动者福利吗？,江

苏行政学院学报, 第 2期 



  

21. 张二震、戴翔,2017,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新趋势,人民论坛, 第 2期 

22. 黄南、张二震,2017, 经济转型的目标、路径与绩效：理论研究述评,经济评论, 第

2 期 

23. 张晓磊、张二震,2017,“一带一路”沿线恐怖活动风险的贸易隔离效应,世界经济

文汇, 第 1期 

24. 张二震、戴翔,2017, 国际贸易增长低迷将是中长期趋势,社会科学报, 1月 12日 

25. 张二震、张晓磊,2017,全球价值链、贸易增长“失速”与中国对策,国际商务研究, 

第 1 期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7 年第 6期转载 

26. 张二震,2017,中国如何攀升全球价值链,江海学刊,第 1期 

27. 戴翔、张二震,201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外贸转型发展,贵州社会科学,第 7

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6 年第 12期转载 

28. 张二震,2016, 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研究, 第 10期 

29. 王原雪、张二震,2016,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及中国的策略,南京社

会科学, 第 8期 

30. 戴翔、张二震,2016, 我国外贸增速下降：机理分析及对策思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第 3 期。新华文摘 2016年第 16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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