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平同志基本情况和学术成就介绍 

 

一、基本信息 

姓名 李平 
曾用

名 

无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59 年 

6 月 
民族 汉族 籍贯 河南洛阳 

出生地 
河南 

三门峡 
党派 

中共 

党员 

学历或

学位 
硕士 

专业 
技术经

济 

专业技术职务

及聘任时间 

研究员 

2001 年 

专业技术

岗位等级 
二级 

工作 

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职务 所长 

通信地址 

及邮编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00732 

身份证

号码 
110105195906016558 

手机 13910795597 
电子 

邮箱 
liping@cass.org.cn 

座机 85195701 

 

二、主要学历 

起止年月 校（院）、系及专业 学历/学位 

1978 年 1 月至
1982 年 1 月 

华北电力学院动力系热工自动化专业 工学学士 

1986 年 7 月至
1989 年 7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技术经济专业 
经济学硕士 

   

   

   



三、主要学术经历 

起止年月 工 作 单 位 职务 

1989 年 7 月至
2008 年 9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助研、副研、
研究员

（2001）、副
所长（1998） 

2008 年 9 月至
2011 年 8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党委书记 

2011 年 8 月 

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所长 

   

   

   

   

   

   

   

 

四、重要学术任(兼)职 

起止年月 学术团体或学术刊物名称 职务 

2014 年起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 

2016 年起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理事长 

2010 年起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 理事长 

2009 年起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 副理事长 

2014 年起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会 副会长 

2014 年起 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 副会长 



五、主要学术荣誉称号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授予 

时间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中宣部 2015 

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国务院 2016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国务院 2006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中国科协 2014 

院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国社科院 2011 

院科研岗先进个人 中国社科院 2015 

 

六、重要获奖情况 

成果（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及等级 排名 
奖项 

类别 

获奖 

年份 

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
济冲击过程的系统回顾

和思考 

第八届院优秀科研成
果三等奖 

1 省部级 2014 

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第九届院优秀科研成

果三等奖 
1 省部级 2016 

“互联网”对宏观经济的
潜在影响及对策建议 

2015 年院优秀对策信
息对策研究类特等奖 

1 省部级 2016 

对未来十年我国潜在经
济增长率的预测 

2014 年院优秀对策信
息对策研究类二等奖 

1 省部级 201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
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

响及建议 

2016 年院优秀对策信
息对策研究类二等奖 

1 省部级 2017 

2016 年下半年及 2017 年
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2016 年院优秀对策信
息对策研究类二等奖 

1 省部级 2017 



七、个人主要学术业绩 

我是 1977 级大学生，1986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9 年进入中

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长期从事技术经济学研究，由一

名普通研究人员，成长为中国技术经济学科带头人。 

在项目评价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技术经济学科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面向国家

战略需求重大决策咨询等方面均有建树，以优异的学术成就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回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使我院在技术经济学领域保持领先和权威地位。 

一、科研工作和学术成果概况 

2001 年被评为研究员以来，主持过国家自科基金应急项目（3 项）、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2 项）和重点项目（1 项）、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2 项）、社科

院重大项目（1 项）、社科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2 项），国家发改委、科技部、

铁道部、水利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委托的项目，曾任国家 863 项目执行负

责人。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权威和核

心刊物上发表有关生产率研究、项目评价、科技创新政策、科技创新战略研究等

学术论文 100 余篇，出版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20 余部，为中央决策积极献言

献策，向中央提供多篇《要报》文章和研究报告，多次获得中央领导批示。 

二、主要学术业绩 

1.在技术经济学主体领域项目评价方面，将评估理论方法研究和应用研究成

果上升为国家规范。 

在项目评价领域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使评价方法由理论形成规范。作为主

要成员，积极参与制定国家规范性文件《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

版）的制定，并做出重要贡献。住建部评价，“在编写过程中，以坚实的理论与

实践功底，不仅积极参与了总体框架和各章节的研讨、修订工作，还承担了„区

域和宏观经济影响分析‟和„费用效果分析‟两章的主编工作。特别是„区域和宏观

经济影响分析‟一章被首次系统性的写进《方法与参数》，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

作”。这些规范已经在“三峡工程建设评估”、“白鹤滩水电站项目评估”等国家重

大项目评价中得以应用和完善。评估理论方法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在

“特大型投资项目的区域和宏观经济影响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3.02）、“大型建设项目区域经济影响评价理论基础及其评价体系”（《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02）等一系列论文中。 

2.作为国家特聘专家，在国家重大建设项目论证审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

有权威影响力。 



南水北调工程：在南北调水工程论证审查阶段，被聘为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审

查委员会专家，起草综合审查报告。承担过南水北调工程东、中、西三条线路的

论证工作，主持水利部委托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经济社会效益分析”、“南水北

调西线工程对调出区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课题研究；负责意大利环境与领土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水利部以及国家气象局共同参与的“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可

持续水资源综合管理研究项目（SWIMER）”，“研究成果在南水北调工程项目论

证和决策中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峡工程：担任国家“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财务与经济效益评估专家兼工作

组组长、“三峡工程建设第三方独立评估”财务与经济效益评估专家组副组长兼工

作组组长。主管部门评价：“跨世纪超大型的三峡工程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

社会经济环境复杂，争议不断，举世瞩目。承担的财务与经济效益评估，科学规

范严谨、系统深入、结论审慎可靠，并对未来同类工程评估及管理提供了规范性

的理论与方法支撑。” 

高速铁路项目：担任国家京沪高速铁路评估专家组成员。主持铁路建设项目

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作为骨干人员参加了国家京沪高速铁路项目论证工作，研

究成果（《铁路与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得出的结论，被铁道部作为权

威论据和决策的重要支撑，反复强调和引用。在高速铁路项目“轮轨”与“磁浮”的

论证与比选过程中，作为项目主研人员和协调人，参加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

划（863 计划）“高速磁悬浮交通技术”重大专项“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长大干线的

适用性——宏观技术经济问题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从技术经济角度提出了许

多建设性意见，为课题任务的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得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为“高

速磁悬浮交通技术”重大专项的实施提供了重要依据。”曾担任 863 计划“发展磁

浮交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课题的执行负责人，在课题的组织和研究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3. 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对基础数据及相关参数的细化做

出基础性、深化性贡献。 

全要素生产率是技术经济学科重要的宏观研究领域，是经济增长分析、经济

预测的核心指标。首先主要集中在改进生产率测算方法，提出适合中国实践的测

算方法；其次，多维度实证测算了中国总量、行业、地区、微观企业生产率；再

次，对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等基础数据及相关参数进行了细化测算。承担了中国

社会科学院有关生产率的多项研究项目，负责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潜在

经济增长率测算研究”。在主持的国家“十三五”科技规划前期研究、国家中长期



科技发展规划中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评估、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研究等项目中，

深化科技进步贡献研究，为制定国家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发表了系列学术

论文和研究报告，包括“中国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源泉：1978-2010 年”（《数量

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01）、“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及影响因素”（《管理

世界》，2016.09）、“环境技术效率、绿色生产率与可持续发展：长三角与珠三角

城市群的比较”（《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11）等。 

4.多次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咨询并发挥重要作用，受到有关部门高度评价，为

我院发挥国家顶级智库作用贡献了力量、赢得了荣誉。 

在多项国家重大战略咨询中发挥重要智库作用。被聘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专

家咨询委员会”委员（16 个委员之一），该委员会是建国以来唯一以中共中央文

件形式批准的专家委员会，“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定位”、“非首都功能疏解”、“雄

安新区规划”等相关工作受到中央领导高度评价和肯定，专家咨询委员会多次专

门致函社科院予以表扬；率我院团队参与《中国制造 2025》规划制定，主持部

门工信部致函我院评价道，“贵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平所长及其研究

团队，以其坚实的理论功底和专业水准，积极参与„战略支撑‟部分撰写工作，在

规划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贵院专家的研究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和感谢！”；

作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监督评估专家组成员，在战略导向、产业态势、评估

方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受到高度评价。 

面向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为国家发展战略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2012

年、2015 年和 2017 年主持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2030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预测研究”、“2035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预测研究”、“2040 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预测方法研究”等课题。主持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科技促进

发展影响评估的经济学方法研究——以民口 10 个科技重大专项为例”研究，受到

相关部门好评。2016-2018 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与„双创‟研究”，深入研究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前正在为国家发改委制定

《建立面向市场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指导意见》提供直接支撑。 

三、团队建设 

多年来一直注重研究人员的培养，在本学科领域积极开展人才培养梯队建

设。建立了超大型项目评价的核心团队和外围团队，为我国的重大项目评估培养

了新生力量。带领并培养了全要素生产率领域一批骨干力量，特别培养了一支年

轻化的队伍，在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影

响力。 



四、社会兼职 

2016 年被选为技术经济学科影响范围最广的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理事长（40

年来一直由部级领导担任理事长），该学会是中国科协所属的 200 多个学会中由

中国科协直接主管的 9 个学会之一。同时还兼任“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首届“国家统计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工信部通信科技委员会常委、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监督评估专家组成员、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区域经

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高科技发展促进会副会长等职

务。 

五、荣誉奖励 

科研成果方面，多次获得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院优秀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奖

等奖项。其中，论文“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过程的系统回顾和思考”（《中

国工业经济》，2009.10），获得第八届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论文“中国工业绿

色转型”（《中国工业经济》，2011.4）获得第九届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要报“互

联网”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影响及对策建议，获得 2015 年优秀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

特等奖；要报“对未来十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获得 2014 年优秀对策

信息对策研究类二等奖；要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及建议”，要报“2016 年下半年及 2017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获得 2016 年院

优秀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二等奖等。 

个人荣誉方面，被授予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

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院优秀青

年、院优秀党务工作者、院科研岗先进个人、首届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杰出贡献奖

（4 人排名第一）、首届中国数量经济学会杰出学者等荣誉称号。 

 



八、代表性论文、著作、研究报告 

序号 代表性论文、著作、研究报告 

1 

基本信息：李平，《颠覆性创新的机理性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 年 

主要贡献及引用评价：此书是国内第一本对颠覆性创新的机理进行研究的专著。对

颠覆性创新的规律进行了理论研究，对技术预见方法、技术预见活动等进行了系统

的梳理，并对人工智能、特斯拉、SpaceX、纳米技术等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颠

覆性创新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剖析其背后的创新因素和模式，提出了可借鉴的经

验启示。此书提升了颠覆性创新研究理论化水平，并为政府部门推动颠覆性创新提

供重要的借鉴，同时对于从事颠覆性创新研究的学者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2 

基本信息:李平、钟学义、王宏伟、郑世林，“中国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源泉：1978

－2010 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30（1），2013，3-21 

主要贡献及引用评价：此文创新性地提出了纯要素生产率法，运用该方法测算了全

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与 Solow 余值法测算的结果进行比较，证

实了当前不同学者测算结果的差异，并首次揭示了各种测算结果差异的根本原因。

此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引用（复印期号

2013 年 03 期），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该文在中国知网被引频次为 31 次，下载

频次为 1109 次。 

3 

基本信息:李平、郭树声，《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第六章“费用

效果分析”和第八章“区域经济与宏观经济影响分析”，中国计划出版社，2006 年 

主要贡献及引用评价：此规范性文件是在较大规模的经济参数测算和广泛调研基础

上，独创性地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适用广泛、切实可行的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体

系，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应用，已成为各类投资者、工程咨询、设计、科研、

教学机构进行投资项目经济评价和评估的指导性文件；而且也是各级政府主管部门

审批、核准项目，金融机构审批贷款项目，投资企业选择项目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

据；更是帮助广大企业提髙投资效益、降低投资风险的有效保证。《方法与参数》

（第三版）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条件下对第一、二版的根本性修订，极具挑战性

和创新性。“特别是„区域和宏观经济影响分析‟一章被首次系统性的写进《方法与

参数》，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该书被引次数高达

630 次。 

4 
基本信息：李平，“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及影响因素——增长核算与前沿面分

解视角的梳理分析”，《管理世界》，（9），2016，1-11 



主要贡献及引用评价：此文以索洛增长模型和“索洛余值”为基础，衍生出乔根森增

长核算框架，创造性地提供了一种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以全新的视角分

析全要素生产率，即以生产前沿面为基础的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

析（SFA）为基础，从微观层面测度厂商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此文被中国人民大

学复印报刊资料《统计与精算》引用（复印期号 2017 年 01 期），被国研网转载。

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该文在中国知网被引频次为 6 次，下载频次为 1723 次。 

5 

基本信息：李平、杨丹辉、李鹏飞等，“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研究”，《中国工业经济》，

（4），2011，5-14 

主要贡献及引用评价：此文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前瞻性地提出了绿色转型

机制以及推动绿色转型的政策措施，对于我国工业的绿色转型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此文获得了第九届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16 年）；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

报刊资料《产业经济》引用（复印期号 2011 年 07 期）；被国研网转载；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该文在中国知网被引频次为 96 次，下载频次为 3971 次。 

6 

基本信息：李平，“环境技术效率、绿色生产率与可持续发展：长三角与珠三角城

市群的比较”，《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34（11），2017，3-23 

主要贡献及引用评价：此文开创性地提出了研究区域经济绩效评价的新方法，即运

用基于松弛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和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测度城市群环境经济绩效

的区域差异。首次分析了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环境经济绩效的区域差异，率先提

出了长三角城市群相比珠三角城市群更倾向于“高投资率模式”的相关结论。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该文在中国知网被引频次为 1 次，下载频次为 766 次。 

7 

基本信息：李平、余根钱，“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过程的系统回顾和思考”，

《中国工业经济》，（10），2009，5-22 

主要贡献及引用评价：此文系统地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过程、冲击

途径和冲击程度，并独创性地利用分行业和分地区的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以全新

的视角对政府调控的作用进行了归纳，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需的风

险。此文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较早进行系统性分析的学术文章，获得了第八届院

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14 年），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

引用（复印期号 2010 年 02 期）。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该文在中国知网的被引

频次为 23 次，下载频次为 769 次。 

8 
基本信息：李平、简泽、江飞涛，“进入退出、竞争与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

开放竞争作为一个效率增进过程”，《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9（9），2012，3-21 



主要贡献及引用评价：此文创新性的提出了政策部门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将严重阻

碍产业效率的提高，不利于经济转型的观点，首次指出开放竞争才是实现经济动态

效率最为有效的途径。此文对理解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研究

结论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该文在中国知网被引频次为

46 次，下载频次为 1558 次。 

9 

基本信息：李平、付一夫、张艳芳，“生产性服务业能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新

动能吗”，《中国工业经济》，（12），2017，5-21 

主要贡献及引用评价：此文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即通过经济增长的动力

机制出发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和宏观经济增长，首次得出了生产性服务业较高的技术

进步水平以及对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较强的集聚能力，可以提升宏观经济总体全要

素生产率，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增长的相关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和现实意义。此文获第八届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该文在中国知网下载频次为 1481 次。 

10 

基本信息：李平、王宏伟，“大型建设项目区域经济影响评价理论基础及其评价体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2011，34-41 

主要贡献及引用评价：此文在梳理和归纳项目评价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规范性地总

结了大型建设项目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率先提出了评价理论基础、评估框架和方法

论体系。此文所形成的评估框架和方法，已经应用于三峡工程项目经济评估、白鹤

滩项目经济评估等，支撑了我国重大项目的评估实践，并受到工程院领导的高度评

价。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该文在中国知网被引频次为 23 次，下载频次为 685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