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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已经不再是发展初期的简单经济体，而是复杂又精致的现代
经济体。因此需要鼓励自由思想市场发展，建立生态型的多元智库体系，增加社会舆论与经济预期管
理的弹性和张力，为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更大的研讨、集成和测试空间，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智
力资本参与到政策形成的过程，以最大程度上提升政策的有效性和合理度。本文总结了党的十八大要
求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势下建设新型智库的现实意义，在界定
新型智库四个“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智库的“一二三四”基本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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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no longer a simple economy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but a complex and sophisticated modern economy. Therefore, we should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thought market, establish an ecological multi think tank system, increase the elasticity and tension of social public opinion

基金项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青岛基地 “ 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商业银行小微金融转型研究 ” 课题阶段性成果（NIFDQD20190501）。
作者简介：赵建（1980-），博士，现任济南大学教授（A1 岗），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金融学，E-mail：zhaojianhero008@163.
com；地址：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 13 号，邮编：250022。

016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9 年·第 5 卷·第 5 期

百年大变局下的新型智库建设：背景、意义与路径
BACKGROUND, SIGNIFICANCE AND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economic expectation management, provide more space for discussion, integration and testing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policies, and allow as many soci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s possi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formation, so as to maximize the effectiveness and rationality of polic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quired by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alyz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new think tanks in the unprecedented complex situ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basic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new think tanks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four “new” ones.
Keywords: Thought market; new think tank; knowledge integration; communication platform

引言

智 库 507 家， 位 居 世 界 第 三， 有 7 家 进 入 世
界百强榜

[7]

。 由 于 起 步 相 对 较 晚， 我 国 最 近

同许多伟大的发明一样，智库最初主要是

几年的智库数量虽然增长较快，但与我国经

为战争服务的。世界上赫赫有名的智库，无论

济总量相比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是胡佛研究所还是兰德公司，它们建立的本意

（图 1）。然而最近两年，国内外局势的变化

主要是为美国军事当局搜集信息和情报、研究

程度远超以前，外部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化

最新作战技术和模式、推演敌手动向和制定应

体系重构，美国引发的贸易争端进入关键阶

对策略等 [1]。随着战争的阴霾逐渐散去，尤其

段，并呈现出扩大化趋势 [8,9]；内部处于新旧

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这些专注于军事和

动 能 转 换 的“ 经 济 着 陆” 时 期， 防 风 险、 环

战争研究的智库开始转型，更多的开始承担起

保和扶贫三大攻坚战也进入冲刺时点，叠加

国家安全、经济战略、地缘政治、金融政策等

经济周期下行压力，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市场

社会科学的研究 [2]。从大的趋势来看，顺应互

波动加大

联网信息技术和多元化网络媒体的发展方向，

货币政策框架需要重新确立，金融开放正在

尤其是信息、知识大爆炸和传播技术的广泛应

引领整个金融体系市场化的新格局

用，智库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也发生了巨大

轮改革开放格局正在打开，以区域经济和产

的变化 [3]。中国的智库起步虽然较晚，但是最

业空间积聚为主导的横向改革态势正成为主

近几年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 [4-6]。党的十八大

导模式

三中全会从政策决策科学的角度，提出“加强

容传播制造的舆论一浪高过一浪，给社会预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

期管理带来了较大的挑战等等。这一系列利

度”。2015 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益错综复杂、机遇挑战相互交织的局面，对

建设的意见》出台，为智库建设提出了明确的

公共部门的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

发展目标，也成为中国智库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的要求，客观上需要一个更加丰富多元、能

在国家政策的号召和支持下，最近几年中
国的智库发展非常迅速。据《全球智库报告

[13]

[10,11]

； 利 率 市 场 化 基 本 完 成， 新 的
[12]

；新一

；后真相时代下，各种自媒体的内

反映各方诉求和反馈、集成多方知识和思想
的智库体系。

2018》统计，截至到 2018 年，中国拥有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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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8 年全球智库排名前 20 名国家及 GDP

因此对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来说，在中央

了新的要求和使命。总体来看，一方面以信息

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局势判断后，

和新能源等为主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以数据

面临着如何从过去以官方研究机构垄断的传统

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经

“课题工厂”和“政策谏言”模式，尽快向结

到来，这势必对社会各方面产生深远而又重大

构多元化、知识集成型、思想竞争型和社会传

的影响，类似人类以前经历的几次工业革命 [14]。

播型的新型智库业态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另一方面，国际公共治理体系正在发生颠覆式

如何构建畅通的信息搜集渠道和丰富的数据生

重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高举“美国优先”

成机制，如何盘活全社会改革开放四十年形成

的孤立主义旗帜，企图推翻二战以来已经运行

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如何建设新一代信息

近一个世纪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新构建以美国

技术下的研究和思想生产平台，如何完善研究

利益为核心的新“霸权”体系，比如否定 WTO

合伙人和思想众筹模式下的学术和组织治理机

多边贸易体系，退出或否认诸多国家间安全协

制等，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面临的新

议等。尤其是自去年以来发动对以中国为主要

课题，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

对手的全球贸易战，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逆全
球化的浪潮，导致全球贸易出现萎缩，金融市

1

新型智库建设的时代背景：
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场大幅动荡，各国经济普遍呈现下滑态势 [15]。
另外，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右翼资本
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兴起，引发了较大

最近几年，国内外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的冲突和动荡。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状态，为智库建设提出

的外部环境，需要我们在保持既定发展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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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深刻洞察和预判外部发展环境的新变化、

等广义投行形式的新金融模式。三是多层长短

新趋势。总体来看，虽然我们处于战略发展机

周期叠加，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宏观经济波动

遇期的总基调没有变，但新的国际环境需要我

增大，大类资产价格要寻找新的平衡，依附在

们重新审视这个战略发展机遇期的新内涵、新

旧产能中的多种风险不断积聚，给防范系统性

变化、新格局 [16]。而对这些复杂局势的研究和

风险和宏观审慎管理提出了新的命题。

判断，需要动员全社会的智力资源去共同参与，

在此背景下，时代大变局赋予了新型智库

通过智库形成竞争性的思想和观点市场，才能

更高的使命，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能力的提升。

更加科学、民主和透明的制定公共政策。

第一，对宏观大局的洞察和研判能力。全球经

在国内，全球次贷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和社

济进入经济增长停滞和贫富结构极化陷阱，新

会诸方面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一是经济总

旧动能转换下经济周期波动加大，全球治理结

量增长速度呈现台阶式下滑，GDP 增长速度先

构面临颠覆和重构，出现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

后破“10”、“9”、“8”、“7”，形成了中

因是什么？世界将向何处去？这是每一个智库

等增长速度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在周

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而这就需要智库研究人

期性的“L”型经济中强化结构性力量。可以说

员提升对大势研判的能力，能洞察到问题背后

中国的总量型经济已经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

深刻而又长期的主要原因 [17]。第二，对重大问

代。二是经济结构呈现新的二元结构态势，有

题的分析和诊断能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三个形态的二元：实体与金融的二元，矛盾体

决策层会面临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如何正确及

现在“金融空转”，从资本市场来看，上市公

时的做出诊断找到问题根源，是智库为政策决

司的总利润金融机构占比超过了一半，某种程

策提供智力支持的前提。第三，国家战略和策

度上形成了金融对实体资源配置的挤出（主要

略的参谋和规划能力。面对全球大变局国家应

为财务费用损耗）。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二

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战略和政策策略，以应对

元，或者新旧动能二元，以高耗能、高污染和

经济长周期的波动和他国竞争对手的挑战。比

高要素为主的传统产业正在走向衰落，同时以

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路径，

新技术、新模式和轻资产为主的新兴产业在快

比如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组合策略等。第四，

速酝酿和发展中。传统金融和新金融的二元，

对公共部门科学制定和落实政策的支撑能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传统和新兴二元产

要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需要进行科学决策制

业相对应的是传统的商业银行和新的以投行为

定针对性强和副作用相对较小的应对政策。对

主的金融业态，可以看到无论政策层多么努力

于我国这样的大国，各地、各部门差异较大，

的号召，商业银行服务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的

各种情况千变万化，如果采用过去那种集中式

动力和能力依然不足，这是因为实体经济的新

和一刀切式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不仅难以

旧二元发生了变化，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和作

起到预期的效果，还可能成为更加不稳定的来

业模式与新经济不匹配，而这些需要 VC、PE

源。基于此，各类智库应该充分参与到社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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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效果反馈、政策修订、政策落实和

策迫切需要新型智库体系的完善，以调动最大

评估中，使得制定的政策更有针对性和合理性，

范围内的多元信息、数据和知识资源，形成有

在既定约束下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减少副作

效的科学决策过程。总体来看，新型智库对政

用的发生。第五，智库自身的思想繁衍和创新

策的制定和执行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现实意义。

能力。这就需要智库在思想生成、内容生产和

第一，不断涌现的新形势、新问题，传统

产品传播上，充分利用中国已经积累的知识和

单一专业和领域的智库应对明显不足，需要跨

智力资本，通过互联网信息和数据挖掘技术更

专业、跨领域的多元知识集成和思想交锋碰撞，

加全景的深度分析问题，通过网络通讯和社交

才能形成更加科学有效和可行性强的应对方案。

工具建立思想共享和知识众筹平台，形成“穿

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智库格局，形成思想和观点

透式研究”的智库模式。及时获取第一线的信

竞争和积聚局面，运用思想市场机制充分调动

息和观点，保证政策决策一方面自上而下具有

社会知识资源，以有效应对复杂局势变动下不

理论全局高度，另一方面又能自下而上“接地气”

断涌现的新问题，为治国理政和政府决策提供

和具有现实合理性。

智力支持 [20]。这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形势下更加具有迫切而又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新型智库建设的现实意义：思想
市场、政策普及与主流话语权

第二，多元社会下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和科
学化决策，需要倾听社会各界的观点表达和利
益诉求形成数据库、建议库和思想库，然后通

在错综复杂的时代大变局下，公共部门的

过科学计算和分析流程形成综合性的意见和解

政策决策和制定过程需要更多主体的参与，智

决方案。多方智库的参与，形成不同的思想、

库在整个过程起到了较好的信息获取和知识集

观点和政策建议，充分表达各方的利益诉求，

成的中间带缓冲作用 [18,19]，更重要的是通过竞

甚至允许多种观点和思想的碰撞、交锋，可以

争性观点充分调动了社会的智力资源。这样一

更全面、更客观和更现实的反应真实情况，可

方面可以改变过去单一线性的集中式、中心化

以使政策的制定更科学务实，更有针对性和时

和权威型决策模式，使得政策更能反应复杂结

效性。这种多元思想和建议充分表达的另一个

构和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增

好处是将政策落地的社会舆论风险前置，也就

加政策实施和执行过程中的弹性和张力，防止

是将分歧和问题在政策落地前就充分暴露和释

一刀切模式带来的外生冲击和强硬执行引发的

放，等到政策真正实施的时候不同观点和思想

内部冲突，将政策实施的摩擦成本降到最低。

的摩擦成本和冲突风险反而会降到最低。

说到底，就是提高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民
主化和透明化程度。

第三，复杂形势下的政策实施往往会产生
诸多不确定性，需要在制定过程中和落地实施

从最近几年的宏观局势变化和政策制定及

前进行科学的压力测试、参数校准和框架修正。

执行效果的现实情形来看，治国理政和公共决

传统的做法是向社会发布征求意见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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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方式在当前形势下效果越来越不明显。

内舆论中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国际和国内社会

智库可以采用技术手段，构建政策冲击的传导

对政策层施政治国举措的误解甚至恶意扭曲。

机理和路径，进行沙盘推演和压力测试，将政

我们看到，由于话语体系与世界主流在一定程

策决策的制定纳入“实验科学”的范畴，这是

度上存在隔阂，和平崛起的儒家“大同”和“和

在技术层面对智库提出的更高要求。通过运用

谐”文化没有完全被以“竞争和替代”为精神

互联网通讯、社交和媒体平台，结合人工智能、

内核的西方思想所理解，它们往往以自身的历

数据爬虫和挖掘等技术，对政策的敏感度、实

史经验来揣测中国，造成了“中国威胁论”在

施效果、动态修正和反馈等进行模拟测验，提

国际政治舆论上颇有市场 [21,22]。如何以兼容并

前获知政策实施后的效果和风险，为政府决策

富有现代性的心态来与世界沟通，在经济崛起

部门提出修改和落实执行建议。

的同时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国承担

第四，现代经济体系复杂而又精致，政策

大国责任做好合法性理论建设，不仅是官方智

的落实需要防范“一刀切”的粗放模式，主要

库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民间智库”因为立

的措施是普及和传播政策内涵，让基层执行官

场中性反而更有说服力 [23]。

员和社会大众充分领会政策的真正内涵，同时
防范后真相时代某些媒体对信息的扭曲、夸大
和粉饰，通过人为制造焦虑来达到流量传播的
目的。新形势下，智库不仅是知识和思想产品

3

新型智库建设的基本思路：多
元化治理、生态化运营与网络
化传播

的生产者，还是知识和思想产品的传播、普及
和推销者。对于一些新的变化较大的国家政策，

智库是搜集信息、整合数据、集成知识、

可以借助当前的互联网和自媒体传播平台，向

生产思想和提出解决方案的特殊组织。从历史

地方官员和人民群众进行解说和普及，帮助地

的发展历程来看，智库的组织目标、治理形态

方官员吃透文件精神以防止形式主义一刀切执

和运营模式，也随着社会环境和生产技术的变

行，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知识传播以凝聚社会

化而变化 [18]。面对中国当前前所未有的国内外

共识，最大化的降低政策落地实施的社会成本

局势，面对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复杂

和副作用。

而又精致的现代经济和社会体系，中国特色新

第五，作为一个在经济上新崛起的大国，

型智库应该采用新时代更富有创新性的建设理

需要逐渐在国际事务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

念，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采用更加科学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这些

治理机制、运营方式和创新路径，充分发挥智

战略不仅是经济和资本上的投入，政策合法性

库建设的“后发优势”[24,25]，才能有效应对各种

建设和理论思想工具的使用也至关重要。通过

问题带来挑战以更好的服务公共部门科学决策。

智库调动各行业理论人才，构建并主导中国事

新型智库建设首先需要理解那个“新”字。

务的思想体系和话语权，防止在国际社会和国

我们认为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主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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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要新，由过去的以体制内官方智库模式为主，

可以更便捷的组织来自各地、各行业的研究人

转变为民间智库广泛参与的，行业和专业领域

员一起进行工作。三个方向：一是新时代中国

更加多元的，形式和模式更加多样的社会型智

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基本的目标是满足人

库体系。可以说多元的社会对应着多元的智库。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个方向上新型

二是，运营模式要新，由过去传统的课题组、

智库承担着引领建设现代型社会的使命，推崇

项目组和专家组线下单一作业模式，通过充分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才能让人们从唯经济论

利用互联网信息通讯、协同办公和网络社交技

的单一意识中走出来，也注重自身精神文明的

术，转变为结合线上线下形成更多虚拟专家和

建设；第二个大方向是为治国理政和公共政策

调研员参与的思想众筹和知识集成平台，所谓

的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这是建设新型智库

的“知识共同体”。三是，智库产品要新，形

的初心和本意；第三个大方向是在舆情管理和

成信息源、数据库、决策树、方案池等体系化

社会思潮引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家间的话

产品和服务，根据不同类型的智库形成不同的

语权争夺中制造先进的“思想武器”，抢占理

产品，并形成良性竞争，丰富我们的思想市场，

论制高点。“四”是在智库建设的具体创新路

在多元化的思想产品竞争中真正形成创新型社

径上，主要需要做四方面的工作。第一，在智

会。四是，传播模式要新，不局限于过去单一

库的治理机制方面，形成多方参与的多元化治

方向的向公共决策层进言献策，还承担起政策

理格局，不能造成“一股独大”的权力失衡局面，

宣传、知识传播和认知启蒙的责任，所以智库

以防止单个利益方对智库独立性的干扰。在智

的产品不能局限于内部报告和咨询，需要在改

库发展较成熟的国家，智库的资金来源方（可

变语言口径的基础上形成公共知识产品并通过

以看作股东，但一般是捐赠）与智库的学术委

大众化语言向社会广泛传播，听取民意反馈和

员会保持隔离，保证智库研究和思想产品的独

引领社会思潮。

立性和公正性，否则就会异化为附着在某个官

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创新建议上，

方机构和利益集团的附庸 [26]。而且，只有在研

总体的思路可以归纳为“一、二、三、四”。

究和思考自由的大背景下，才会有真正的具有

一个关键点：抓住当前我国所处的关键阶段，

创新性的思想产品 [27]。第二，利用日新月异的

从高速度到高质量发展的新旧模式转换时期，

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媒体平台，构建开放式的

或者所谓的后发展阶段。两条主线：一条是在

平台型智库，并逐渐向生态型智库升级。当前

制度上，多元社会的形成，需要鼓励思想市场

跨界和跨领域的问题越来越多，靠单一领域的

的自由竞争和繁荣发展，才能形成所谓的创新

专家无法进行科学诊断和决策，需要组织来自

型国家；一条是在技术上，信息技术的发展，

各行各业尤其是来自实务界的人士参与对某个

为平台型智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课题或者政策的研讨，这需要智库充分发挥信

研究人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更

息和数据整合，知识和思想集成的作用，所以

有效的捕捉信息和观点，同时通讯技术的发展

新型智库首先是一个智力资源和知识资本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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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内涵“思想市场”的生

学性、民主化和透明度至关重要。我国已不再

态体系（平台内外的思想竞争和交互）。第三，

是改革开放初期底子薄、增长慢和发展模式单

完善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社会有效的

一的初级阶段，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复杂而又

智力和思想资源，形成主流话语通过平等竞争

精致的现代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进行公共

引领社会思潮的局面。当前在制定公共政策时，

政策决策，一定要尊重现实的复杂性和不同行

往往面临复杂而又专业的问题，同时也会面临

业的专业规律，在政策实施前一定要多方论证，

一些非专业媒体为了获取流量而进行恶意误导

多次模拟测试，做好社会预期和舆论管理，防

的情形。面对这些挑战，只要没有触犯法律和

止政策“一刀切”对大规模复杂经济体的扭曲

相关政策，就不应该通过国家行政体系压制，

与冲击。在此过程中，鼓励各行业、各领域的

而是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动员正确的思想和理

智库充分参与至关重要，它们不仅能够提高政

念充分参与竞争，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引领

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透明度，还能作为政策

主流思潮。第四，构建有效的内容生产和传播

冲击的缓冲带，让社会民众的各方意见和不满

平台。过去智库的传统模式是只对公共决策部

在智库形成的思想领地和市场中表达和释放。

门负责，导致科学正确的常识性知识无法在社

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到，新型智库在当前的

会大众传播，容易被其他媒体型机构误导，给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预期和舆论管理带来压力。新型智库应该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大力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扩大智库产品的价值链，不仅要对“上”负责，

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深刻而又全面的战

还要通过转换语言体系和话语口径，借鉴当前

略性思考之上。新型智库能够有效整合社会智

内容产业的生产和传播模式，通过更加通俗易

力资源解决复杂现实问题，能够为公共政策实

懂的语言和场景鲜明的叙事向社会大众传播，

施进行动态实时的“压力测试”，能够构建顺

通过平等竞争来引领社会思潮和主流价值观。

应媒体传播时代的社会思潮引领和管理体系，
能够更友善、更有温度的向世界讲好和平崛起

4

结论

的中国故事等。新型智库的“新”体现在组织
形态、运营机制、产品体系和传播模式等四个

中国的智库最近十几年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方面，而建设新型智库的总体思路可以归纳为

但与自身的经济地位相比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

“一二三四”
：新旧动能转换期的“一个关键点”，

大的差距。在一个意在构建创新型发展模式的

社会鼓励和技术支撑的“两条主线”，以人为本、

国家里，鼓励和支持各类智库的建立和发展以

科学决策和思潮引领“三个大方向”，多元治

形成自由竞争和较为繁荣的思想市场至关重要。

理格局、生态型运行模式、市场化知识资源激

尤其是我国当前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励体系、内容型生产和传播平台“四个创新路

济新时代的开启阶段，同时处于从高速度到高

径”。这是我们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全面

质量发展模式的转换阶段，公共政策决策的科

而又务实的建议，也是知识产业供给侧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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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宇燕 . 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J]. 国际经济评论 ,
2019(5): 9-19 和 23 页 .

参考文献
[1]

刘文俭 , 陈超贤 . 美国智库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J].
中共中央党校 ( 国家行政学院 ) 学报 , 2019, 23(3):

[2]

2019, 40(3): 7-17,19.

卢江阳 . 完善我国智库科研管理运行机制的对策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项目组 , 李凌 . 中国
智库影响力的实证研究与政策建议 [J]. 社会科学 ,
2014, (4): 4-21.
朱虹 . 探索高水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道路 [J].
江西社会科学 , 2014, 34(1): 5-12.

[6]

张志强，苏娜 . 国际智库发展趋势特点与我国新
型智库建设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 2016, (1): 9-23.

[7]

Mcgann J G.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EB/
OL].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 view content.
cgi?article=1017&context=think_tanks, 2018.

[8]

杜运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重识中国与世界
的关键 [J]. 探索与争鸣 , 2019, (1): 4-141.

[9]

朱锋 . 近期学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
综述 [J]. 人民论坛 • 学术前沿 , 2019, (7): 6-12.

[10] 许志伟 , 王文甫 .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
影响——基于实证与理论的动态分析 [J]. 经济学
( 季刊 ), 2019, 18(1): 23-50.
[11] 赵建 , 程睿智 . 中国经济波动被“熨平”了吗 ?——
现象、机理与影响 [J]. 济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19, 29(2): 102-114,159.
[12] 王蕾 , 薛杨阳 . 以开放促改革 : 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新格局 [J]. 清华金融评论 , 2018(12): 14-15.
[13] 张可云 , 何大梽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管理模式
的变迁与创新方向 [J]. 思想战线 , 2019, 45(5): 129136.

024

[16] 胡 鞍 钢 . 牢 牢 把 握 并 主 动 创 造 我 国 重 要 战 略 机
遇期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8, (2): 172-177.

[5]

评论 , 2018, (7): 24-25.

莫神星 , 张平 . 美国智库经验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思考——基于中美智库比较分析 [J]. 理论月刊 ,
[4]

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 [J]. 清华金融

130-135.
作用发挥的鉴示 [J]. 领导科学 , 2017, (23): 31-34.
[3]

[15] 张宇燕 , 冯维江 . 从“接触”到“规锁”: 美国对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9 年·第 5 卷·第 5 期

[17] 李国强 . 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认
识和探索 [J]. 中国行政管理 , 2014, (5): 16-19.
[18]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项目组 , 李凌 . 中国
智库影响力的实证研究与政策建议 [J]. 社会科学 ,
2014, (4): 4-21.
[19] 朱旭峰 . 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的理论框架
[J]. 中国行政管理 , 2014, (5): 29-33.
[2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
库建设研究 " 课题组 , 张大卫 , 张小冲 , 戴桂英 ,
张茉楠 , 景春梅 .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构建 : 现状、
问题及对策 [J]. 全球化 , 2015, (2): 107-119,133.
[21] 郭璇 . 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在发达经济体的报道框
架研究——基于美英媒体的相关报道分析 [J]. 对
外传播 , 2019, (6): 46-49.
[22] 马维康 . 为何中国缺乏国际话语权——试从话语
体系角度分析 [J]. 理论观察 , 2016, (4): 53-54.
[23] 唐磊 . 中国民间智库 30 年发展的初步考察 [J]. 社
会科学文摘 , 2016, (12): 5-8.
[24] 陈升 , 孟漫 . 智库影响力及其影响机理研究——基
于 39 个中国智库样本的实证研究 [J]. 科学学研究，
2015, (9): 1305-1312.
[25] 胡鞍钢 .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 实践与总结 [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 (2): 4-11.
[26] 杨瑞仙 , 权明喆 , 魏子瑶 . 国外一流智库运行机
制 现 状 调 研 及 启 示 [J]. 情 报 理 论 与 实 践 , 2017,
40(12): 29-34.
[27] 李凌 , 唐亚汇 . 中国特色智库思想市场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J]. 河南社会科学 , 2017, 25(3): 1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