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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Research Achievements

基金会报告、研究参考

出版物

    《中国发展报告2013/14: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路》

    《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

    《中国城市水效管理》

    《指数保险与中国自然灾害救助体系改革》

外文出版物

    《中国人口发展》

    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集

CDRF Reports and CDRF Study References

Publication
     China Development Report 2013/14: The Road for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in Rural China
     China: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Urban Water Efficiency Management in China
     Parametric Insurance and Reform of Natural Disaster Relief System in China

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sts on Economic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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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Research Achievements Research Achievements

CDRF Reports and CDRF Study References

基金会报告、研究参考

为了向社会各界报告基金会的工作动态和项目进展，加强沟

通与交流，基金会定期发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报告》和《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参考》。多位著名学者、研究机构通过这

样的平台，与决策部门分享他们对于中国发展的思考和建议，取

得较好的反响。

In order to report CDRF’s dynamic progress of work to the public and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s among various sectors, CDRF 
regularly publishes its series of “CDRF Reports” and “CDRF Study 
References”. The publications have between well received as a 
channel for well-known schola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sharing 
with decision makers their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2014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报告》目录

第130期 陆百甫 ——《2013-2014年国民经济综合分析与展望》

第131期 刘遵义 ——《刚刚开启的人民币时代》

第132期 陆百甫 ——《201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综合分析与展望》

第133期

2014年2月

2014年7月

2014年7月

2014年11月陆百甫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宏观政策取向探讨》

2014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报告》目录

刁琳琳 —— OECD国家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概览 2014年2月7日

刁琳琳 —— 经合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概述 2014年2月10日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建议 2014年2月24日

麦肯锡：下一个十年的中国中产阶级 2014年5月8日

关于中国放松金融管制的策略建议 2014年5月9日

波士顿咨询：发展混合所有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2014年5月14日

实施改革提高融资效率，中国可应对金融市场挑战 2014年5月15日

杜智鑫 —— 儿童家访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2014年6月9日

于明潇 —— 中国儿童权益保护现状及政策建议 2014年6月11日

中国的创新和可持续增长之路：关键十年 2014年7月1日

张    荆 —— 英国大伦敦都市圈发展经验与启示 2014年7月17日

崔    昕 —— 推进改革需要加强战略沟通 2014年8月14日

杜智鑫 —— 牙买加家访项目及其拓展 2014年8月18日

杜智鑫 —— 美国与英国的学前教育有效性研究 2014年9月4日

曹    艳 —— 国内外基础教育信息化概述 2014年10月29日

郝景芳 —— 2015年全球经济与政策展望 2014年12月16日

夏    天、俞建拖 —— 社会影响力投资：以积极社会影响校准市场机制 2014年12月18日

第1期（总176号）

第2期（总177号）

第3期（总178号）

第4期（总179号）

第5期（总180号）

第6期（总181号）

第7期（总182号）

第8期（总183号）

第9期（总184号）

第10期（总185号）

第11期（总186号）

第12期（总187号）

第13期（总188号）

第14期（总189号）

第15期（总190号）

第16期（总191号）

第17期（总1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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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Research Achievements Research Achievements

Publication

出版物

《中国发展报告2013/14》选择“农村小康”作为研究对象，

历时两年完成。农村研究是个跨学科的领域，这份报告也是多学

科合作的产物。报告通过对当前我国农村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做出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如何在2020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提

供系统的政策建议。

“China Development Report 2013/14” focused on the “well-off society 
in rural area”, and was completed after two years’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f rural China. It proposes systematic policy advices for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rural China by 2020 based on analyses of major 
issues in current rural development.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2014 was 
held from 22nd to 24th March, 2014, 
on the theme of “China: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legates 
from leading enterprises, renowned 
institutions and authorita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ducted 
in-depth discussions with Chinese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This book 
is the collection of speeches, 
presentations, comments and research 
papers of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2014. 

《中国发展报告2013/14: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路》

China Development Report 2013/14: The Road for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in Rural China

2014年3月22日至24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来自海内外的企业

家、学者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与中国政府各部门负责人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本书（上下册）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演讲、发言、评论

和研究报告的集结。

《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

China: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Research
Achievements



55 CDRF 2014 CDRF 2014 56

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Research Achievements Research Achievements

Urban Water Efficiency Management in China is the first book that 
systematically describes the idea and structure of water efficiency 
management.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research reports of “Water 
Efficiency Management Research in Chinese Cities” initiated by CDRF. 
Specific analyses and discussions were centered on issues such as 
“structure, concept and indicator of water efficiency management”, “city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ity water 
supply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city water supply damage 
management”, “city sewage treatment investmen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ideas and policies on city sewage treatment and recycling in 
China”, “comprehensive city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city 
water issue planning and water efficiency”, and “city water demand 
measurement management research”. 

《中国城市水效管理》为国内首个系统阐述水效管理的理念和

框架的著作，提出了以水效为抓手整合水资源管理政策。本书为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展的“中国城市水效管理研究”项目的成果论

文集，就“水效管理的框架、概念与指标”、“城镇化进程中的城

市水资源管理”、“城市供水绩效管理体系”、“城市供水漏损管理”、

“城市污水处理投资建设与运营”、“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回用发展

思路与政策措施”、“城市水资源综合管理体制”、“城市水务规划

与水效”、“中国城市水务需求测管理研究”等城市水效关键议题

开展了分析和讨论。

《中国城市水效管理》

Urban Water Efficiency Management in China

Parametric Insurance and Reform of Natural Disaster Relief System in China 
is the first book tha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otential of parametric 
insurance in disaster-relief system reform.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reports 
of “Research on Parametric Insurance and Reform of Natural Disaster Relief 
System” held by CDRF. Chapters include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isk 
financing”, “research on natural disaster relief system in China”, “prospect 
on application of parametric insurance in natural disaster relief in China”, 
“parametric insurance and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parametric 
insurance and reform of governmen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parametric insurance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This book also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promoting parametric insurance and improving natural disaster relief 
system.

《指数保险与中国自然灾害救助体系改革》为国内首个系统分

析指数保险及其在灾害救助体系改革中的应用前景的著作。本书为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展的“指数保险与中国自然灾害救助体系改

革研究”项目的成果论文集，就“国际灾害风险融资”、“中国自

然灾害救助体系研究”、“指数保险在中国自然灾害救助中的应用

前景”、“指数保险与金融市场发展”、“指数保险与政府财政管

理体制改革”、“指数保险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等议

题开展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促进指数保险推广应用以及完善灾害

救助体系的相关政策建议。

《指数保险与中国自然灾害救助体系改革》

Parametric Insurance and Reform of Natural Disaster Relief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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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Research Achievements Research Achievements

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

外文出版物

《中国发展报告》是基金会组织研究和定期发布的大型研究报告。2011年至2012年，以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为数据基础，基金会组织十余位专家学者撰写《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以

“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为主题，从教育、健康、就业、养老、城市化、儿童与妇

女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2014年，该报告的英文版本《中国人口发展》由罗德里奇出版社出版发行。

China Development Report is a major research report organized and regularly released by CDRF. 
With the support of over ten renowned scholars, CDRF completed China Development Report 2011/12 
on the theme of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and Demographic Policy Adjustments in China”. It 
endeavors in an in-depth analysis into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education, health, employment, 
pension system, urbanization, children and women development, and etc. This report also put forward 
feasible policy recommendation. 

In 2014,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report was published by Routledge.

2008年适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出版了“中国经济

学家改革论集”系列丛书。2009年开始，

在中文版的基础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推

出“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集”的英文版。这

一系列丛书的作者都是中国经济领域的著名

专家学者。英文版的出版，将为国外研究中

国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和学生提供极具价值的

原始资料，也将为发展中国家汲取借鉴中国

改革的宝贵经验提供权威分析和指导。

In 2008, the 30th year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CDRF published Chinese 
Economists on Economic Reform book series. 
In 2009,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is published. The writers of 
this book series are renowned Chinese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economy. 
The English version not only provids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foreign scholars specializes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economy, but also offers 
authoritative analysis and guida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bout China’s valuable 
experiences in reform.

《中国人口发展》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in China

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集

Chinese Economists on Economic Reform

陈锡文 著
by Chen Xiwen

杜润生 著
by Du Runsheng

楼继伟 著
by Lou Jiwei

马洪 著
by Ma Hong

王梦奎 著
by Wang Mengkui

于光远 著
by Yu Gua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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