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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 男

籍贯 : 浙江省东阳市

出生日期 : 1959年

现任职务 : 

学术兼职与荣誉称号 : 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
会理事； 江苏省区域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农村改革试验区专家组成员；
江苏农村财政学会常务理事； 农业产业链管理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 江苏创业
投资研究中心秘书长。

邮箱地址 : yry@njau.edu.cn , 办公电话: 02584396234

 个人简介  

1986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获农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

学士学位；1991年获律师资格，从事兼职律师8年；2002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经济贸易

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3年起被聘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同年被聘为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课题  

1、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研究，周应恒（主持）、杜志雄、耿献辉、胡浩、潘显政、

严斌剑、应瑞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4-2017； 

2、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与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应瑞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2011/11-2014/12； 

3、新农村建设与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何军（主持）、应瑞瑶 刘华 林光华 周力，中央高校

基本业务费，2012/06-2014/09； 

4、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农业产业体系及农产品消费模式研究，胡浩（主持）、周应恒

应瑞瑶 张广胜 安玉发 苗齐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0/12-2013/12； 

5、畜禽养殖业温室气体减排的生产补偿机制研究——以太湖流域为例，周力（主持）、应

瑞瑶 杨军 曹历娟 纪月清 潘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11/01-2013/12； 

6、畜禽低碳养殖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基于产地转移的视角（20100097120009），周力

（主持）、应瑞瑶 杨军 曹历娟 纪月清 潘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2011/01-2013/12； 

7、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服务体系研究，应瑞瑶（主持）、周宏、林光华、周力，江苏省软

科学专项，2012-2013； 

8、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研究，应瑞瑶（主持）、，江苏省农业委员会，2012-

2013； 

9、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应瑞瑶（主持）、何军，江苏省高校人文社科项

目，2011-2013； 

10、中国农业生产率再测算及其影响因素：资源环境约束的视角，应瑞瑶（主持）、林光

华、潘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2011-2013； 

11、农产品国际贸易，朱晶（主持）、周应恒 应瑞瑶 苗齐 耿献辉 曹历娟 周力，江苏省高

校“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2010/12—2013/12； 

12、江苏省现代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研究，应瑞瑶（主持）、，江苏省财政厅，

2010/05-2010/12； 

13、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研究，应瑞瑶（主持）、，江苏省财政

厅，2010/05-2010/12； 

14、需求变化背景下的农业推广服务体系改革问题研究，应瑞瑶（主持）、林光华 周



 力，江苏省软科学项目，2009/06-2010/06； 

15、现代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周应恒（主持）、钟甫宁 王凯, 周曙东,朱晶,应瑞瑶,曾寅初,

安玉发,胡浩，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招标项目，2007-2010； 

16、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行业影响调查，应瑞瑶（主持）、何军 林光华，农业部软科学

项目，2009/05-2009/12； 

17、合作社法实施后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对策研究，应瑞瑶（主持）、，江苏省

农林厅，2007-2008； 

18、江苏省现代农业发展保障体系研究，应瑞瑶（主持）、，江苏省科学技术学会，2007-

2008； 

19、南京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实证研究，应瑞瑶（主持）、，南京市软科学招标项

目，2006-2007； 

20、畜产品供应链垂直协作关系研究——从农户角度，应瑞瑶（主持）、戴迎春 罗英姿 韩

纪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5-2007； 

21、从消费者收益角度对中国食品质量安全政策绩效进行的实证及量化分析 ，周应恒（主

持）、应瑞瑶 何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4/01-2006/12； 

22、江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指标体系研究，曲福田 周应恒（主持）、应瑞瑶 宣亚南

何军等，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哲学社科重点项目，2006/01-2006/08； 

23、江苏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及运行机制，应瑞瑶（主持）、，江苏省社科基金

项目，2005/07-2006/06； 

24、南京发展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应瑞瑶（主持）、，南京市软科学一

般项目，2005/09-2006/06； 

25、“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品牌专业建设，李岳云（主持）、应瑞瑶 宣亚南等，江苏省教

育厅，2003-2006； 

26、南京市品牌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应瑞瑶（主持）、，南京市农林局，2005/01-

2005/12； 

27、江苏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研究，周应恒（主持）、宣亚南 应瑞瑶 王树进 许朗，省委农

工办，2005/03-2005/10； 

28、大学生就业与经管类课程教学法改革，张晓蓉（主持）、应瑞瑶，经管院，2004/06-

2005/06； 

29、江苏省科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公司试点计划，钟甫宁 褚保金（主持）、应瑞瑶 潘军昌

周月书，横向，2004/05-2005/01； 

30、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行机制及发展对策，应瑞瑶（主持）、，江苏省农林厅，

2004-2005； 

31、南京市地方财政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对策研究，应瑞瑶（主持）、，南京市农

业资源区划办公室，2004-2005； 

32、多元化新型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制度创新研究，应瑞瑶（主持）、，江苏省软科学，

2004-2005； 

33、食品质量安全的风险控制及管理体系构建研究，周应恒（主持）、应瑞瑶 胡浩 ，教育

部博士点基金，2003/01-2004/12； 

34、城乡统筹发展化解“三农”难题的思路与对策，李岳云（主持）、应瑞瑶 冯继康 高瑛

等，国家发改委“十一五”招标课题 ，2003/11-2004/05； 

35、南京市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与对策研究，李岳云（主持）、陈勇 应瑞瑶 孙林等，

南京市科技局招标课题，2003/06-2004/05； 

36、创业投资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研究，钟甫宁（主持）、褚保金 应瑞瑶 潘军昌 刘晓

玲，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2-2004； 

37、政府农业管理改革研究，欧名豪（主持）、宣亚南 应瑞瑶，江苏省政府专项，

2003/01-2003/12； 

38、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的风险控制与管理体系研究，周应恒（主持）、应瑞瑶 胡浩，农业

部软科学，2003/04-2003/12； 

39、江苏省观光农业资源开发的技术经济研究，顾焕章 应瑞瑶（主持）、，省资源开发



局，2001-2002； 

40、民营农业科技型企业运行机制研究，禇保金 应瑞瑶（主持）、，农业部软科学，

2001-2002； 

41、南京市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应瑞瑶 李太平 （主持）、，南京市软科学一

般项目，2001-2002； 

42、江苏省风险投资机制研究，应瑞瑶（主持）、，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2001-2002； 

 科研论著  

1、我国消费者地理标志农产品支付意愿研究——基于淘宝网“碧螺春”交易数据的特征价格

模型分析，周安宁 应瑞瑶，华东经济管理，2012（07）； 

2、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空变异:基于文献的再研究，潘丹 应瑞瑶，经济地理，

2012（07）； 

3、消费者对地理标志农产品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消费者行为心理因素的分

析框架及实证检验，周安宁 应瑞瑶，学术探讨，2012（05）； 

4、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补贴:均摊、排富还是抑贫——以江苏为例的实证研究，田珍 应瑞

瑶，农村经济，2012（05）； 

5、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的差异性研究——基于Meta回归分析方法，应瑞瑶 潘

丹，农业技术经济，2012（03）； 

6、“刘易斯转折点”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适用性探讨——基于古典与新古典视角的比较分

析，徐刘芬 应瑞瑶，东岳论丛，2012（02）； 

7、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潘丹 应瑞瑶，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2012（01）； 

8、农民现代性与农业生产率的互动——基于江苏省农户的问卷调研，应瑞瑶 朱娅，现代

经济探讨，2011（08）； 

9、基于两种传递机制的贸易开放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以城乡劳动收入差距为例，马少晔

应瑞瑶，农业技术经济，2011（07）； 

10、贸易开放与工资差距的关系——基于劳动力市场变迁视角的实证研究，马少晔  应瑞

瑶，当代财经，2011（04）； 

11、Fear and trust: How risk perceptions of avian influenza affect，周力 Calum Turvey 胡

武阳 应瑞瑶，China Economic Review，2016(40)； 

12、基于垂直协作视角的农户清洁生产关键点研究——以生猪养殖业为例，应瑞瑶 薛荦绮

周力，资源科学，2014(3)； 

13、产业组织演进与农业清洁生产，周力 曹晓蕾 应瑞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11)； 

14、城市居民对低碳农产品支付意愿与动机研究，应瑞瑶 徐斌 胡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12（11）； 

15、农民的现代性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江苏省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朱娅 应瑞

瑶，华东经济管理，2011（11）； 

16、我国农户耐用消费品消费现状考察，田珍 应瑞瑶，消费经济，2011（10）； 

17、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3—2007年重新估算的面板数据，

应瑞瑶 马少晔，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6）； 

18、农业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方案设计与实施——以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为例，何军  应瑞瑶  颜进，高等农业教育，2011（2）； 

19、中国农村劳动力现代化素质的经济解释——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朱娅 周力

应瑞瑶，中国科技论坛，2011(1)； 

20、南京溧水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意愿调查与研究，方鸣 应瑞瑶 周力，江苏农业学报，

2011(1)； 



21、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类别影响机制及多元Logistic验证，胡金华 应瑞瑶，求索，

2010(10)； 

22、FDI和环境污染的关系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方鸣 应瑞瑶，科技管

理研究，2010(10)； 

23、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胡金华 应瑞瑶，农业技术

经济，2010(8)； 

24、收入分配视角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基于1986—2008年的时序数据分析，潘

丹 应瑞瑶，中国科技论坛，2010(6)； 

25、城乡收入差距的再检验，应瑞瑶 马少晔，江苏社会科学，2010(5)； 

26、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及分解，方鸣 应瑞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5)； 

27、环境规制与贸易竞争优势——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SEM模拟，周力 应瑞瑶，中国

科技论坛，2010(3)； 

28、道德和经济利益:双重约束下的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研究，王瑜 应瑞瑶，技术经济与管理

研究，2010(3)； 

29、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路径，周力、应瑞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

30、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方鸣 应瑞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

2010(2)； 

31、从前景理论看扩大消费的有效途径:一个行为经济学的视角，田珍 应瑞瑶，科学 经济

社会，2010(1)； 

32、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收敛性，陈媛 应瑞瑶，经济管理，2009(21)； 

33、资源禀赋与绿色创新——从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看“荷兰病”之破解，应瑞瑶 周

力，财经研究，2009(11)； 

34、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周力 应瑞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2)； 

35、交易成本对养猪户垂直协作方式选择的影响——基于江苏省54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应

瑞瑶 王瑜，中国农村观察，2009(2)； 

36、中西方居住空间分异动因比较研究，应瑞瑶 陈燕，城市问题，2009(2)； 

37、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周力 应瑞瑶，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8(6)； 

38、基于SIS传染病模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动态转移研究——基于迁移网络的视角，胡金华

应瑞瑶，农业技术经济，2008(6)； 

39、生产合同模式对农户增收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肉鸡行业的调查数据，孙艳

华 刘湘辉 周发明 周力 应瑞瑶，农业技术经济，2008(4)； 

40、我国葡萄酒进口贸易波动研究——基于CMS模型的因素分解，周力 应瑞瑶 江艳，农

业技术经济，2008(2)； 

41、中国农产品对东亚出口增长因素分析，马少晔 周力 应瑞瑶，国际商务，2008(2)； 

42、奶业专业合作社的理论分析及问题探讨 ，王瑜 应瑞瑶，生产力研究，2007(12)； 

43、农民工对培训需求的优先序选择及投入主体角色定位，张晔林  应瑞瑶，农村经济，

2007(11)； 

44、江苏省种植业农户的农技服务需求优先序研究   ，王瑜 应瑞瑶 张耀钢，中国科技论

坛，2007(11)； 

45、契约选择和生产者质量控制行为研究，王  瑜 应瑞瑶，经济问题，2007(9)； 

46、江苏省肉鸡行业垂直协作形式的调查与分析，应瑞瑶 孙艳华，农业经济问题，

2007(7)； 

47、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优先序及影响因素分析，张耀钢 应瑞瑶，江苏社会科学，

2007(3)； 

48、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和路径，季  文 应瑞瑶，江苏社会科学，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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