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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公益：治理创新与国际比较”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张译心）5月9日，“环境与公益：治理创新与国际比较”研

讨会在京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密西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

联合主办的。来自密西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

理工大学、暨南大学、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共同参加此

次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开峰教授、密西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院长迈克

尔.巴尔（Michael Barr）教授到会致辞。

　　研讨会上午场为环境专题。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主持，挪威奥斯

陆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担任评论人。主题发言围绕碳定价和碳交易、新能源发展进行，介绍并讨

论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密西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巴里.拉贝（Barry Rabe）主要讨论碳定价在政治

和管理上的可行性。碳定价长期以来一直被经济学家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政策选择，

巴里.拉贝则试图论证其在政治上的可行性，在介绍各国碳定价政策的基础上，探讨碳定

价在政策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政治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董长贵聚焦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梳理了中

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历程和相关政策。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包括政策、资源禀

赋、成本、能源需求等七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讨论影响中国太阳能光伏装机的因素，研究

结果对光伏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梁巧梅围绕碳定价对中国碳定价的实践和理论研究

现状进行讨论，首先介绍了我国碳税发展大事记以及全国碳排放交易计划的实施进展；从

竞争力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减排效应、配额分配、碳价及其波动等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

梳理，指出未来碳定价研究的方向。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刘宇关注中国规模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湖北省，

运用多区域CGE模型评估湖北碳交易市场的经济影响，认为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负面

经济影响微弱，但是ETS对需求结构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不同工业部门的异质性和碳交

易市场的协同效应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得到重视。

　　汤姆.克里斯滕森点评了上午的发言，指出碳定价在领导层面和消费者层面的复杂性

和合法性考虑，并以挪威等国为例，呼吁研究者关注环境政策工具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和社

会现实问题，兼顾公平与效率。

　　研讨会下午场为公益专题。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魏娜主持，美国美利坚

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外籍教授大卫·罗森布鲁姆（David

Rosenbloom）担任评论人。主题发言围绕公益生态系统、公益与乡村振兴进行，介绍并讨

论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密西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梅根.汤普金斯-斯坦格（Megan Tompkins-

Stange）讨论的主题是“政策赞助人：慈善事业、教育改革和影响力政治”。通过对美国

四家家族基金会的案例研究，她归纳出基金会影响教育政策的两条路径：一是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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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主导、结果导向的模式，二是自下而上、联合利益相关方、构建行业联盟的模式。她

特别强调，以盖茨基金会为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模式，虽然在短期推动了教育政策的改变，

但是没有充分与教师、家长和社区互动，改革难以长期持续。

　　与会学者以广州和深圳的枢纽型组织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探讨了枢纽型组织的体系和

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他谈到，枢纽型组织为社会组织提供了资源和合法性，承担了政策

上传下达的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王筱昀以福建乡村为例，探讨了公益在乡村振兴

中的角色。她谈到各级政府的乡村振兴工作往往以经济和产业发展为核心。但是，乡村产

业发展会遇到无法与村民建立信任关系、村民观念难以转变、教育文化落后无法留住人才

等瓶颈。而公益能够通过积累社会资本、促进人的改变和社会发展，一定程度上突破产业

发展的瓶颈，进而推动乡村综合发展。

　　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陈红涛从实践角度，探讨了扶贫基金会引入外部资源，

激发村民内生动力，打造乡村旅游的成功经验。他介绍了乡村民宿发展“让乡村更像乡

村”、保护本土建筑和文化的原则。他以南峪村为例，介绍了扶贫基金如何通过发展村民

合作社、公积金和公益金，平衡利益分配问题。他还谈到了外部专业运营团队对发展乡村

精品民宿的重要性。

　　大卫•罗森布鲁姆点评了发言，强调了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的复杂性，探讨了相关研

究的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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