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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1976 年 9 月生于湖南益阳。2009 年破格晋

升为博导，2010 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经济研究》编委，《改革》编委，《光明日报》理论版

专栏作家，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组部司局级干部选学班教员，中宣部马克

思主义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霍英东奖获得者。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在国

内外重要期刊发表上百篇学术论文。创办《宏观政策评价报告》，在大宏观视角下结合现代

宏观理论和中国国情对中国宏观政策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价。创办《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百千万

排行榜》，对全国 8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行了全覆盖全方位的评价。提出“大宏

观”理念，倡导将产业、金融和异质性等更加贴近现实的元素纳入宏观经济学模型，破解宏

观理论与现实问题脱节的时代性难题。提出“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

“着力提升宏观政策效率”、“中国富豪创新不足”等学术观点。 

 

主要经历 

1993—2003  武汉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学士、管理学院硕士、商学院博士 

2000—2003  武汉大学，主讲高宏、高微、高金等十多门课程 

2003—2006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副教授 

2009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破格晋升博士生导师 

2010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破格晋升教授 

2007.8—2008.8  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 

2006 以来   历任经济学数学实验班项目主任、院长助理、党委委员、副院长 

 

主要荣誉 

2009 年入选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 

2010 年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 

 

学术兼职 

《经济研究》、《改革》、《经济与管理研究》编委，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

社科院经济所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中组部司局级干部选学班教授，中宣部马克思

主义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外国经济学说会副会长，国家农业部“十二五”规划专家组成员，

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专家。 

 

主讲课程 

宏观经济学（本、硕、博），中国宏观经济专题 

 

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政策、经济增长、定量宏观模型 

 

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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