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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邦【公益十年】—青年学者/学生研究支持项目  

2018 第六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 

全国高校论文竞赛公告 

 

 背景 

中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实践，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今

已有三十余年光景。以 PPP 模式为核心载体的基建公服领域公共供给改革，经

历了萌芽探索、低水平发展、波动徘徊、高速发展、规范发展等阶段，如今中国

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能力建设进步最快的单一 PPP 市场，为贯彻落实“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 

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邦咨询”）作为中国最早开展 PPP

咨询业务的公司之一，在“实用主义”浪潮中独擎“理想主义”和“学院派”旗

帜，始终致力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创新，并将其应用于咨询

项目实践，切实推动行业进步。PPP 全国高校论文竞赛是济邦咨询发起创设的

一个基于“济邦基因”的公益项目，面向有志于从事 PPP 研究的高校青年学者

和学生，自 2008 年开始每两年一届，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 

在过去的十年中，PPP 全国高校论文竞赛获得了来自政府、学术界、企业界

的专家、学者及实操人士的大力支持，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

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

厦门大学、重庆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等众多境内外知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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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青年学者和学生积极参与，获奖者中涌现了一批现今中国 PPP 研究事业的

中坚力量，如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柯永建、东南大学熊伟（现同济大学经管学

院公共管理系助理教授）、天津理工大学杜亚灵（现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IPPCE） 博士/教授）、东南大学袁竞峰（现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设与房

地产系 博士/副教授）、同济大学王欢明（ 现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部公共管理系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等知名人士。一位获奖者曾感言，当年在第

二届 PPP 论文竞赛中获得二等奖，给了他坚持研究 PPP 的信念，回国后继续开

展 PPP 研究工作，为中国 PPP 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济邦咨询发起 PPP

论文竞赛的初衷，我们也为此感到非常的骄傲！ 

作为这一公益活动的发起人，济邦咨询在前五届论文竞赛中累积投入 56 万

元，筹集赞助企业善款 71 万元，全部用于支持论文竞赛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创新。今年济邦咨询将继续承担这份企业社会责任，投入 20

万元在本届论文竞赛中，为青年学者/学生研究提供展示学识和切磋交流的平台，

推动相关学术研究及行业发展。 

今年是 PPP 全国高校论文竞赛诞生十周年，也正值 PPP 转向规范、稳健、

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济邦咨询有意将这一公益项目的视野放的更宽，关注整个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仅仅局限在 PPP 模式，为

更多关注基建行业的提供一个交流分享最新研究成果的平台。 

基于这样的考虑，今年我们将“PPP 全国高校论文竞赛”正式更名为“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全国高校论文竞赛”，并将于 5 月正式拉开帷幕，现

将竞赛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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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单位（第五届供参考）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 

 

 主办单位 

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首席学术顾问单位（第五届供参考） 

   中国科学院大学 

 

 海外学术支持及协办单位（第五届供参考） 

英国驻华大使馆 

 

 协办单位（往届供参考） 

华夏幸福 

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柏林水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威立雅水处理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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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国浩律师事务所 

 

欢迎对基建行业研究事业热心的企业或个人提供公益支持 

 

 公共部门支持（第五届供参考）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华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 

英中贸易协会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 

 

 学术支持（第五届供参考）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西南交大 TOD 研究中心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公共部门支持（第五届供参考）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华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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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贸易协会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 

 专家评委(以姓名拼音顺序排列) 往届供参考 

曹富国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 PPP治理研究院院长 /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PPP 立法研究主持人兼首席专家 / 财政部法律顾问 

曹远征  中国银行 前首席经济学家 / 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 理事长 

贾  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院长 

李开孟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孟  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巡视员 /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 PPP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守清  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博导 / PPP 研

究中心首席专家（PPP 项目融资与管理） 

王子安  台湾世曦工程顾问公司民参部  协理 

张倩瑜  伦敦大学学院副教授、博导 

诸大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

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秦  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 副主任 

顾长浩  上海市政府法制办 副主任 

周林军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 主任 

敬乂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 教授、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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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霁虹  中伦律师事务所 权益合伙人 

 官方唯一指定论文刊登纸媒 

中国工程咨询杂志 

 

 合作媒体（邀请中） 

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 

人民政协网 

21 世纪经济报道 

和讯网 

华夏时报 

中国经济导报 

PPP 导向标 

PPP 知乎 

中国环境报 

财经传媒 

经济观察报 

中国财经报 PPP 周刊 

新理财 

第一财经 

中华建筑报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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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杂志 

 

 活动定位 

公益性活动，不向参赛者收取报名费、评审费及论文发表刊载费等任何费用。 

 

 活动主题   

向政府方、社会资本方、学术界、实操界征集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经济学、公共管理、财政、金融、风险管理、法律等专业

领域前沿选题，作为本届论文竞赛的参考选题。参赛选手可以在参考选题中选择

一个或多个作为参赛论文主题，也可以在竞赛主题范围内自拟题目。 

参考选题： 

资管新规时代下的 PPP 融资 

PPP 项目争议解决 

地方政府预算管理与 PPP 

PPP 项目社会资本采购 

PPP 项目风险管理与实践理论 

PPP 融资平台转型 

地方政府债券 

政府投资基金 

绩效评价的设计和履约操作 

PPP 项目修约与再谈判 



 2018 第六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全国高校论文竞赛 	

BIM 在 PPP 履约管理中的应用 

PPP 信息公开管理 

大数据在 PPP 模式中的应用 

注：参赛选手可以在济邦公司网站 www.jumbocn.com 、济邦微信公众号

（Jumbocn 或扫描二维码）或网站的资源链接中查找 PPP 的相关资料。 

  

 活动日程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发布公告                 

宣传推广                 

高校宣讲、路演                 

企业考察、研讨会                 

论文征集           

 
 

 
 

 
 

论文评审            
 

 

 
 

颁奖典礼            
 

 
 

 

 

 参赛对象 

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海外地区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经济学、

财政学、公共管理、法学、工程技术类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含本科、硕士、博士

研究生）、青年学者及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含博士后研究人员）。为鼓励年

轻学仁的参与，所有参赛者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不超过 50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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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参赛作品如果有多个作者时，所有作者都必须满足以上条件。 

 

 参赛规则 

1）论文要求： 

a) 参选论文可以是以前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过的论文（需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投稿前请参赛者与发表刊物协商是否有权参加本次论文竞赛，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投稿时需注明发表日期及发表刊物名称、刊号、期号等详细信

息。 

b) 参加前五届论文竞赛时提交过的论文不能再次提交。 

c) 论文可以合作完成，但文章作者最多不能超过三人。 

备注：参赛作品如果有多个作者时，最终发表的论文作者排序为参赛论文提交时所署作者排

序。 

d) 论文必须用中文完成。 

2）论文格式 

稿件形式：电子文稿，8000-15000 字，用 word2007 文件（页面 A4），

除学校/研究机构名称和姓名外统一用宋体(中文)、Arial（英文）排版。 

页面设置：word2007 默认设置  

格    式：间距：段前、段后各 0.5；行距：（多倍行距）1.25 倍  

字    号：中英文题目：三号字 （居中对齐） 

          学校/研究机构名称和姓名：小四号楷体（置于标题下行，右对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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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内容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五号字  

正文标题：一级标题四号字（加粗），二级标题小四号字（加粗），

三级标题五号字（加粗） 

          正文内容：五号字 

图表要求：图表标题为五号字，分别表示为图 1，表 1。 

3）论文发表 

论文竞赛结束后，主办方会将所有获奖论文集结成册，向国家相关部门和单

位发送；有发表权限的获奖论文将登载在国内核心期刊杂志上，并发表在济邦咨

询以及本次活动合作单位的公众号、内部刊物及网站上。故所有论文，作者一经

投稿，即默认为其同意主办方按以上方式发表其论文，论文将保留作者的署名权。 

4）报名资料 

a) 论文竞赛报名表 

b) 带有照片的学生证或工作证复印件（可提供电子扫描版或照片） 

5）报名及投稿截止日期 

参赛者需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之前将报名资料发至主办方邮箱或通过 H5

报名页报名。 

论文竞赛截稿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15 日，论文接收和评审时间如有变化，

组委会将另行正式通知。 

 

 论文评审标准（竞赛分为学生组与研究组分别评审）： 

（1） 格式和注释（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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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格式是否正确。材料是否准确、翔实，具有时效性，引用是否正确、严

谨，出处是否清楚。 

（2） 行文和逻辑（40 分） 

语言是否得体，行文是否流畅。逻辑是否连贯、合理，段落与段落之间、章

节与章节之间的逻辑性是否严密。结构布局是否合理。 

（3） 论文的视角（20 分） 

论文从何种视角来阐述论点，视角是否独特。 

（4） 理论基础（30 分） 

论文的理论基础是否牢固，是否交代清楚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有无理论研

究价值。 

（4） 文献综述 

是否参考了以往重要的相关文献。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是否密切相关、是否

反映该领域研究的发展状况。能否用批判的眼光进行文献综述，指出了以往研究

的局限、模糊及矛盾之处。有逻辑地组织、分析、整合各类文献，而不是堆砌文

献。 

（5） 研究方法 

 论文所选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是否合理，材料或数据来源是否可靠。 

（6） 论文现实意义 

 论文成果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论文成果的学术贡献。 

 

 奖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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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评选出获奖人员 12 名 

具体奖项设置如下：  

学生组： 

1. 设一等奖 1 名，境外基础设施相关国际会议参会机会 1 次 or 研究赞助费

15000 元； 

2. 二等奖 2 名，奖金各 8000 元； 

3. 三等奖 3 名，奖金各 5000 元； 

青年教师/学者组： 

1. 设一等奖 1 名，境外基础设施相关国际会议参会机会 1 次 or 研究赞助费

20000 元； 

2. 二等奖 2 名，奖金各 10000 元； 

3. 三等奖 3 名，奖金各 6000 元； 

2）获奖者可获得济邦咨询及合作伙伴（知名律所、金融机构、大型投资公

司等）提供的优先录用及实习机会。 

3）上述所有获奖人员，均可获赠一本由济邦咨询编著的签名书籍。 

4）有发表权限的获奖论文国内核心期刊登载； 

5） 获奖者将受邀参加由主办单位及合作伙伴组织的论文竞赛颁奖礼暨研讨

会，有机会就 PPP 等问题与行业内专家充分沟通与交流，中国大陆地区获奖者

参加研讨会的，全部费用由竞赛组委会承担；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获奖者参加研

讨会的，中国大陆地区内食宿及市内交通费用由竞赛组委会承担，其他费用自行

承担。 

以上奖项金额为暂定，如若企业或个人提供公益支持增多，主办方会相应提高奖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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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设奖金为税前金额，统一由组委会代扣代缴所得税。 

 

 主办方联系方式 

活动网址： http://www.jumbocn.com/industry 

报名通道二维码：  

 

济邦咨询公司 

联系人： 龚砚、程泽莹 

电  话： 021-6428 2300 

传  真： 021-6428 3996 

邮  箱： gongy@jumbocn.com，chengzy@jumbocn.com 

微  博： @济邦咨询 

微信号： jumbocn 

   

地  址： 上海市定安路 55 号徐汇万科中心 A 座 5 层 

邮  编： 2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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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竞赛的最终解释权归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2018 第六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全国高校论文竞赛组委会 

2018 年 4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