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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9 年, 我国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 世界经济增长低迷, 国际经贸摩擦

加剧,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攻坚克难, 完成全年主要目标任务,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
中国人民银行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
升的复杂局面, 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
战, 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改善金融管理和服务, 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勇于担当、 真抓实干, 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系统严格按照总行党委工作要求, 紧密围绕人民银行核心
工作和央行履职需要, 持续深入开展经济金融领域基础理论和重大问题研究。 从
研究方法看, 课题使用了实地调研、 案例研究、 问卷调查、 历史研究等多种方
法, 结合数理模型, 有定性有定量, 与人民银行业务和地方实际情况紧密结合,
接地气, 求实效, 努力实现以研究促进政策制定和业务工作的目的。
经过中国人民银行重点研究课题评审委员会评审, 2019 年度重点研究课题

评出一等奖 5 名, 二等奖 11 名, 三等奖 15 名, 优秀奖 26 名, 获奖课题充分展
示了人民银行系统的研究水平。 感谢评审委员会各位委员对评审工作的辛劳付
出, 感谢初审专家的鼎力支持, 现将获得一、 二、 三等奖的部分课题成果公开
出版。
由于经济金融形势日趋复杂多变, 相关研究难免有不完善或遗漏之处, 我们
真诚地期待读者的反馈建议, 不断提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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