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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简称RIETI）是于2001年4月与独立行政法人制

度同时诞生的。研究所的前身为通商产业研究所（1987年成立，简称通产研），是当时

通商产业省的一个部门，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贸易产业政策、日本国内外

经济状况展开基础性调查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政

府锐意推行经济结构和行政、财政等各项改革，努力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为此，需要

打破以往的政策决策局限，基于理论性和分析性的研究，以全新的思想方式制定政

策。RIETI由此应运而生。在与政府行政机构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之上，立足于中长

期发展，按照国际标准对政策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积累资料，为制定政策提供有益

的建议。

RIETI根据政策需求设定研究课题的总体框架，鼓励研究人员在总体框架之中开

展自由研究，同时将不同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通过研讨会等形式积极吸收有识

之士和相关人员的真知灼见，充分发挥研究的协同互动效果，以活跃的政策提案促进

政策讨论和决策工作。此外，定期从政府机构和国内外的大学、研究所、民间企业等各

个领域聘请研究员也是RIETI的特点之一。

今后，RIETI将继续作为政策决策过程的平台，以切实有效地向政策当局提供理

论依据和知识网络为己任，为增强政策决策能力、提高政策质量、活跃政策讨论气氛

贡献力量。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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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于2005年度结束了第一期的目标期间。在这五年间，为了追求和普及优秀的

研究成果，共发表了280多篇论文，召开了45回大型研讨会。这些成果逐步获得国内外

各界人士的重视，RIETI网站的点击数在2005年度已经达到了65万次。

作为第一期的最后一个年度报告，将围绕72篇新论文和9次大型研讨会介绍本年

度的研究成果。RIETI的特长在于，它是一个使学术界与政策当局能够活跃地进行交流

的机构。此外，省厅之间也通过RIETI的研究会等交流活跃。2005年度举行的养老保险方

面的研讨会及金融政策方面的研讨会就反映了这一特征。为此，本年度我们还获得了

来自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在对第一期的整体工作评价上也同样获得

了好评。我认为，今后进一步确立发挥这些特长的研究体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使命。

从本年度(2006年度)开始，我们提出 “在低出生率老龄化的社会形势下保持经济

活力”、“以保持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技术创新体系”、“经济全球化、亚洲经济关系紧密

化与日本的国际战略”以及“贸易产业政策史的编纂”等四个新课题作为基础政策领域

继续开展研究，成为我们新的中期目标。我们将在第一期的经验与实际成果的基础上

向新的目标迈进。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和鞭策。

2006年7月　理事长　及川 耕造

我们迎来了RIETI的第一个中期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两年前我就任所长的时候，

非常想将RIETI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进行超越各省厅界限开展政策研究，发表研究成果的

知识总部（Intellectual Headquarters）。这是由于日本经济直接面临的问题要求我们必

须进行横向的综合研究。就解决老龄化这个问题来说，老年人花费的养老保险、医疗、

护理等费用逐年增加，而这些费用必须在GNP这一经济整体范围内来解决。因此，设计

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够不仅不破坏经济整体，还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就成

为重要的政策问题。此外，如何积累每一个人的“健康资本”，如何为社会保障费整体的

削减发挥作用等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对于经济整体的增长来说最重要的

因素在于提高每个劳动者的人均物质和知识资本装备率的同时，提高整体生产率。熊

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的破坏是指只有通过在企业层面上的创新，才有可能实现技术、经

营、制度等各领域的革新。那么，企业层面的创新是如何与各个产业水平上的革新联系

在一起，又是如何与宏观经济的生产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呢？这样思考问题就可以

弄清为什么必须使企业、产业、宏观经济等三个层面的研究结合为一个整体。此外，还

有日本及美国、韩国、台湾等的跨国企业带来的贸易—直接投资—技术转移的连锁反

应是如何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问题。这对于日本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也是一个重

要的课题。RIETI处于开展政策研究极为有利的环境之中，今后还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

势。

2006年7月　所长　吉富 胜



2005年度大事记

2005 年 8 月
及川新任理事长上任

2005 年 4 月
政策分析论文（PAP）创刊

举办政策研讨会9次

照片为2006年2月17日

“日本的金融——重新探讨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关系”

举办BBL研习会80次

照片为2005年11月17日

演讲者（左）:Aftab SETH（原驻日本印度大使，庆应
义塾大学全球安全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右）:西水美惠子（RIETI CF，原世界银行负
责南亚地区的副总裁）

出版RIETI系列丛书6册



MAJOR COMMON THEMES
主要政策研究课题

自2001年成立以来，RIETI将研究领域的大致范围确定为九个研究群，并在各个研究群中组建了多个项目，不断

推进实质性的研究。从2004年度开始，RIETI从日本必需的政策课题角度出发，设置了六个主要政策研究课题

（Major Common Themes），2005年度直接沿用了上述研究框架。

＊从下一页开始为主要研究项目。研究员的职称以年度为准。

＊职称简称:SF:高级研究员  F:研究员  FF:教职研究员  CF:顾问研究员  VF: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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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I

从宏观、微观两方面对
日本经济停滞10年的
综合评价

课题Ⅱ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深
化与新的世界经常收
支不平衡

课题Ⅲ

关于政府负债、养老保
险、医疗、护理、保育等
问题的综合性研究

课题IV

新的金融市场、公司
治理的理想状态

课题V

探求新的技术创新
体系

课题Ⅵ

扩充数据库与强化
模型操作运用



从宏观、微观两方面对日本经济停滞10年的综合评价

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日本经济停滞10年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行综合

性分析，解析新的挑战性课题。针对摆脱通货紧缩机制的系统性研究，也为其

他发达国家和亚洲各国提供借鉴。Ⅰ
研究课题 /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副负责人）
主要研究成果

1．日本特有的摆脱通货紧缩机制

公债、物价水准、外汇机能与
实体经济的结合

（小林庆一郎F）

（工作论文）

Business cycle accounting for the Japanese economy (Keiichiro KOBAYASHI and 
Masaru INABA)
Transaction services and asset-price bubbles (Revised) (Keiichiro KOBAYASHI)
Borrowing constraints and protracted recessions (Keiichiro KOBAYASHI and Masaru 
INABA)
"Irrational exuberance" in the Pigou cycle under collateral constraints (Keiichiro 
KOBAYASHI and Masaru INABA)
对银行危机与借款企业生产率的实证分析（小林庆一郎、秋吉史夫）

银行风险曝光与企业和银行间的放弃债权谈判:通过事例研究进行验证 
（秋吉史夫、广濑纯夫）

19世纪末摆脱通货紧缩的机制
（竹森俊平FF / Colin McKENZIE FF）

（工作论文）

Australia's deflation in the 1890s (Colin McKENZIE)
金本位制下制度的作用和对物价的波及过程

（竹森俊平、Liudmila SAVCHENKO）

２．按产业划分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研究

RIETI制造业数据库的建立及
有关各类产业生产率的研究

（深尾京司FF / 宫川努FF）

（工作论文）

Productivity and the business cycle in Japan－Evidence from Japanese industry 
data (Tsutomu MIYAGAWA, Yukie SAKURAGAWA and Miho TAKIZAWA) 
并购和被收购企业的业绩:对日企业并购和国内企业间并购的比较
（深尾京司、权赫旭、泷泽美帆）
新参与企业的生产率和资金筹集（宫川努、川上淳之）
组织资本的定量评估（宫川努、金荣懿）

零售业的监管、市场竞争和生产率
（元桥一之FF）

（工作论文）

关于大中型店铺的市场参与和退出以及增强市中心地区活力的计量分析
（松浦寿幸、元桥一之）

亚洲各国生产率的国际比较（ICPA）
（元桥一之FF）

在RIETI网站上发表中间成果等
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d03.html



亚洲各国生产率的国际比较（ICPA）
网页画面

所有的工作论文可以从
http://www.rieti.go.jp/jp/data/index.html 
上下载。

研究课题 /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副负责人）

主要研究成果

３．关于监管放宽的个案（电力等）研究

电力改革中制度设计的
学术性研究

（八田达夫FF / 田中诚FF）

（工作论文）

Optimal transmission capacity under nodal pricing and incentive regulation for 
Transco (Makoto TANAKA)
A spa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ransmission charge reform in Japan's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Shuichi AKIYAMA and Nobuhiro HOSOE)
日本跨地区输电网络的经济性分析（戒能一成）

电力行业、城市煤气行业政策制度变更的定量影响分析（戒能一成） 

考量联络线容量的垄断性电力批发市场分析（田中诚）

制度设计中的
实验经济学研究

（川越敏司FF / 泷泽弘和F）

（工作论文）

国际卡特尔豁免制度的国际协调问题
（岩成博夫、川越敏司、木村友二、松八重泰辅、泷泽弘和）

４．关于制度上互补的问题——政府的管理

地方分权下官民的责任分担:
自治体特别会计、外围团体的实际情况
与作用及其管理结构的实证性研究

（赤井伸郎FF）

（工作论文）

公营企业的管理与经营形态:地方分权下政府（中央和地方）与民间作用分担的合理
化（赤井伸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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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与新的世界经常收支不平衡

在美国巨额贸易赤字与亚洲经常项目盈余以及巨额外汇储备这一新的国

际性不平衡中，为进一步深化亚洲一体化，设计最佳的贸易、汇率、结构调

整政策。Ⅱ
研究课题 /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副负责人）
主要研究成果

１．亚洲产业内专业化分工网络与世界的三角贸易结构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研究会
（浦田秀次郎FF / 清田耕造FF）

（工作论文）

Re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intra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on 
productivity growth: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Japan (Kozo KIYOTA)
International intrafirm transfer of management technology by Japanes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hujiro URATA, Toshiyuki MATSUURA and Yuhong 
WEI)
Employment of MNEs in Japan: New evidence (Kozo KIYOTA and Toshiyuki 
MATSUURA)
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进口竞争度与企业发展:根据《企业活动基本调查》数据进行的实
证分析（伊藤惠子）

关于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
产品结构模块化与
贸易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桑原哲SF）

（工作论文）

关于东亚地区产品结构模块化和贸易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桑原哲）

２．为协调世界贸易不均衡状况，亚洲调整政策的理想方式

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与
资本监管的有效性

（刘利刚SF）

（工作论文）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China (刘利刚)

３．国内金融制度的完善与亚洲汇率一体化体制的理想方式

亚洲最佳的汇率管理制度
（伊藤隆敏FF / 小川英治FF）

（工作论文）

Pass-through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macroeconomic shocks to 
domestic inflation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Takatoshi ITO, Yuri N. SASAKI and 
Kiyotaka SATO)
AMU deviation indicator for coordinated exchange rate policies in East Asia and 
its relation with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Eiji OGAWA and Junko SHIMIZU)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inflation in post-crisis Asian economies: VAR analysis 
of the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Takatoshi ITO and Kiyotaka SATO)
The Chinese yuan after the Chinese exchange rate system reform (Eiji OGAWA and 
Michiru SAKANE)
On determinants of the yen weight in the implicit basket system in East Asia 
(Takatoshi ITO and Keisuke ORII)
Chinese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the optimal basket weights for the rest of East 
Asia (Etsuro SHIOJI)
Adopting a common currency basket arrangement into the 'ASEAN plus three' (Eiji 
OGAWA and Kentaro KAWASAKI)
人民币改革的分析（伊藤隆敏)

关于东亚经济中货币升值
影响的计量分析

（Willem THORBECKE SF）

（工作论文）

Th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trade in East Asia (Willem THORBECKE)



（政策研讨会）
为打开新一轮WTO谈判僵局
──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课题和日本的方向

（2005/7/22）

研究课题 /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副负责人）

主要研究成果

４．世界贸易与环境问题

多元贸易体制现状与展望
(小寺彰FF / 川濑刚志FF)

（RIETI经济政策分析丛书）

《世贸组织解决争端程序中的执行制度》（川濑刚志、荒木一郎 编著）

（工作论文）

投资协议仲裁的新进展及其意义──投资协议“法律制度化”的冲击力（小寺彰）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问题──机制方面的原因和改善建议（川濑刚志）

投资协议中的“透明度”──定位与对策（小寺彰）

（政策研讨会）

为打开新一轮WTO谈判僵局──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课题和日本的方向

贸易与环境
（山下一仁SF / 平觉FF、石川城太FF）

（工作论文）

How effective are emission taxes in an open economy? 
(Jota ISHIKAWA and Tomohiro KURODA)

贸易与农业（食品的安全性）
（山下一仁SF）

（工作论文）

WTO农业协定的问题和谈判的现状及展望──从乌拉圭回合谈判参加者的角度观察
（山下一仁）

５．适合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等的理想方式

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性研究
（川濑刚志FF）

（工作论文）

地区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可互补性:经济学上的考察与今后的课题（椋宽）

地区贸易协定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处理──以相互承认的制度为中心（内记香子）

地区经济一体化与竞争政策及禁止垄断法（濑领真悟）

有关FTA与ERA评价的研究课题
（浦田秀次郎FF）

（工作论文）

An analysis of the potential economic effects of bilateral,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free trade (Kozo KIYOTA)

６．发展中国家的评价与新治理方式

东盟各国的民主主义体制下的
专家治国

（白石隆FF / 鸟居高FF）

（工作论文）

Technocracy in Indonesia: A preliminary analysis (Takashi SHIRAISHI)
“小国”马来西亚的经济技术官僚的变迁和特征（鸟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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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负债、养老保险、医疗、护理、保育等
问题的综合性研究

不仅针对财政赤字、巨额政府债务余额展开研究，还创立新型

“老龄化经济学”，致力于养老保险、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问题

的综合性研究，明确日本财政的问题所在。Ⅲ

政策研讨会
“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2004年度 
制度修订的评价与新的改革方向”
（2005/12/15-16）

研究课题 /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副负责人）

主要研究成果

１．维持巨额政府债务的可能性

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与
公债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土居丈朗FF）

（工作论文）

关于保证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今后财政运作方式的模拟分析
（土居丈朗）

最合理的租税、社会保险费负担率
（橘木俊诏FF）

本课题具有连续性，后续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２．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目标: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目标:
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清水谷谕FF / 市村英彦FF、野口晴子FF）

（政策研讨会）

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2004年度制度修订的评价与新的改革方向

３．探求理想的养老保险制度

社会保障研究
（深尾光洋FF / 中田大悟F）

（工作论文）

养老保险制度得以维持的原理、原则和课题 
（深尾光洋、金子能宏、中田大悟、莲见亮）

（政策研讨会）

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2004年度制度修订的评价与新的改革方向

４．进入劳动市场的动机、劳动转移与社会保障的关系

老龄者雇用研究
（樋口美雄FF / 黑泽昌子FF、中田大悟F）

（工作论文）

护理对老年人决定就业或离职所产生的影响 
（樋口美雄、黑泽昌子、酒井正、佐藤一磨、武石惠美子）

修订养老保险制度对男性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行为产生影响的分析
（樋口美雄、黑泽昌子、石井加代子、松浦寿幸）

（政策研讨会）

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2004年度制度修订的评价与新的改革方向

劳动移动研究
（樋口美雄FF / 儿玉俊洋FF）

（RIETI经济政策分析丛书）

《劳动市场设计的经济分析──以强化匹配功能为目标》
（樋口美雄、儿玉俊洋、阿部正浩 编著）

政策研讨会
“日本的金融──再问企业与 
金融机构的关系”

（2006/2/16-17）



新的金融市场、公司治理的理想形态

研究在建立新的金融体系之际，超越以往直接金融、间接金融等陈旧切入

点的理论框架以及其中的证券化、流动性、公司治理、政府金融机构的理想

形态。Ⅳ
研究课题 /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副负责人）
主要研究成果

１．重新建立金融机制结构的分析框架

关于企业金融的研究
（渡边努FF / 植杉威一郎F）

（工作论文）

Firm age and the evolution of borrowing cost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small firms 
(Koji SAKAI, Iichiro UESUGI and Tsutomu WATANABE)
The role of collateral and personal guarantees in relationship lending: Evidence 
from Japan's small business loan market (Arito ONO and Iichiro UESUGI)
How are loans by their main bank priced? Bank effects, information and non-price 
terms of contract (Wako WATANABE)
Bank health and 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Japan (Kaoru HOSONO 
and Akane MASUDA)
Effectiveness of credit guarantees in the Japanese loan market (Iichiro UESUGI, Koji 
SAKAI and Guy M. YAMASHIRO)
主办银行的财务状况与企业活动:基于中小企业问卷调查个体数据的实证分析

（小川一夫）

探讨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限度（益田安良）

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与中小企业的道德风险问题（鹤田大辅）

对中小企业融资中主办银行关系的验证

──地方金融机构的效率与贷款态度之间的关系（播磨谷浩三、永田贵洋）

创业时期政府系统金融机构的作用（根本忠宣、深沼光、渡部和孝）

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企业的生存期限与债务结构（胥鹏、鹤田大辅）

（政策研讨会）

日本的金融──再问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关系

关于地区金融的研究
（筒井义郎FF / 植村修一SF）

（工作论文）

Information verifiability, bank organization, bank competition and bank-borrower 
relationships (Masaji KANO, Hirofumi UCHIDA, Gregory F. UDELL and Wako 
WATANABE)
Has the credit crunch occurred in Japan in 1990s? (Daisuke ISHIKAWA and Yoshiro 
TSUTSUI)
Do banks reduce lending preemptively in response to capital losses? (Shinichi 
NISHIYAMA, Tae OKADA and Wako WATANABE)
SME financing and the choice of lending technology (Hirofumi UCHIDA, Gregory F. 
UDELL and Nobuyoshi YAMORI)
Are trade creditors relationship lenders? (Hirofumi UCHIDA, Gregory F. UDELL and 
Wako WATANABE)
Bank size and lending relationships in Japan (Hirofumi UCHIDA, Gregory F. UDELL 
and Wako WATANABE)
Empirical determinants of bargaining power (Hirofumi UCHIDA)
Loan officers and relationship lending (Hirofumi UCHIDA, Gregory F. UDELL and 
Nobuyoshi YAMORI)
城市银行有效性假说（筒井义郎、佐竹光彦、内田浩史）

有效性假说和市场结构─行为─绩效假说的再研究（筒井义郎、佐竹光彦、内田浩史）

企业期待的金融服务和中小企业金融的课题（家森信善）

变更主办银行的中小企业的特征（加纳正二）

地方银行的监管（植村修一、渡边善次）

（政策论文）

关于协同组织金融机构的“经营地区”的考察(神吉正三)

（政策研讨会）

日本的金融──再问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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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讨会
“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
日本与欧洲的比较”

（2005/9/14）

政策研讨会
“强化知识产权经营，
创造企业价值”

（2005/11/30）

政策研讨会
“促进创新的企业形态与融资机制”
（2006/2/28）

研究课题 /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副负责人）

主要研究成果

２．支撑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制度（法律、规范、监督、会计）的差异与日本的课题

关于流动性与流动化、证券化的研究
（小林孝雄FF / 久武昌人SF、柳川范之FF）

（工作论文）

债务期限结构与信用风险评估──依照长期与短期债务构筑信用风险模型 
（小林孝雄、池田亮一）

证券化的作用与课题（柳川范之）　

（政策研讨会）

促进创新的企业形态与融资机制

３．日本的公司治理路在何方

公司治理研究
（宫岛英昭FF / 蚁川靖浩FF）

（工作论文）

何种企业会成为敌意收购的目标（胥鹏） 

并购的经济分析:并购为什么增加（蚁川靖浩、宫岛英昭）

如何看待急速增加的并购:历史性发展和经济作用（宫岛英昭）

（政策研讨会）

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日本与欧洲的比较

银行治理:存款者对银行的 
选择和规范

（鹤光太郎SF）

（工作论文）

Banking crises, deposit insurance, and market discipline: Lessons from the Asian 
crises (Kaoru HOSONO, Hiroko IWAKI and Kotaro TSURU)

日本的企业重组与再生
（胥鹏FF）

（工作论文）

以收购基金为主导的企业更生对更生债务偿还率产生影响的测定（丸山宏）

关于地区重建基金和地方金融机构的关系（松尾顺介）

亚洲的企业重组与再生
（胥鹏FF）

随时在RIETI网站上发布研究状况
http://www.rieti.go.jp/users/peng-xu/project/asia/index.html

日本的公司治理: 
打开黑匣子

（田中一弘FF）

（工作论文）

股东主权与职员主权──从日本上市企业看到的矛盾困境（田中一弘）

关于企业的价值创造力与 
无形资产的关系的研究

（刈屋武昭FF / 山口不二夫FF）

（工作论文）

无形资产的理解框架和信息公开问题（刈屋武昭）

无形资产分类和报告格式研究（山口不二夫）

企业创造价值的经营过程和无形资产──CERM・ROIAM研究（刈屋武昭）

（政策研讨会）

强化知识产业经营,创造企业价值



探求新的技术创新体系

详解科学（S）与技术的融合、技术（T）与产品化（I）的结合、日

本的技术创新的优势与不足、地域群、数码家电向信息家电

发展的技术创新。Ⅴ
研究课题 /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副负责人）
主要研究成果

１．科学-技术-产业（STI）网络

STI网络的研究
（儿玉文雄FF / 玉田俊平太FF、后藤晃FF）

（RIETI经济政策分析丛书）

《日本的创新体系》（后藤晃、儿玉俊洋 编著）
第1章“日本专利中的科学连锁的测算”
第2章“产学合作的分析框架──针对现实的技术转让模式的开发”
第3章“理工科人才形成中的产学官合作──以英国为例”

（工作论文）

Characterizing receiver-activ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Fumio KODAMA and 
Jun SUZUKI)
重大专利的判定指标（后藤晃、玄场公规、铃木润、玉田俊平太）

模块产品间的整合是否可行──计算机数控的形成过程分析
（柴田友厚、儿玉文雄）

２．知识产权与强化竞争力

与产品、工序结构的产业论相关的
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

（藤本隆宏FF / 延冈健太郎FF、
奥野正宽FF、泷泽弘和F）

（RIETI经济政策分析丛书）

《日本的创新体系》（后藤晃、儿玉俊洋 编著）
第7章“关于结构的比较优势的考察”

（工作论文）

作为协调系统的产品架构（奥野正宽、渡边泰典）

产品结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2006年修订版） 
（大鹿隆、藤本隆宏）

商品化引起的获得价值失败:数码家电的事例 
（延冈健太郎、伊藤宗彦、森田弘一）

人造产品的复杂化和产品架构（奥野正宽、泷泽弘和、渡边泰典）

关于日本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力 
决定性因素的调查与分析

（中马宏之FF）

（RIETI经济政策分析丛书）

《日本的创新体系》（后藤晃、儿玉俊洋 编著）
第8章“科技型产业面临的复杂性与组织局限”

（工作论文）

探索半导体生产体系竞争力弱化的主要原因:从高度磨合力的视点出发（中马宏之）

中小企业与风险商务的各个发展阶段
（安田武彦FF / 橘木俊诏FF）

（工作论文）

事业继承和实行事业继承后中小企业的业绩（安田武彦、许伸江）

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与雇用调整（斋藤隆志、橘木俊诏）

哪些创业者深受流动性制约（安田武彦）

创业期的资金筹措和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本庄裕司）

地区因素对制造业开工率的影响:高科技行业和低科技行业的比较分析（冈室博之）

（政策研讨会）

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与增强日本经济的活力

中国与高科技:经济战略及其含义
（Andrei HAGIU  VF）

本课题具有连续性，后续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多面市场的创新与监管
（Andrei HAGIU  VF）

（RIETI经济政策分析丛书）

《日本的创新体系》（后藤晃、儿玉俊洋 编著）
第6章“多面软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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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讨会 
“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与 
增强日本经济的活力”

（2005/6/23）

政策研讨会 
“日本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和创新
──全球化经营的强项和今后的课题”

（2006/1/26）

研究课题 /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副负责人）

主要研究成果

东亚经济一体化与日本的都市集中
（八田达夫FF／久武昌人SF）

（工作论文）

缓和载客率对上下班列车拥挤度的影响（寺崎友芳）

效用函数非特定化的上下班疲劳成本测定（八田达夫、山鹿久木）

建立引进垄断性竞争的跨地区CGE模型（久武昌人、山崎清）

日本企业的全球经营与创新
（三本松进CF／浅川和宏FF）

（工作论文）

日本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和创新（三本松进）

通过制药、生物科技产业中的研发管理克服外部环境劣势 
（中村洋、浅川和宏）

从跨国经营论看日本企业的课题:论全球研发管理（浅川和宏）

（政策研讨会）

日本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和创新──全球化经营的强项和今后的课题

关于日本知识产权的动向及其评价
（清川宽SF）

本课题具有连续性，后续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３．地区群聚与产学合作的高度发展

以TAMA为中心的地区群聚研究
（儿玉俊洋FF）

（RIETI经济政策分析丛书）

《日本的创新体系》（后藤晃、儿玉俊洋 编著）

第4章“产业群形成中的产品开发型中小企业的作用”

（工作论文）

产品开发型中小企业在产业群形成中的作用

──以有关TAMA（首都周边技术先进地区）的实证分析为基础（儿玉俊洋）

关于研究开发的外部合作与创新
（元桥一之FF）

（RIETI经济政策分析丛书）

《日本的创新体系》（后藤晃、儿玉俊洋 编著）
第5章“中小企业的产学合作与研究开发网络──变革期日本创新体系的定位”

（工作论文）

IT, enterprise reform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Kazuyuki 
MOTOHASHI)
R&D of multinationals in China: Structure, motivation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Kazuyuki MOTOHASHI)
Licensing or not licensing?: Empirical analysis on strategic use of patent in 
Japanese firms (Kazuyuki MOTOHASHI)



扩充数据库与强化模型操作运用

努力充实微观数据，强化贸易、养老保险、能源、环境等领域

的模型操作。这关系到强化RIETI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基础设

施建设。Ⅵ
研究课题 /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副负责人）
主要研究成果

１．开发评估监管放宽等政策的微观模式

政策评估仿真模式
（金本良嗣FF）

（RIETI经济政策分析丛书）

《政策评估微观模式》（金本良嗣、莲池胜人、藤原彻 编著）

（工作论文）

寡头垄断市场的政策评估──电力批发交易市场的评估（莲池胜人、金本良嗣）

对“领跑者方式”下节能法家用电器效率标准管制的成本效益分析与定量性政策评估
（戒能一成）

引导型政策效果测定法的实践及其改良
（市村英彦FF）

（工作论文）

New evidences on what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represent (Carlos 
Henrique CORSEUIL and Hidehiko ICHIMURA)

２．扩充产业（ 、服务业等）与老龄化等微观数据库

关于完善非营利法人数据的研究
（数据管理室）

以“关于NPO的研究”为题，在RIETI网站上发布研究成果
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npo/index.html

微观数据的开发研究
（数据管理室）

以“微观数据计量分析计划”为题，运用企业活动基本调查和工业统计调查等企业层
级的微观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布该课题的研究成果
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d02.html

完善地区能源统计及 
动态要素分析方案的研究

（戒能一成F）

以“各都道府县能源消费统计”为题，在RIETI网站上发布研究成果
http://www.rieti.go.jp/users/kainou-kazunari/energy/index.html

其他研究成果

关于中国制造业模块化的调查研究 
（2003年度研究课题）
（藤本隆宏FF）

（RIETI经济政策分析丛书）

《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分析》
（藤本隆宏、新宅纯二郎 编著）

男女共同参与的社会中 
发挥女性作用之方略

（2004年度研究课题）
（橘木俊诏FF）

（RIETI经济政策分析丛书）

《现代女性的工作、结婚、生育》
（橘木俊诏 编著）

研究课题之外的 2005 年度成果
（山口一男VF）

（工作论文）

关于女性就业和出生率的真实关系:OECD各国的分析(山口一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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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群1:产业组织、政策和经营　研究群2:政府监管、竞争政策和行政评估　研究群3:雇用合同和社会保障网　研究群4:研究开发、技术和产学合作　研究群5:国际经济关系
研究群6:亚洲经济和地区一体化　研究群7:政治经济体制　研究群8:宏观经济、金融和财政　研究群9:计量分析和数据库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研究群1 研究群2 研究群3 研究群4 研究群5 研究群6 研究群7 研究群8 研究群9

Ⅰ．从宏观、微观两方面对日本经济停滞10年的综合评价

公债、物价水平、外汇机能与实体经济的结合 小林庆一郎 ○

19世纪末摆脱通货紧缩的机制 竹森俊平 ○

RIETI制造业数据库的建立及有关各类产业生产率的研究 深尾京司 ○

零售业的监管、市场竞争和生产率 元桥一之 ○

亚洲各国生产率的国际比较（ICPA） 元桥一之 ○

电力改革中制度设计的学术性研究 八田达夫 ○

制度设计中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川越敏司 ○

自治体特别会计、外围团体的实际情况与作用及其管理结构的实证性研究 赤井伸郎 ○

Ⅱ．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与新的世界经常收支不平衡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研究会 浦田秀次郎 ○

关于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产品结构模块化与贸易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桑原哲 ○

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与资本监管的有效性 刘利刚 ○

亚洲最佳的汇率管理制度 伊藤隆敏 ○

关于东亚经济中货币升值影响的计量分析 Willem THORBECKE ○

多元贸易体制的现状与展望 小寺彰 ○

贸易与环境 山下一仁 ○

贸易与农业（食品的安全性） 山下一仁 ○

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性研究 川濑刚志 ○

有关FTA与EPA评价的研究课题 浦田秀次郎 ○

东盟各国的民主主义体制下的专家治国 白石隆 ○

Ⅲ．关于政府负债、养老保险、医疗、护理、保育等问题的综合性研究

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与公债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土居丈朗 ○

最合理的租税、社会保险费负担率 橘木俊诏 ○

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目标: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清水谷谕 ○

社会保障研究 深尾光洋 ○

老龄者雇用研究 樋口美雄 ○

劳动移动研究 樋口美雄 ○

Ⅳ．新的金融市场、公司治理的理想状态

关于企业金融的研究 渡边努 ○

关于地区金融的研究 筒井义郎 ○

关于流动性与流动化、证券化的研究 小林孝雄 ○

公司治理研究 宫岛英昭 ○

银行治理:存款者对银行的选择和规范 鹤光太郎 ○

日本的企业重组与再生 胥鹏 ○

亚洲的企业重组与再生 胥鹏 ○

日本的公司治理:打开黑匣子 田中一弘 ○

关于企业的价值创造力与无形资产的关系的研究 刈屋武昭 ○

Ⅴ．探求新的技术创新体系

STI网络的研究 儿玉文雄 ○

与产品、工序结构的产业论相关的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 藤本隆宏 ○

关于日本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力决定性因素的调查与分析 中马宏之 ○

中小企业与风险商务的各个发展阶段 安田武彦 ○

中国与高科技:经济战略及其含义 Andrei HAGIU ○

多面市场的创新与监管 Andrei HAGIU ○

东亚经济一体化与日本的都市集中 八田达夫 ○

日本企业的全球经营与创新 三本松进 ○

关于日本知识产权的动向及其评价 清川宽 ○

以TAMA为中心的地区群聚研究 儿玉俊洋 ○

关于研究开发的外部合作与创新 元桥一之 ○

Ⅵ．扩充数据库与强化模型操作运用

政策评估仿真模式 金本良嗣 ○

引导型政策效果测定法的实践及其改良 市村英彦 ○

关于完善非营利法人数据的研究 数据管理室 ○

微观数据的开发研究 数据管理室 ○

完善地区能源统计及动态要素分析方案的研究 戒能一成 ○

2005年度研究项目和研究群对照表



政策研究机构的重要职责在于开展研究活动，推广研究成果，

激发人们开展政策讨论。RIETI通过网站、政策研讨会以及出版物和

期刊等刊物普及研究成果。此外，在发行宣传媒体的同时进行问卷

调查，努力充实网站投稿栏目的内容，积极发掘读者的需求，重视与

读者之间的互动。

网站

RIETI宣传活动以日、中、英三种语言运营的网站（http://www.

rieti.go.jp/cn/index.html）为中心,目前上述各语种网站的访问量

均在稳步上升（参照旁注）。网站公开登载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工

作论文（http://www.rieti.go.jp/cn/pubulications/act_dp.html）以

及与日本所面临的各种政策课题密切相关的实时性论文——政策

论文（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pdp.html），捕

捉具体政策问题，深入挖掘探讨。此外，还充实了研究员的个人主页

和研究会独自的企画内容，如作为“政策分析数据库的系统性整合

项目”的研究成果公开了具有长期连续性的投入产出数据库和海外

直接投资数据库（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index.html,

日文），每周更新“亚洲的最佳汇率制度”研究课题的成果“亚洲货币

单位（AMU）与东亚货币的AMU乖离指标”的测定结果等等，RIETI网

站提供各种难得的宝贵资料。此外，网站开设的研究员政策提案专

栏，开辟了“投稿栏”，征询读者的意见，在网上开展讨论。

RIETI还大力充实英文和中文网站，不仅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话

题编辑制作独特的内容，还借助“RIETI Report”和“电子信息”等电

子杂志，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向海内外发送日本的政策信息。

大型研讨会和研习会

2005年度RIETI举办了多次大型研讨会和研习会。由于研讨会

议题十分切合时下话题，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媒体也进行了相关

报道。本年度共举办大型研讨会9次，BBL研习会80次（http://www.

rieti.go.jp/cn/events/index.html）。在大型研讨会上，应邀前来参

会的政策工作人员、研究人员、相关业务人员进行了讨论。2005年

度，参加大型研讨会的人员共计840名，出席BBL研习会的人员共计

4400余名。每次研讨会后实施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参会人员的平

均满意度为83％。研讨会后，制作实施报告书（宣传手册），分发给相

关机构，还可以从RIETI网站下载会议记录以及相关资料，RIETI网站

还利用声像同步播放系统播放会议当天的录像，使不能前来参会的

人员及时了解会议的情况。

书籍和刊物

RIETI出版的书籍分为“经济政策分析丛书”和“经济政策评论丛

书”两大类。前者介绍各个研究领域中经过专家审查的政策研究成

果，后者面向普通读者，介绍实时性的政策话题。这些书籍不仅在提

供信息方面，而且在积累信息方面都为社会做出了贡献。2005年度

RIETI出版了“经济政策分析丛书”的《中国制造业的构造分析》、《劳

动市场设计的经济分析》、《政策评估微观模式》、《世贸组织解决争

端程序中的执行制度》、《现代女性的工作、结婚、生育》、《日本的创

新体系》等，相关报纸、杂志的书评栏目也对上述书籍进行了介绍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index.html）。

从2005年1月开始隔月发行宣传杂志《RIETI Highlight》，

介绍RIETI最近的活动情况。此外，从5月份开始刊发政策分析

论文（Policy Analysis Paper：PAP）（http://www.rieti.go.jp/cn/

publications/act_pap.html），努力扩大宣传对象。政策分析论文以

向政策当局和经济界领导推广研究成果为目的，将专业性较强的工

作论文等，以概要的形式进行简明易懂的总结概括。根据问卷调查

结果，上述各类刊物均受到好评。

网站访问次数累计（2002年1月22日－2006年3月31日）

日文.....................................................1,889,576
英文........................................................163,364
中文........................................................184,863

大型研讨会实施报告书 RIETI Highlight PAP

*从下一页开始的职称简称  SF:高级研究员  F:研究员  FF:教职研究员  CF:顾问研究员  VF: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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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政策分析丛书

经济政策分析丛书面向专业研究人员介绍各个研究领域中经过专家审查的政策研究成果。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sr.html)

宣传活动 ①　出版物

ISBN4-13-040224-2
日本的创新体系
2006/3
后藤晃、 
儿玉俊洋 编著

ISBN4-492-31360-5
政策评估微观模式
2006/3
金本良嗣、莲池胜人、 
藤原彻 编著

ISBN4-492-52154-2
中国制造业的 
构造分析
2005/5
藤本隆宏、 
新宅纯二郎 编著

ISBN4-492-21149-7
对日本平成年间搁置
泡沫经济问题的研究
2005/3
村松岐夫 编著

ISBN4-492-39438-9
IT创新的实证分析
2005/3
元桥一之 著

ISBN4-492-39435-4
日本的财政改革
2004/12
青木昌彦、 
鹤光太郎 编著

ISBN4-492-78027-0
重视国民与消费者
的农政改革
2004/8
山下一仁 著

ISBN4-492-76147-0
电力自由化的经济学
2004/8
八田达夫、 
田中诚 编著

ISBN4-492-44311-8
WTO体制下的 
紧急进口限制措施
2004/7
荒木一郎、 
川濑刚志 编著

ISBN4-492-39411-7
企业福利的制度改革 
——迎接工作方式的
多样化
2003/8
橘木俊诏、
金子能宏 编著

ISBN4-492-21137-3
综合性地方自治改革
2003/3
村松岐夫、
稻继裕昭 编著

ISBN4-492-44300-2
处于转换期的WTO
2003/3
小寺彰 编著

ISBN4-492-21135-7
超越国境的市民网络
2003/2
目加田说子 著

ISBN4-492-3999-4
金融大爆炸的
政治经济学
2003/1
户矢哲朗 著

ISBN4-492-52130-5
日本企业
在变革期的选择
2002/9
伊藤秀史 编著

ISBN4-385-32254-6
世贸组织解决争端
程序中的执行制度
2005/11
川濑刚志、 
荒木一郎 编著

ISBN4-623-04424-6
现代女性的工作、 
结婚、生育
2005/10
橘木俊诏 编著

ISBN4-492-39447-8
劳动市场设计的 
经济分析
2005/12
樋口美雄、儿玉俊洋、 
阿部正浩 编著



 经济政策评论丛书

经济政策评论丛书主要面向普通读者，普及以实证性、理论性分析为基础的政策研究成果。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r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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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4-492-22258-8
在竞争中制胜的大学
2005/2
泽昭裕、寺泽达也、
井上悟志 编著

ISBN4-492-68125-6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
争论
2004/10
关志雄 编著

ISBN4-492-21144-6
对地球温暖化问题的
重新验证
2004/2
泽昭裕、关总一郎 编著

ISBN4-492-22229-4
民意民力
担负公共作用主体的
NPO/NGO
2003/5
泽昭裕 编著

ISBN4-492-22228-6
产学合作
2003/4
原山优子 编著

ISBN4-492-21136-5
知识国家论序说
2003/3
野中郁次郎、泉田裕彦、
永田晃也 编著

ISBN4-492-44292-8
为日本人而写的

中国经济再入门
2002/10
关志雄 著

ISBN4-492-31305-2
宽带时代的制度设计
2002/4
林纮一郎、池田信夫 编著

ISBN4-492-39370-6
模块化
2002/2
青木昌彦、安藤晴彦 编著

ISBN4-492-70076-5
医疗改革
2002/2
川渊孝一 著

ISBN4-492-44278-2
日中关系的转机
2001/7
宗像直子 编著

ISBN4-492-39341-2
重建资产负债表的
经济学
2001/6
深尾光洋、寺泽达也、
小林庆一郎 编著



 工作论文

原则上，工作论文是经过内部讨论后以专业论文的形式整理而成的研究成果。为了唤起广泛的探讨，RIETI将这些论文公布在网站上。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dpaper2005.html）

※以下为2005年4月—2006年3月期间发表的工作论文。

06-J-024  2006/3 并购和被收购企业的业绩:对日企业并购和国内企业间并购的比较

深尾京司（RIETI、一桥大学）

权赫旭（一桥大学）

泷泽美帆（一桥大学）

06-J-023  2006/3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问题——机制方面的原因和针对改善的建议 川濑刚志（RIETI、大阪大学）

06-J-022  2006/3
公营企业的公司治理与经营形态  

地方分权下政府（中央与地方）与国民作用分担的合理化
赤井伸郎（RIETI、兵库县立大学）

06-J-021  2006/3 对银行危机与借款企业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小林庆一郎（RIETI）
秋吉史夫（东京大学）

06-J-020  2006/3
哪些创业者深受流动性制约

——基于日本创业数据的研究
安田武彦（RIETI、东洋大学）

06-J-019  2006/3 通过制药、生物科技产业中的研发管理克服外部环境劣势
中村洋（庆应义塾大学）

浅川和宏（RIETI、庆应义塾大学）

06-J-018  2006/3 重大专利的判定指标

后藤晃（RIETI、东京大学）

玄场公规（芝浦工业大学）

铃木润（芝浦工业大学）

玉田俊平太（RIETI、关西学院大学）

06-J-017  2006/3 商品化引起的获得价值失败:数码家电的事例

延冈健太郎（RIETI、神户大学）

伊藤宗彦（神户大学）

森田弘一（神户大学）

06-J-016  2006/3 企业创造价值的经营过程和无形资产——CERM・ROIAM研究 刈屋武昭（RIETI、明治大学、京都大学）

06-J-015  2006/3 产品结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2006年修订版）
大鹿隆（东京大学）

藤本隆宏（RIETI、东京大学）

06-J-014  2006/3 国际卡特尔豁免制度的国际协调问题

岩成博夫（RIETI、公正交易委员会）

川越敏司（RIETI、公立函馆未来大学）

木村友二（RIETI）
松八重泰辅（早稻田大学）

泷泽弘和(RIETI)

06-J-013  2006/3 地方银行的监管
植村修一（RIETI）
渡边善次（庆应义塾大学）

06-J-012  2006/3 养老保险制度得以维持的原理、原则和课题

深尾光洋（RIETI、庆应义塾大学）

金子能宏( RIETI、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

题研究所）

中田大悟（RIETI）
莲见亮（庆应义塾大学）

06-J-011  2006/3 效用函数非特定化的上下班疲劳成本测定
八田达夫（RIETI、国际基督教大学）

山鹿久木（筑波大学）

06-J-010  2006/3 考量联络线容量的垄断性电力批发市场分析 田中诚（RIETI、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06-J-009  2006/2 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企业的生存期限与债务结构
胥鹏（RIETI、法政大学）

鹤田大辅（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CRD）

06-J-008  2006/2 何种企业会成为敌意收购的目标 胥鹏（RIETI、法政大学）

06-J-007  2006/2 作为协调系统的的产品架构
奥野正宽（RIETI、东京大学）

渡边泰典（东京大学）

宣传活动 ② 工作论文



06-J-006  2006/2 地区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可互补性:经济学上的考察和今后的课题 椋宽（学习院大学）

06-J-005  2006/2 变更主办银行的中小企业的特征 加纳正二（大阪府立大学）

06-J-004  2006/1 创业时期政府系统金融机构的作用

根本忠宣（中央大学）

深沼光（国民生活金融公库）

渡部和孝（大阪大学）

06-J-003  2006/1
企业期待的金融服务和中小企业金融的课题

——关于关西地区企业金融的企业意识调查
家森信善（名古屋大学）

06-J-002  2006/1
对中小企业融资中主办银行关系的验证

——地方金融机构的效率与贷款态度之间的关系

播磨谷浩三(札幌学院大学)

永田贵洋( 日本评级与投资信息有限公司）

06-J-001  2006/1 有效性假说和市场结构—行为—绩效假说的再研究

筒井义郎（RIETI、大阪大学）

佐竹光彦（龙谷大学）

内田浩史（和歌山大学）

05-J-036  2005/12 关于女性就业和出生率的真实关系:OECD各国的分析 山口一男（RIETI、芝加哥大学）

05-J-035  2005/12 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和中小企业的道德风险问题 鹤田大辅（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05-J-034  2005/12 电力行业、城市煤气行业政策制度变更的定量影响分析 戒能一成（RIETI）

05-J-033  2005/12 日本的跨地区输电网络的经济性分析 戒能一成（RIETI）

05-J-032  2005/11 探寻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限度 益田安良（东洋大学）

05-J-031  2005/11 主办银行的财务状况与企业活动:基于各中小企业问卷调查个体数据的实证分析 小川一夫（大阪大学）

05-J-030  2005/10 无形资产分类和报告格式研究 山口不二夫（RIETI、明治大学）

05-J-029  2005/9 证券化的作用与课题 柳川范之（RIETI、东京大学）

05-J-028  2005/9
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进口竞争度与企业发展:

根据《企业活动基本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
伊藤惠子（专修大学）

05-J-027  2005/9 城市银行有效性假说

筒井义郎（RIETI、大阪大学）

佐竹光彦（龙谷大学）

内田浩史（和歌山大学）

05-J-026  2005/9
产品开发型中小企业在产业群形成中的作用

——以有关TAMA（首都周边技术先进地区）的实证分析为基础
儿玉俊洋（RIETI、京都大学）

05-J-025  2005/8 日本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和创新 三本松进（RIETI）

05-J-024  2005/7 寡头垄断市场的政策评估——电力批发交易市场的评估
莲池胜人（株式会社 野村综合研究所）

金本良嗣（RIETI）

05-J-023  2005/6 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与调整雇用
斋藤隆志（京都大学）

橘木俊诏（RIETI、京都大学）

05-J-022  2005/6 债务期限结构与信用风险评估——依照长期与短期债务构筑信用风险模型
小林孝雄（RIETI、东京大学）

池田亮一（东京大学）

05-J-021  2005/6 投资协议仲裁的新进展及其意义——投资协议“法律制度化”的冲击力 小寺彰（RIETI、东京大学）

05-J-020  2005/5
WTO农业协定的问题和谈判的现状及展望

——从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参加者的角度观察
山下一仁（RIETI）

05-J-019  2005/5 无形资产的理解框架和信息公开问题 刈屋武昭（RIETI）

05-J-018  2005/4 事业继承和实行事业继承后中小企业的业绩
安田武彦（RIETI、东洋大学）

许伸江（庆应义塾大学）

05-J-017  2005/4 缓和载客率对上下班列车拥挤度的影响 寺崎友芳（日本政策投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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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E-017  2006/3 Australia's deflation in the 1890s Colin McKENZIE (RIETI/Keio University)

06-E-016  2006/3 Do banks reduce lending preemptively in response to capital losses?
Shinichi NISHIYAMA (Bank of Canada), 
Tae OKADA (Osaka University), 
Wako WATANABE (Tohoku University)

06-E-015  2006/3 "Irrational exuberance" in the Pigou cycle under collateral constraints
Keiichiro KOBAYASHI (RIETI), 
Masaru INABA (University of Tokyo)

06-E-014  2006/3 Employment of MNEs in Japan: New evidence
Kozo KIYOTA (RIETI/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Toshiyuki MATSUURA (RIETI)

06-E-013  2006/3 Characterizing receiver-activ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Fumio KODAMA (RIETI/Shibaur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University of 
Tokyo), 
Jun SUZUKI (Shibaur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University of Tokyo)

06-E-012  2006/3 Has the credit crunch occurred in Japan in 1990s?
Daisuke ISHIKAWA (Kyoto University),
Yoshiro TSUTSUI (RIETI/Osaka University)

06-E-011  2006/3 Borrowing constraints and protracted recessions
Keiichiro KOBAYASHI (RIETI),
Masaru INABA (University of Tokyo)

06-E-010  2006/3 Transaction services and asset-price bubbles (Revised) Keiichiro KOBAYASHI (RIETI)

06-E-009  2006/3 Th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trade in East Asia Willem THORBECKE (RIETI)

06-E-008  2006/3 Technocracy in Indonesia: A preliminary analysis
Takashi SHIRAISHI (RIETI/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06-E-007  2006/3 How effective are emission taxes in an open economy?

Jota ISHIKAWA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omohiro KURODA (Nagoya Gakuin 
University)

06-E-006  2006/2
International intrafirm transfer of management technology by 
Japanes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hujiro URATA (RIETI/Waseda 
University), 
Toshiyuki MATSUURA (RIETI), 
Yuhong WE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06-E-005  2006/2 R&D of multinationals in China: Structure, motivation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Kazuyuki MOTOHASHI (RIETI/University 
of Tokyo)

06-E-004  2006/2 Effectiveness of credit guarantees in the Japanese loan market

Iichiro UESUGI (RIETI),
Koji SAKAI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Guy M. YAMASHIRO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06-E-003  2006/1
Information verifiability, bank organization, bank competition and
bank-borrower relationships

Masaji KANO (Osaka Prefecture 
University),
Hirofumi UCHIDA (Wakayama 
University), 
Gregory F. UDELL (Indiana University), 
Wako WATANABE (Tohoku University)

06-E-002  2006/1
AMU deviation indicator for coordinated exchange rate policies in
East Asia and its relation with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Eiji OGAWA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Junko SHIMIZU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06-E-001  2006/1
Re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intra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on productivity growth: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Japan

Kozo KIYOTA (RIETI/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政策论文

政策论文是与当前面临的各种政策课题密切相关的实时性论文，目的在于激发活跃的政策讨论气氛。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pdp.html）

※下列政策论文均于2005年4月－2006年3月期间刊出。

05-P-006  2006/6 关于协同组织金融机构的“经营地区”的考察 神吉正三（流通经济大学）

05-P-004  2005/11
制度改革期间中，成员对组织的认知

——国立试验研究机关向独立行政法人转换期间的事例分析
藤本昌代（同志社大学）

05-P-003  2005/6 日本在东亚地区的过去、现在、未来——从城市集中格局的改变进行考察 久武昌人（RIETI）

05-P-002  2005/5 理工人才培养中的企业、学校、政府机构合作——以英国为例
后藤晃(RIETI、东京大学)

Lee WOOLGAR（东京大学）

05-E-030  2005/12 Bank health and 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Japan
Kaoru HOSONO (Gakushuin University), 
Akane MASUDA (Gakushuin University)

05-E-029  2005/12
Banking crises, deposit insurance, and market discipline:
Lessons from the Asian crises

Kaoru HOSONO (Gakushuin University), 
Hiroko IWAKI (Bank of Japan),
Kotaro TSURU (RIETI)

05-E-028  2005/11
How are loans by their main bank priced?
Bank effects, information and non-price terms of contract

Wako WATANABE (Tohoku University)

05-E-027  2005/11
The role of collateral and personal guarantees in relationship lending: 
Eevidence from Japan's small business loan market

Arito ONO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Iichiro UESUGI (RIETI)

05-E-026  2005/1
Firm age and the evolution of borrowing cost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small firms

Koji SAKA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ichiro UESUGI (RIETI),
Tsutomu WATANABE (RIET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05-E-025  2005/9 IT, enterprise reform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Kazuyuki MOTOHASHI (RIETI/
University of Tokyo)

05-E-024  2005/9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China 刘利刚 (RIETI)

05-E-023  2005/9 Business cycle accounting for the Japanese economy
Keiichiro KOBAYASHI (RIETI), 
Masaru INABA (University of Tokyo)

05-E-022  2005/7
Productivity and the business cycle in Japan—Evidence from Japanese 
industry data

Tsutomu MIYAGAWA (RIETI/Gakushuin 
University), 
Yukie SAKURAGAWA (Atomi University),
Miho TAKIZAWA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05-E-021  2005/6
Optimal transmission capacity under nodal pricing and incentive regulation 
for Transco

Makoto TANAKA (RIETI/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05-E-020  2005/5
Pass-through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macroeconomic shocks
to domestic inflation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Takatoshi ITO (RIETI/University of 
Tokyo), 
Yuri N. SASAKI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Kiyotaka SATO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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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分析论文（Policy Analysis Paper：PAP） 

从2005年度开始，政策分析论文（PAP）作为新的普及研究成果的媒体创刊了，将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论文等，以概要的形式进行简明易懂的总结

概括，向政策当局和经济界领导推广研究成果。（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pap.html）

2005/9 No.7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刘利刚 （RIETI）

2005/8 No.6 低出生率的决定因素和具体对策——对已婚者的分析 山口一男（RIETI、芝加哥大学）

2005/7 No.5 技术革新的源泉——从科技关联性角度思考产业技术政策的课题 玉田俊平太（RIETI、关西学院大学）

2005/5 No.4 日本的企业金融是否缺乏效率？——基于中小企业的利率的验证 植杉威一郎（RIETI）

2005/5 No.3 减低关税与提高食品自给率并行的农业政策改革 山下一仁（RIETI）

2005/5 No.2 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两种误解
吉富胜（RIETI）
细谷佑二(RIETI)

2005/5 No.1 亚洲经济一体化和新的世界性经常收支不均衡的解决
吉富胜（RIETI）
刘利刚（RIETI）

宣传活动 ③　政策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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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等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RIETI-CARF政策研讨会

促进创新的企业形态与融资机制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06022701/info.html

举办日期 2006年2月28日
会场 东京大学 经济学研究科栋棟
会议日程

开幕辞 植田和男（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科主任）

全体会议“促进创新的企业形态与融资机制”

主持人 久武昌人（RIETI SF）

第一部分“金融与投资:理论框架”

发言人ー 小林孝雄（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评论员  上田正子（威斯康星大学Madison校副教授）

第二部分“投资家的观点:动机分析”

发言人 齐藤旬（尼康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技术中心技术战略部技术战略课
主任研究员，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评论员 Ronnie QUEK CHENG CHYE (Partner, Corporate & Commercial, 
Allen & Gledhill)

第三部分“经营者的观点:促进创新的要素是什么”

发言人 Erik VERMEULEN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ilburg)
评论员 Leo GOLDSCHMIDT (Director, European Corporate Governace 

Institute/Honorary Managing Partner, Bank Degroof)

第四部分“从各国制度差异中学习”

发言人 柳川范之（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经济系副
教授）

评论员 田中亘（成蹊大学法学系副教授）

答疑

嘉宾讨论

主持人  久武昌人（RIETI SF）
嘉宾 柳川范之（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经济系副

教授）

田中亘（成蹊大学法学系副教授）

Joseph McCAHERY（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ilburg and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Merritt B. FOX（Professor,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市川雅一（经济产业省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资金课课长）

闭幕辞 及川耕造（RIETI理事长）

RIETI政策研讨会

日本的金融──再问企业与金融机关的关系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06021601/info.html

举办日期 2006年2月16、17日
会场 新生银行会议厅
会议日程

总主持人  木村贵子（RIETI Staff）
2月16日

开幕辞 吉富胜（RIETI所长、CRO）

第一部分“关系银行业务的功能──对筹措资金、企业活动的影响”

主持人 植杉威一郎（RIETI F）
发言人 渡边努（RIETI 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内田浩史（和歌山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Gregory F. UDELL（印第安纳大学Kelly商学院教授）

小川一夫（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教授）

评论员 堀内昭义（中央大学综合政策系教授）

答疑

第二部分“提高中小企业的信用需要什么──担保、保证、政府制度的作用”

主持人  渡边努（RIETI 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发言人 小野有人（瑞穗综合研究所政策调查部高级主任研究员）

植杉威一郎（RIETI F）
渡部和孝（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副教授）

评论员 平井裕秀（经济产业省中小企业厅事业环境部财务课课长）

答疑

2月17日
第三部分  “关系银行业务对企业再生是否重要──金融机关、再生基金和政府机构的合作

与分工”

主持人 广濑纯夫（信州大学经济系讲师）

发言人 胥鹏（RIETI FF，法政大学经济系教授）

松尾顺介（桃山学院大学经营系教授）

田头章一（上智大学法学研究生院教授）

评论员 安田武彦（RIETI FF，东洋大学经济系教授）

第四部分 “间接金融市场是否区有充分竞争──金融机构重组的影响”

主持人 植村修一（RIETI SF）
发言人 筒井义郎（RIETI FF，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教授）

鹤光太郎（RIETI SF）
Allen N. BERGER（美国联邦储备制度理事会调查统计局高级经济师）

评论员 高田创（瑞穗证券市场营业组投资战略部部长、战略主管）

答疑

讲演“日本金融体系的前景”

发言人 岩田一政（日本银行副总裁）

嘉宾讨论“对当前日本金融体系的要求──究竟欠缺什么”

评论员 植村修一（RIETI SF）
讨论人 翁百合（日本综合研究所调查部首席研究员）

川上尚贵（金融厅监督局银行第二课课长）

Mark M. SPIEGEL（旧金山银行副总裁、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

藤井良广（日本经济新闻社经济部编委）

家森信善（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闭幕辞 及川耕造（RIETI理事长）



RIETI政策研讨会

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2004年度制度修订的评价与新的改革方向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05121501/info.html

举办日期 2005年12月15日、16日
会场 经团联会馆
会议日程

总主持人  中田大悟（RIETI F）
12月15日
开幕辞 吉富胜（RIETI所长、CRO）

第一部分“对2004年度养老保险制度修订的评价与遗留问题”

主持人  野口晴子（RIETI FF，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国际社会学系副教授）

发言人 神代和俊（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原厚生劳动省社会保障审议
会养老保险分会代理分会长）

评论员 Olivia S. MITCHELL (Professor of Insurance & Risk Management, 
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Ole SETTERGREN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ensions, 
Swedish Social Insurance Agency）
答疑

第二部分“探索进一步修改养老保险制度的原理”

主持人 黑泽昌子（RIETI FF，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
发言人 深尾光洋（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金子能宏（RIETI CF，厚生劳动省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
社会保障应用分析研究部部长）

评论员   Olivia S. MITCHELL (Professor of Insurance & Risk Management, 
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Ole SETTERGREN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ensions, 
Swedish Social Insurance Agency）
答疑

第三部分“世界的养老保险改革”

主持人  清水谷谕（RIETI 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发言人 Ole SETTERGREN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ensions, 
Swedish Social Insurance Agency）

评论员  山崎伸彦（RIETI CF，厚生劳动省养老保险局数理课课长）

John PIGGOTT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答疑

第四部分“养老保险制度对雇用的影响与老龄者的实际状况”

主持人 金子能宏（RIETI CF，厚生劳动省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
社会保障应用分析研究部部长）

发言人 樋口美雄（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黑泽昌子（RIETI FF，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

评论员  大桥勇雄（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研究科教授）

发言人 市村英彦（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公共政策
研究生院教授）

清水谷谕（RIETI 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野口晴子（RIETI FF，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国际社会学系副教授）
评论员 武石惠美子（日本生命股份限公司基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Olivia S. MITCHELL (Professor of Insurance & Risk Management, 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答疑

12月16日
嘉宾讨论“构筑养老保险制度的新原理”

主持人 吉富胜（RIETI所长、CRO）

嘉宾 金子能宏（RIETI CF，厚生劳动省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
社会保障应用分析研究部部长）

橘木俊诏（RIETI研究主任、FF，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麻生良文（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教授）

Olivia S. MITCHELL (Professor of Insurance & Risk Management, 
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山崎伸彦（RIETI CF，厚生劳动省养老金局数理课课长）

闭幕辞 及川耕造（RIETI理事长）

RIETI政策研讨会

日本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和创新──全球化经营的强项与今后的课题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06012601/info.html

举办日期 2006年1月26日
会场 新生银行会议厅
会议日程

总主持人  三本松进（RIETI CF，（独立行政法人）中小企业基础整备机构
高级研究员，一桥大学商学系客座教授）

开幕辞  吉富胜（RIETI所长、CRO）
主要论点说明 三本松进（RIETI CF，（独立行政法人）中小企业基础整备机构

高级研究员，一桥大学商学系客座教授）

基调讲演 Yves DOZ (Professor, Glob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SEAD)

发言人 三本松进（RIETI CF，（独立行政法人）中小企业基础整备机构
高级研究员，一桥大学商学系客座教授）

答疑

第一部分“日本企业的全球化创新的课题与对策”

主持人兼发言人  浅川和宏（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教授）

发言人  Marco CASSIS (Corporate Vice President, ST Microelectronics; 
President, ST Microelectronics K.K.)
吉田丰次（武田药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公关部部长）

中村洋（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教授）

评论员  椙山泰生（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副教授）

三本松进（RIETI CF，（独立行政法人）中小企业基础整备机构高级
研究员，一桥大学商学系客座教授）

Yves DOZ (Professor, Glob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SEAD)

总结发言 浅川和宏（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教授）

答疑

第二部分“东盟国家中日本企业的生产、研究开发的进步（以泰国汽车为例）”

主持人  久武昌人（RIETI SF）
发言人 大木博已（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经济分析部国际经济研究课课长）
评论员 椙山泰生（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副教授）

Yves DOZ (Professor, Glob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SEAD)

总结发言 久武昌人（RIETI SF）
答疑

嘉宾讨论“日本企业全球化经营的强项与今后的课题”

主持人 矢作恒雄（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兼医学研究
科委员、教授）

建议内容说明  三本松进（RIETI CF，（独立行政法人）中小企业基础整备机构高级
研究员 ，一桥大学商学系客座教授）

发言人兼嘉宾  藤山知彦（三菱商事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小林利典（经济产业省通商政策局国际经济课课长）

嘉宾 Yves DOZ (Professor, Glob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SEAD)
浅川和宏（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教授）

总结发言  矢作恒雄（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兼医学研究
科委员、教授）

闭幕辞  及川耕造（RIETI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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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CEPR研讨会

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日本与欧洲的比较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05091301/info.html

举办日期 2005年9月14日
会场 经团联会馆
会议日程

总主持人 鹤光太郎（RIETI SF）
基调讲演 Colin MAYER (Peter Moores Professor of Finance, Said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Oxford/Fellow, CEPR)
基调讲演 宫岛英昭（RIETI FF，早稻田大学商学系教授、金融综合研究所副所长）

嘉宾讨论“企业并购限制:来自欧洲的教训”

主持人  Jenny CORBETT （Executive Director,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Research Fellow, CEPR）

嘉宾 Marc GOERGEN (Professor of Finance, Sheffield University 
Management School (SUMS))
日下部聪（原经济产业省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组织课课长）

兴津诚（帝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Paul SHEARD (Managing Director and Chief Economist Asia, 
Lehman Brothers Japan Inc.)
答疑

闭幕辞 及川耕造（RIETI理事长）

RIETI政策研讨会

强化知识产权经营,创造企业价值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05113001/info.html

举办日期 2005年11月30日
会场 国连大学
会议日程

总主持人  木村秀美（RIETI F）
开幕辞 吉富胜（RIETI所长、CRO）

第一部分“ERM过程与无形资产及信息公开”

主持人 细谷佑二（RIETI研究部部长）

发言人 刈屋武昭（RIETI FF，明治大学商学院全球商务研究科主任、教授）

评论员 浅川和宏（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教授）

发言人 山口不二夫（RIETI FF，明治大学研究生院全球商务研究科教授）

评论员 野田健太郎（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政策企划部课长）

发言人 木村哲（明治大学研究生院全球商务研究科教授）

评论员 元桥一之（RIETI FF，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副教授）

答疑

第二部分“知识产权的经营与课题:欧洲与日本”

主持人 根津利三郎（RIETI理事）

基调讲演1 Ahmed BOUNFOUR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Marne-La-Vallee)
基调讲演2 Leif EDVINSSON (Adjunct Professor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Lund 

University/Inspirator and CEO, Universal Network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UNIC〕)

发言人 Mart KIVIKAS (Partner & CEO, Wissenskapital Edvinsson & 
Kivikas GmbH）
田中伸男（经济协力开发机构科学技术产业局局长）

嘉宾讨论“加强日本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主持人 田中伸男（经济协力开发机构科学技术产业局局长）

嘉宾 刈屋武昭（RIETI FF，明治大学商学院全球商务研究科主任、教授）

Leif EDVINSSON (Adjunct Professor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Lund 
University/Inspirator and CEO, Universal Network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UNIC〕)
Mart KIVIKAS (Partner & CEO, Wissenskapital Edvinsson & Kivikas 
GmbH）
住田孝之（经济产业省经济产业政策局知识产权政策室主任）

桥川雅人（资生堂股份有限公司IR部部长）

闭幕辞 及川耕造（RIETI理事长）

日中经济讨论会2005
http://www.congre.co.jp/jcec2005/china/index.html

举办日期 2005年10月25日、26日
会场 大阪国际会场
会议日程

10月25日
开幕辞 秋山喜久（关西经济联合会会长、日中经济讨论会筹办委员会

委员长）

嘉宾讨论   “日中互相依存关系的展望──历史转换期下的深入对话与商务合作”

嘉宾 孔丹（中国中信集团公司（CITIC）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宋军（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少德敬雄（松下电器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顾问）

濑户雄三（朝日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顾问）

主持人 渡边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理事长）

RIETI讨论会“东亚共同体与日中关系”

发言人 吉富胜（RIETI所长、CRO）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 田边靖雄（RIETI副所长）

其后进行了分组讨论会

10月26日
闭幕、纪念讲演

讲演者  Panitchpakdi SUPACHAI (Secretary General, UNCTAD 〔Former 
Director-General, WTO〕)
马云（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  后藤康浩（日本经济新闻社产业部编辑委员兼节目主持人、评论委员）

会后进行了产业视察访问



RIETI政策研讨会

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与增强日本经济的活力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05062301/info.html

举办日期 2005年6月23日
会场 经济产业研究所国际会议室
会议日程

总主持人  植杉威一郎（RIETI F）
开幕辞  吉富胜（RIETI所长、CRO）

第一部分“创业”

主持人 安田武彦（RIETI FF，东洋大学经济系教授）
发言人  本庄裕司（中央大学商学部助教授）

冈村秀夫（关西学院大学商学系副教授）

冈室博之（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研究科副教授）

评论员  高桥德行（武藏大学经济系教授）

答疑

第二部分“退出市场与再生”

主持人 冈村秀夫（关西学院大学商学系副教授）
发言人 原田信行（筑波大学研究生院系统信息工程学研究科讲师）

橘木俊诏（RIETI研究主任、FF，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研究科教授）
评论员 竹内英二（国民生活金融公库综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松岛茂（法政大学研究生院经营学研究科教授）

答疑

第三部分“事业继承”

主持人 原田信行（筑波大学研究生院系统信息工程学研究科讲师）
发言人 安田武彦（RIETI FF，东洋大学经济系教授）

评论员 柴山清彦（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综合研究所所长）

平井裕秀（中小企业厅事业环境部财务课课长）

答疑

第四部分“嘉宾讨论”

主持人 安田武彦（RIETI FF，东洋大学经济系教授）

嘉宾 伊丹敬之（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冈本毅（冈本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南条俊二（读卖新闻评论副委员长）

望月晴文（中小企业厅长官）

答疑
闭幕辞 冈松壮三郎（RIETI理事长）

RIETI政策研讨会

为打开WTO新一轮谈判僵局──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课题与日本的方向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05072201/info.html

举办日期  2005年7月22日
会场  霞关东京会馆皇家会议厅
会议日程

总主持人  川濑刚志（RIETI FF，大阪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副教授）

开幕辞 吉富胜（RIETI所长、CRO）
会议主席致辞 小寺彰（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第一部分“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及其对策──多边对区域化”

主持人 木村福成（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教授）
发言人 石川城太（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研究科教授）

讨论人 上田英志（经济产业省通商政策局通商机构部参事官）

菊池努（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教授）

椋宽（学习院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答疑

第二部分“解决争端的目标──WTO争端解决程序的理想方式”

主持人 荒木一郎（横滨国立大学研究生院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教授）
发言人 小寺彰（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讨论人 川濑刚志（RIETI FF，大阪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副教授）

米谷三以（西村Tokiwa法律事务所律师，法政大学法学研究生院教授）

古泽泰治（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答疑

第三部分“美国的通商政治过程与多哈回合──是否可以共存？”

主持人 山本吉宣（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教授）

发言人 I. M. DESTLER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讨论人 荒木一郎（横滨国立大学研究生院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教授）

内山融（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养学系副教授）

松本健（公正贸易中心特别顾问，KM International Associates有
限公司董事长）

答疑

第四部分“WTO与全球管理──跨越阻碍与对立”

主持人 川濑刚志（RIETI FF，大阪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副教授）
发言人 山本吉宣（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教授）
讨论人 赤根谷达雄（筑波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教授）

阿部显三（大阪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木村福成（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教授）

嘉宾讨论“迎接新一轮回合，日本应采取的路线”

总体评论兼主持人  小寺彰（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嘉宾 石川城太（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上田英志（经济产业省通商政策局通商机构部参事官）

山本吉宣（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教授）

I. M. DESTLER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答疑

闭幕辞 冈松壮三郎（RIETI理事长）



BBL研习会

截至2006年3月底，五年间RIETI利用午休时间共召开BBL（Brown Bag Lunch）研习会385次，其中2005年度就召开了80次。BBL研习会邀请国内

外各界有识之士发表演讲，跨越产学官之间的界限，针对各种政策进行公开的讨论。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bbl/index.html)

*讲师等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2005/03/30 针对创新的竞争与协调:围绕技术标准的政策课题
长冈贞男（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兼所长）
评论员:江藤学（经济产业省产业技术环境局基准认证处工业标准调查室主任） 

2006/03/28 The globalisation of value chains—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Dirk PILAT (Hea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Division, Directorat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ECD)

2006/03/24 Knowledge, heavy manufacturing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case of the flat panel display industry

Stefanie LENWAY (Dean of the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Thomas MURTHA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Commentator: SANBONMATSU Susumu (CF, RIETI/Senior Researcher, 
Organization for Small & Medium Enterprise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JAPAN/Visiting Professor,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2006/03/23 The future scope of WTOーIssues as seen in the Sutherland report John H. JACKSON (University Professor, 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

2006/03/22 关于后京都议定书的最新动向及今后的展望
工藤拓毅（财团法人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地球环境部门 部门主管地球温暖
化政策组负责人）

2006/03/17 关于政策评估微观模式 金本良嗣（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 

2006/03/08 设计符合环境标准的制造业 赤池学（Universal Design综合研究所所长） 

2006/03/06 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内发性创新的时代 宫川努（RIETI CF，学习院大学经济系教授）

2006/03/02 日中企业的经营比较——理论与实例
徐方启（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国际企业战略研究科博士后研究员，江苏工业大
学创造经营学研究所所长）

2006/02/23 日本的科学技术战略 药师寺泰藏（综合科学技术会议议员，庆应义塾大学客座教授） 

2006/02/21 产业再生机构的经验——市场规律与经营管理的重组 富山和彦（产业再生机构专务） 

2006/02/13 关于敌意收购及其防御策略的讨论 藤绳宪一（长岛、大野、常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6/02/07 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调和的潮流与课题 植村昭三（前WIPO事务局次长） 

2006/02/02 A Canadian perspective on Northeast Asian relations Joseph CARON (Ambassador of Canada to Japan)

2006/02/01 Elpida 的挑战:思考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未来
坂本幸雄（Elpida Memory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CEO）
评论员:中马宏之（RIETI FF，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2006/01/31 经营者的IT技能 日高信彦（Gartner Japan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6/01/23 罗森（LAWSON）的挑战 新浪刚史（罗森（LAWSON）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CEO） 

2006/01/18 美军再编与日美同盟 森本敏（拓殖大学海外情况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教授） 

2006/01/13 WTO香港部长级会议与今后的课题 小川恒弘（经济产业省通商政策局通商机构部部长）

2006/01/12 第一届东亚峰会的结果与东亚共同体的展望 山田泷雄（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地区政策课课长）

2005/12/22 爱知世界博览会的成果与评价 中村利雄（财团法人2005年日本国际博览会协会事务总长）

2005/12/19 关于女性就业和出生率的真实关系:OECD各国的分析 山口一男（RIETI VF，芝加哥大学社会系教授）

2005/12/08 内容产业的新视点
和田洋一（史克威尔艾尼克斯（Square Enix）公司总经理）
评论员:小丝正树（经济产业省商务信息政策局服务部门文化信息关联产业
课课长）

2005/12/06 产学合作促进政策给大学研究者带来的影响
后藤晃（RIETI FF，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教授）
评论员:中西宏典（经济产业省产业技术环境局大学合作推进课课长）

2005/12/05 关于排气量交易的国内外最新形势 片桐诚（NATSOURCE JAPAN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5/11/24 Patent policy in the knowledge ーbased economy: 
Trends and issues in OECD countries Dominique GUELLEC (Chief Economist, 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

2005/11/17 India and a resurgent Asia Aftab SETH (Former Ambassador of India to Japan/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Global Security Research Institute, Keio University)

2005/11/15 东亚共同体与日美关系 白石隆（RIETI FF，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校长，教授）

2005/11/14 日本ESCO事业的动向
中上英俊（居住环境计划研究所所长）
村越千春（居住环境计划研究所董事兼研究室主任）

2005/11/07 日本的公司治理:公司外董事的作用 茂木友三郎（KIKKOMAN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5/11/01 提倡公共外交:回顾外务报道官的经验 高岛肇久（外务省参事官）

2005/10/26 Hong Kong ministerialーEntering dangerous waters at the WTO Jeremy HOBBS (Executive Director, Oxfam International)
2005/10/24 Future perspective on EAFTA and China's strategy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2005/10/20 日本企业的跨国经营与技术革新——跨国经营的强项与今后的课题 三本松进（RIETI CF，（独）中小企业基盘整备机构研究员，一桥大学商学系客座教授）

2005/10/18 Aging society and its consequences Hans VIJLBRIEF (Director-General Economic Policy,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in the Netherlands)

2005/10/17 AMU:为东亚外汇政策的协调而努力 小川英治（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2005/10/13 Russian energy politics: Focusing on new markets in Asia Vladimir IVANOV (Director of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Asia 〔ERINA〕)
2005/10/06 关于外国人劳动者的问题 江崎祯英（经济产业省前大臣官房企划官）

2005/10/05 国际石油市场展望 小山坚（财团法人日本能量经济研究所综合战略部门研究理事）

2005/09/28 人口减少社会的劳动政策——关于平成17年版劳动经济的分析 石水喜夫（RIETI CF，厚生劳动省劳动经济调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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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22 人口成熟问题的本质与对策 藻谷浩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地域企划部参事）

2005/09/15 日本企业的进化——何谓日本式的人才和组织管理模式？ 淡轮敬三（Watson Wyatt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5/09/07 关于新一代的企业财务与产业金融机能的理想方式 市川雅一（经济产业省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资金课课长）

2005/09/06 从美国的税制和养老保险改革所想到的 森信茂树（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所长）

2005/09/05 从机关投资家的角度看日本的公司治理 矢野朝水（福利养老基金联合会专务理事）

2005/09/01 中国经济革命的终曲——面对资本主义的考验 关志雄（RIETI CF，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2005/08/31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East Asia's role in resolving 
the new global imbalances” Masaru YOSHITOMI (President & CRO, RIETI)

2005/08/25 关于2005年版制造业白皮书 前田泰宏（经济产业省制造产业局制造政策审议室主任）

2005/08/24 关于2005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 梅溪健儿（内阁府政策统筹官（经济财政分析担当）副参事官（统筹担当））

2005/08/23 韩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其对日本的意义
廉载镐（高丽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
评论员:藤原正彦（经济产业省大臣官房宣传室主任）

2005/08/09 从民间角度以及外交官角度看到的日美关系 阿川尚之（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教授，东京大学特任教授）

2005/08/03 知识产权经营和企业价值 住田孝之（经济产业省经济产业政策局知识产权政策室主任）

2005/08/02 The road to the WTO Hong Kong ministerialーA view
from Europe

Tim ABRAHAM (Director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UK)

2005/07/28 Is the poison pill good for Japan? ー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new takeover guidelines Curtis MILHAUPT (Professor of Law, Columbia Law School)

2005/07/27 Japan, East Asia, and the limits to financial regionalism

William GRIME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 
University/Visiting Scholar,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Finance Japan) 
Commentator: Shigeki KIMURA (Director, Research Division, International 
Bureau, Ministry of Finance)

2005/07/21 A new look at American trade politics I.  M.  DESTLER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Af fair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mmentator: Keisuke SADAMORI (Director, Americas Division, Trade Policy Bureau, METI)

2005/07/19

The trade structure in East Asia: Spiral pattern of 
development and triangular trade structure (TTS) as 
a regional manufacturing platformーFrom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2005

Susumu OKAMOTO (Former Deputy Director, Research and Analysis 
Division, Trade Policy Bureau, METI)

2005/07/15 The China challengeーThe consequences and opportunities
of an emerging China

Randy SCHRIVER (Partner, Armitage International LLC/Senior Associate,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2005/07/11 Global risk management in a world out of balance Paul LAUDICINA (Managing Director, Global Business Policy Council, A.T. Kearney)

2005/07/0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Japan ーMexico EPA: 
How does a cross ーregional initiative affect the future 
of Japan's regional integration efforts?

Mireya SOLIS (Assistant Professor, American University) 
Commentator: URATA Shujiro (FF, RIETI/Professor of Graduate Schoo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eda University)

2005/06/29 关于构成日本经常收支盈余回流路径的外债投资 木村茂树（财务省财务官室主任）

2005/06/21 防御敌对性收购的良策——形成公正的企业社会规则的提案 日下部聪（经济产业省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组织课课长）

2005/06/16 构建海外R&D据点能力时的两难选择
椙山泰生（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副教授）
评论员:浅川和宏（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教授）

2005/06/15 进入第二阶段的亚洲金融合作和对华关系 山崎达雄（财务省国际局调查课课长）

2005/06/14 日本在亚洲的外交课题 田中均（外务省外务审议官）

2005/06/10 European integration: What future prospects?
Richard G. WHITMAN (Head, European Programme, Chatham House) 
Commentator: Takashi HATTORI (Deputy Director,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Division, Trade Policy Bureau, METI)

2005/06/08 治理与开发援助战略:来自南亚援助第一线的报告 西水美惠子（RIETI CF）
2005/06/07 关于东亚区域内的资源循环 细田卫士（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教授）

2005/05/30 日本及亚洲国家中，政府与民间伙伴关系时代的到来 杉田定大（经济产业省贸易经济合作局贸易金融与经济合作课课长）

2005/05/23
Issues and trends in the enforc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patent and IP rights pools by universities, 
foundations, and other non ーprofit institutions

Edward G. POPLAWSKI (Partner, Los Angeles Office, Sidley Austin Brown 
& Wood LLP)

2005/05/20 技术创新政策:政府资助的效率 能见利彦（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总务部综合主管）

2005/05/13 Ten years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n insider's view
Werner ZDOUC (Counsellor, the Appellate Body Secretariat,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mmentator: Ichiro ARAKI (Professor of Law,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2005/05/12 国际援助的趋势和日本ODA政策的未来 中尾武彦（财务省国际局总务课课长）

2005/05/11 Analytical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s of geography: 
The case of the multinational firm

Ram MUDAMBI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Washburn Research Fellow, The 
Fox Schoo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Temple University) 
Commentator: Kazuhiro ASAKAWA (FF, RIETI/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Keio University)

2005/04/27 政府的失败——介入市场失败的限制法规与经济学 福井秀夫（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

2005/04/21 日本企业在模块型产品上的竞争力——中国信息家电企业组合能力的极限 延冈健太郎（RIETI SF,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

2005/04/20 被忽略的新《农政改革基本计划》的问题 山下一仁（RIETI SF）
2005/04/15 The international oil market: Impact of China and Russia Antoine HALFF (Director, Global Energy, Eurasia Group)

2005/04/08 Proliferation of FTAs in East Asia URATA Shujiro (FF, RIETI/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eda University)

2005/04/04 服务产业的活跃和离岸外包的危险性:OECD阁僚理事会的课题 田中伸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科学技术产业局局长）



经济产业杂志

《经济产业杂志》是经济产业省的宣传杂志。该杂志有两个栏目连载RIETI的研究活动，“Research＆Review”介绍研究员从专业角度对政策课题

的研究；“集体研讨最前线”报道BBL研习会中较为世人所关注的政策话题。

2006年3月号

集体研讨最前线 内容产业的新视点 和田洋一（史克威尔艾尼克斯（Square Enix）公司总经理）

Research & Review 迎接2009年修正的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原理与课题 中田大悟（RIETI F)

2006年2月号

集体研讨最前线 东亚自由贸易协定（EAFTA）今后的展望与中国的战略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Research & Review 城市银行的有效性假说
筒井义郎（RIETI FF，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教授）
佐竹光彦（龙谷大学经济系教授）
内田浩史（和歌山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2006年1月号

集体研讨最前线 国际石油市场展望 小山坚（财团法人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 综合战略部门研究理事）

Research & Review 明确中小企业金融的现状 植杉威一郎(RIETI F)

2005年12月号

集体研讨最前线 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看日本的公司治理 矢野朝水（厚生养老保险基金联合会专务理事）

Research & Review 东亚在解决新的世界性不均衡中的职责
吉富胜(RIETI所长、CRO)
刘利刚(RIETI SF)
Willem THORBECKE（RIETI SF）

2005年11月号

集体研讨最前线 中国经济革命的终曲——面对资本主义的考验 关志雄(RIETI CF，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Research & Review 通过景气循环会计进行日本经济的分析 小林庆一郎（RIETI F）

2005年10月号

集体研讨最前线 美国的贸易政治过程的新倾向
I. M. DESTLER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Research & Review 中小企业的事业传承 安田武彦（RIETI FF，东洋大学经济系教授）

2005年9月号

集体研讨最前线 欧洲统一——展望未来 Richard G. WHITMAN (Head, European Programme, Chatham House)

Research & Review WTO纷争解决制度的履行问题 川濑刚志（RIETI FF,大阪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副教授）

2005年8月号

集体研讨最前线 统治和援助开发战略——来自南亚援助第一线的报告 西水美惠子(RIETI CF)

Research & Review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给中国银行部门带来的影响 刘利刚(RIETI SF)

特辑：2005年度
贸易白皮书

迈向日本与东亚经济繁荣的新纪元
——中国引领亚洲各国的发展与日本的未来

宫川努（RIETI FF，学习院大学经济系教授）

2005年7月号

集体研讨最前线
日本企业在模块型产品领域的竞争力
——中国信息家电企业组合能力的极限

延冈健太郎（RIETI FF，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

Research & Review 创新与组织、经营改革——电机产业的情况 三本松进（RIETI SF）

2005年6月号

集体研讨最前线 从供应方面看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和必要的政策 深尾京司（RIETI 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Research & Review 日本的计算机和家电产业——多面软件平台的可能性 Andrei HAGIU（RIETI F）

2005年5月号

集体研讨最前线 新生银行的经营改革 八城政基（新生银行董事、代表执行董事会会长兼行长）

Research & Review 劳动转移研究——就业途径的日美欧比较给日本的启示
儿玉俊洋（RIETI SF)
樋口美雄（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2005年4月号

集体研讨最前线 国际农业谈判的历史性考察——日本的贸易战略、开发援助战略所揭示的 远藤保雄(联合国粮农机构日本事务所所长）

Research & Review 在哪些技术领域专利最能有效地促进知识转移 玉田俊平太（RIETI F）

*讲师等职称及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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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状况

本年度财务情况说明

资产类

（1）有形固定资产及无形固定资产采用定额法

提取折旧。主要资产折旧年限如下:

 ・房屋 15年
 ・工具器具 4～8年
 ・软件 5年

（2） 对于软件的折旧，根据《独立行政法人会计基准》

的规定，供法人内部使用的软件按照购置费用的

相应金额计入无形固定资产。

负债类

（1） 根据《独立行政法人会计基准》的规定，运营

费补贴应在接受（政府）拨款时，作为“运营

费拨款负债”计入流动负债。期末根据业务

的进展情况，再将其实现收益后的余额计入

流动负债。由于本期为第一期中期目标计划

的最终年度，不存在负债余额。

  　 运营费补贴的收益标准采用“成果形成

标准”，工资及普通管理费则采用“期间费用

形成标准”。

（2） 由于职员退职津贴由政府财政支付，所以根

据《独立行政法人会计基准》的规定，无需计

提相应的退职津贴准备金。期末要支付的退

职津贴总额预计为358,135,067日元。

所有者权益类

2005年度的本期利润总额为61,503,396日
元，加上公积金，2005年度末期的利润结余为

83,060,642日元。

《独立行政法人会计基准》的特点

负债类

负债类中，《独立行政法人会计基准》的

特征表现在两个科目上。一个是流动负

债中的“运营费拨款负债”科目。在领取

政府拨款时，现将此款项计入负债，随着

业务的进展，再以收益形式结算，将其余

额计入此科目。另一个是长期负债中的

“资产形式负债”科目。这是在中期计划

的设定范围内，通过运营费拨款等获取

折旧资产时计入的科目。

所有者权益类

根据《独立行政法人会计基准》，在计算

业务年度损益所产生的利润时，须弥补

前期结转的亏损。如果出现盈余，经主管

大臣批准后可充当特定用途积金，并按

照中期计划所规定的用途使用。如仍有

盈余，必须作为公积金进行处理。

资产负债表（2005年及2006年3月31日现在） 货币单位:日元

2004年度
（2004.4.1～2005.3.31）

2005年度
（2005.4.1～2006.3.31）

资产类

Ⅰ 流动资产

现金及银行存款 1,055,715,799 580,173,941
研究业务应收款 2,033,356 951,634
存货 411,054 320,788

预付赊款 608,770 420,620

应收消费税 943,500 —

其他流动资产 439,174 148,318
流动资产合计 1,060,151,653 582,015,301

Ⅱ 固定资产

1.有形固定资产

房屋 15,101,822 16,693,328
减:累计折旧 （1,434,672） （2,348,739）
工具器械及备品 18,321,420 18,321,420
减:累计折旧 （7,744,462） （10,662,593）

有形固定资产合计 24,244,108 22,003,416

2.无形固定资产

软件 7,604,890 10,219,427
无形固定资产合计 7,604,890 10,219,427
固定资产合计 31,848,998 32,222,843
资产总计 1,092,000,651 614,238,144

负债类

Ⅰ 流动负责

运营费拨款负债 705,599,423 —

预收账款 7,653,899 11,284,619
应付账款 318,613,465 482,649,149
应交消费税等 — 8,300
应付费用 6,727,620 5,012,591

流动负债合计 1,038,594,407 498,954,659
Ⅱ 固定负债

资产抵押负债

资产抵押运营费补贴 28,437,464 30,122,363
资产抵押物品受赠款 3,411,534 2,100,480

固定负债合计 31,848,998 32,222,843
负债合计 1,070,443,405 531,177,502

所有者权益类

Ⅰ 未分配利润 

公积金 11,489,058 21,557,246
本期未分配利润 10,068,188 61,503,396
（其中本期利润总额） 10,068,188 61,503,396

未分配利润合计 21,557,246 83,060,64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557,246 83,060,642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1,092,000,651 614,238,144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2005 年度报告　30. .31

本年度财务情况说明

经常收益

（1） 关于2005年度的运营费拨款，年度计划预

算额2,019,983,000日元。与此相比收益形

成的实际金额为2,013,706,037日元。

（2） 2005年的受托业务为“平成17年度国际石

油供需体制等调查研究等业务（有关希腊

能源政策动向等的调查）”（财团法人日本

能源经济研究所）一项。

本年度净利润、本年度利润总额

2005年度运营费拨款收益2,013,706,037日元，

受托业务收入951,634，合计经常收益为　　

2,020,807,494日元。经常利润、本年度净利润、

本年度利润总额均为61,503,396日元。

《独立行政法人会计基准》的特征

损益表

损益表须先记入经常费用，再记入经常收

益。

〈经常费用〉

分为业务费用和一般管理费

〈经常收益〉

除了运营费拨款收益以外，还分为受托业务

收入和财务收入等。

损益表（2005年及2006年3月31日结束的事业年度） 货币单位:日元

2004年度
（2004.4.1～2005.3.31）

2005年度
（2005.4.1～2006.3.31）

Ⅰ 经常费用

1.研究业务费

（1）业务委托费 519,725,419 655,545,413

（2）人事费 366,789,174 352,664,249

（3）折旧费 247,814 734,165

（4）其他 487,054,250 532,286,364
合计 1,373,816,657 1,541,230,191

2.一般管理费

（1）人事费 137,679,492 134,861,534
（2）折旧费 3,570,512 5,026,376
（3）其他 289,939,636 278,177,644

合计 431,189,640 418,065,554

3.杂费 119,999 8,353

经常费用合计 1,805,126,296 1,959,304,098

Ⅱ 经常收益

1.运营费拨款收益 1,808,851,012 2,013,706,037

2.普及业务收入

（1）编辑修订收入 429,209 298,725

（2）书籍销售收入 23,700 38,700
合计 452,909 337,425

3.受托业务收入 2,033,356 951,634

4.资产抵押运营费返还 2,507,272 4,449,487

5.资产抵押物品受赠款返还 1,311,054 1,311,054

6.财务收益

利息收入 13,055 796

7.其他收益 25,826 51,061

经常收益合计 1,815,194,484 2,020,807,494

Ⅲ 经常利润 10,068,188 61,503,396

Ⅳ 本年度净利润 10,068,188 61,503,396

Ⅴ 本年度利润总额 10,068,188 61,503,396



本年度财务情况说明

行政服务成本

（1） 向主动辞职职工支付的退职金的本期增加

额，计入“公积金外退职金的本期增加额，

计入“公积金外退职津贴增加预计额”。

（2） 无偿借用国有资产机会成本的计算方法为

参考邻近物业的租金进行计算。

《独立行政法人会计基准》的特征

行政服务成本计算表

行政服务成本计算表是《独立行政法人

会计基准》所规定的财务会计报表。其目

的是集中反映国民为独立行政法人的业

务运行（运营费拨款等）所负担的成本，

力图信息的全面公开，帮助纳税者-国民

对行政服务进行评价和判断。其具体的

成本内容包括:

（1） 从行政法人损益表上的费用中，减去

运营费拨款收益以外的收益后的金

额。

（2） 依据“特定折旧资产的折旧会计处

理”所提取的折旧资产的折旧额。

（3） 依据“退职津贴的会计处理”规定，为

积累退职公积金的退职津贴的预计

增加额。

（4） 使用国家资产而产生的机会成本。

现金流量表（2005年及2006年3月31日结束的事业年度） 货币单位:日元

2004年度
（2004.4.1～2005.3.31）

2005年度
（2005.4.1～2006.3.31）

Ⅰ 业务活动现金收支

购买商品及服务支出 （566,836,867） （588,767,382）
人事费支出 （557,452,156） （543,878,255）
其他业务支出 （612,807,469） （649,377,382）
运营费补贴收入 1,630,952,000 1,314,241,000
普及业务收入 452,909 337,425
受托业务收入 84,770,000 2,033,356
其他收入 25,826 51,061

合计 （20,895,757） （465,360,177）
领取利息额 12,323 1,528

业务活动现金收支 （20,883,434） （465,358,649）
Ⅱ 投资活动现金收支

取得固定资产的收支 （2,714,250） （10,183,209）
投资活动现金收支 （2,714,250） （10,183,209）

Ⅲ 财务活动现金收支 0 0

Ⅳ 资金增加额 （23,597,684） （475,541,858）

Ⅴ 年度初资金余额 1,079,313,483 1,055,715,799

Ⅵ 年度末资金余额 1,055,715,799 580,173,941

行政服务成本计算表（2005年及2006年3月31日结束的事业年度） 货币单位:日元

2004年度
（2004.4.1～2005.3.31）

2005年度
（2005.4.1～2006.3.31）

Ⅰ 业务费用 1,802,601,150 1,957,963,182
损益表上费用

研究业务费 1,373,816,657 1,541,230,191
管理费用 431,189,640 418,065,554
杂损 119,999 8,353

合计 1,805,126,296 1,959,304,098
（扣除）

普及业务收入 （452,909） （337,425）
受托业务收入 （2,033,356） （951,634）
财务收入 （13,055） （796）
其他收入 （25,826） （51,061）

合计 （2,525,146） （1,340,916）
Ⅱ 公积金外退职津贴预计增加额 20,755,598 23,415,406
Ⅲ 机会成本

无偿使用国家资产而生产的机会成本 143,098,200 123,639,600
Ⅳ 行政服务成本 1,966,454,948 2,105,018,188

利润分配表（2005年及2006年3月31日结束的事业年度） 货币单位:日元

2004年度
（2004.4.1～2005.3.31）

2005年度
（2005.4.1～2006.3.31）

Ⅰ 本年度为分配利润 10,068,188 61,503,396
本年度利润总额 10,068,188 61,503,396

Ⅱ 利润分配

公积金 10,068,188 61,503,396

《独立行政法人会计基准》的特征

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作为各类财务会计报表之

一，和民间企业一样，根据资金收入支出

的目的，划分为业务活动（民间企业以营

利为目的，所以表现为营业活动），投资

活动和财务活动三个项目。



< 中期目标计划期间评估（2001 年度－ 2005 年度）>

<2005 年度工作评估 >

摘自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资料

　　根据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第12条规定，独立行政法人的工作业绩要由第三者中立机构进行评估。RIETI的工作每年都

要受到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设在经济产业省）的评估。

　　2005年度是五年中期目标计划期间的最终年度，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不仅评估了RIETI该年度的工作业绩，还对

五年以来的工作业绩进行了评估。该委员会对RIETI2005年度工作的综合评价是:“立足于以往的研究成果，从质量上和数

量上，在政策相关研究和启蒙活动方面取得了卓著成绩，高效、圆满地完成了使命。”并在AA-D五个评估等级中，给出了A这

一高水准的评估结果。

　　此外，评估委员会对于五年中期目标计划期间（2001年度－2005年度）工作的综合评价是，从各种产出指标来看，

RIETI的工作业绩从质量和数量上都受到各界的好评，超出了当初的预想，“就经济产业政策而言，RIETI通过实现以往政

策当局没有实现的人才的保障和充分运用，积极开展将经济体系整体纳入视野的横向政策研究，并根据研究成果进行政

策提案。”在AA-D五个评估等级中，给出了A+这一非常高的评估结果。

评估项目１

提高服务质量［A+］　　　　　　　　

评估委员会认为，就研究课题的设置而言，在将重点放在先见性的同

时，充分考虑并有效反映了政策决策的需求。由于不仅在工作论文的

发表数量和出版物的发行数量上超过了目标值，在研究成果和政策

提案内容方面，外界舆论也评价其学术水平较高，评估委员会给予了

非常高的评价。

评估项目２

提高业务运营效率［A-］

  评估委员会认为，通过电子留言板和电子邮件网络提高了交换意

见的效率，充分发挥了信息系统的作用。

评估项目３

财务内容［A-］

评估委员会认为，预算管理处理得当，与决算之间没有出现过多差

异，而且建立了确保资金用途透明的体制。同时，各项资金得到有效

使用。从运营费拨款实现收益的情况来看，通过有计划地高效运用，

预算在适当的范围内得以顺利执行。

评估项目４

与业务运营相关的其他事项（人事计划）［A-］

在人事工作方面，评估委员会认为，RIETI继续维持流动性雇用所占

比例极高的状态，并针对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和确保人才有效利用

采取了各种措施。

评估项目１

提高服务质量［A+］

由于RIETI积极开展将经济体系整体纳入视野的横向政策研究，并根

据研究成果进行政策提案，研究质量非常高，为众多的政策研究领域

提供理论和分析基础，因而受到评估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评估项目２

提高业务运营效率［A］

就组织体制而言，RIETI机动灵活地利用具备实战能力的人才，通过流

动性雇用方式，建立了有弹性的组织体制。在研究支援部门，灵活运

用民间专家，广泛录用不同类型的人才。因而受到评估委员会的高度

评价。

评估项目３

财务内容［A-］

评估委员会认为，在中期计划开始时，预算与实绩之间曾经出现过偏

离，现在差异不复存在，资金的健全性得到保障。

评估项目４

其他［A-］（有关业务运营的重要事项）

评估委员会认为，流动性雇用形态所占比例达到中期目标，并维持在

较高水准，从事业务的合适人才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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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研究课题

所长、CRO

吉富胜 国际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地区一体化、汇率调整 　　　　　　　　　　　　　－

研究主任

吉川洋 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日本经济分析 　　　　　　　　　　　　　－

八田达夫 微观经济理论、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
<电力改革中制度设计的学术性研究>

<东亚经济一体化与日本的都市集中>

橘木俊诏棟 劳动力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最合理的租税、社会保险费负担率>

（中小企业与风险商务的各个发展阶段）

田中明彦
对世界体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对当代东亚国际政治情况的分析
　　　　　　　　　　　　　－

副所长

田边靖雄 能源政策、环境政策、通商政策 　　　　　　　　　　　　　－

高级研究员

植树修一
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制度、低出生率及老龄化、

地方经济、房地产市场

（关于地区金融的研究）
（公司治理研究）
（日本的企业重组与再生）

清川宽 知识产权的最新动向——偏袒专利权与创新 <关于日本知识产权的动向及其评价>

桑原哲 东亚经济、国际贸易 <关于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产品结构模块化与贸易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鹤光太郎 对经济体系、公司治理、金融体系、雇用体系等的分析 <银行治理:存款者对银行的选择和规范>

久武昌人 通商政策论、产业集中、证券化

（关于流动性与流动化、证券化的研究）

（东亚经济一体化与日本的都市集中）

（日本企业的全球经营与创新）

（日本的公司治理:打开黑匣子）

山下一仁 农业政策
<贸易与环境>

<贸易与农业（食品的安全性）>

刘利刚 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财政分权化、东亚经济 <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与资本监管的有效性>

Willem H.
THORBECKE 金融经济学、财政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关于东亚经济中货币升值影响的计量分析>

研究员

植杉威一郎
金融政策、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金融市场）

宏观经济、企业金融 

（关于企业金融的研究）

（公司治理研究）

（日本的企业重组与再生）

戒能一成
定量性政策评价、资源管制问题、

对经济活动可持续性的评价

<完善地区能源统计及动态要素分析方案的研究>

（电力改革中制度设计的学术性研究）

木村秀美
开发援助政策、开发经济、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

低出生率问题
<对于开发援助中治理构造的体系化的实证研究>

小林庆一郎
内生性经济发展理论、不良政权、财政再建问题、

政治经济体系的经济学分析等

<公债、物价水平、外汇机能与实体经济的结合>

（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与公债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泷泽弘和
有限的合理性、博奕伦、比较制度分析、制度变化

单调比较静学、官僚机构

（制度设计中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与产品、工序结构的产业论相关的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

中田大悟
宏观经济学、内生性经济发展论、对社会保障的经济分析、

模拟分析、日本的可持续性课税方式年金制度的构建方法、

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

（社会保障研究）

（老龄者雇用研究）

教职研究员

赤井伸郎 公共经济学、地方财政
<地方分权下官民的责任分担:自治体特别会计、外围团体的实际情况与作用及其

管理结构的实证性研究>

浅川和宏 全球创新论、全球R&D论、多国籍企业论 （日本企业的全球经营与创新）

蚁川靖浩 对企业金融、对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研究）

石川城太 国际贸易论
（贸易与环境）

（多角度贸易体制的现状和展望）

市村英彦 计量经济学

<引导型政策效果测定法的实践及其改良>

（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目标: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RIETI制造业数据库的建立与有关各类产业生产率的研究）

伊藤隆敏 金融政策、日本经济、国际金融 <亚洲最佳的汇率管理制度>

浦田秀次郎 国际经济学、开发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研究会>

<有关FTA与EPA评价的研究课题>

小川英治 国际货币、国际金融 （亚洲最佳的汇率管理制度）

奥野正宽 应用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论、博弈论 （与产品、工序结构的产业论相关的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

金本良嗣 都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交通经济学 <政策评估仿真模式>

刈屋武昭 金融工学 <关于企业的价值创造力与无形资产的关系的研究>

川越敏司
实验经济学、有限合理性、博弈论、比较制度分析、

机制设计论論 <制度设计中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表示主要负责的项目,（）表示参与研究的项目 （2005年4月～2006年3月）

研究员一览



姓名 研究课题

教职研究员

川濑刚志 国际经济法、通商政策

<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性研究>

（多元贸易体制的现状与展望）

（贸易与环境）

（贸易与农业（食品的安全性））

清田耕造

CGE（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

两国间及多国间自由贸易协议的效果、

企业的贸易与直接投资及生产率增长、

研发的外溢与生产率增长

（RIETI制造业数据库的建立及有关各类产业生产率的研究）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研究会）

（有关FTA与EPA评价的研究课题）

黑泽昌子 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 （老龄者雇用研究）

儿玉俊洋
以TAMA为中心的地域群聚、劳动力移动、

日本产业政策的经验

<以TAMA为中心的地区群聚研究>

（劳动移动研究）

儿玉文雄
研究分析如何科学地阐明创造新产业过程与技术开发

过程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结构
<STI网络的研究>

小寺彰 国际法、国际经济法、WTO体制的理想方式

<多元贸易体制的现状与展望>

（贸易与环境）

（有关FTA与EPA评价的研究课题）

后藤晃 技术革新的经济分析、竞争政策的经济分析 （STI网络的研究）

小林孝雄
金融经济学（关于金融体系效率性的微观经济学研究）

证券投资与资本市场分析等）
<流动性以及与流动化、证券化相关的研究>

清水谷谕
日本经济的实证分析、微观经济学、医疗经济学、

老龄化经济学

<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目标: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RIETI制造业数据库的建立与有关各类产业生产率的研究）

胥鹏 公司金融、公司治理、法律与经济学

<日本的企业重组与再生>

<亚洲的企业重组与再生>

（关于企业金融的研究）

（公司治理研究）

白石隆 亚洲的政治、政治史、国际关系 <东盟各国的民主主义体制下的专家治国>

平觉 国际经济学 （贸易与环境）

竹森俊平 国际经济学 <19世纪末摆脱通货紧缩的机制>

橘木俊诏 劳动力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最合理的租税、社会保险费负担率>

（中小企业与风险商务的各个发展阶段）

田中一弘 企业治理、领导能力 <日本的公司治理:打开黑匣子>

田中诚 电力产业的竞争和管制政策、产业结构论 （电力改革中制度设计的学术性研究）

玉田俊平太
技术经营（MOT）、科学技术政策、

日本专利的科学关联性、产学官合作等
（STI网络的研究）

中马宏之 劳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熟练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关于日本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力决定性要素的调查与分析>

筒井义郎 金融、行为经济学 <关于地区金融的研究>

土居丈朗 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与公债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鸟居高 东南亚比较政治（以马来西亚、文莱为主的东南亚岛屿国家）（东盟各国的民主主义体制下的专家治国）

野口晴子 医疗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 （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目标: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延岗健太郎 新产业评价 （与产品、工序结构的产业论相关的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

八田达夫 微观经济理论、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
<电力改革中制度设计的学术性研究>

<东亚经济一体化与日本的都市集中>

樋口美雄 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老龄者雇用研究>

<劳动移动研究>

（社会保障研究）

深尾京司 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对直接投资的经济分析等

<RIETI制造业数据库的建立与有关各类产业生产率的研究>

（公司治理研究）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研究会）

深尾光洋 国际金融论、金融论、公司治理 <社会保障研究>

藤本隆宏 技术与生产管理 <与产品、工序结构的产业论相关的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

宫川努 以设备投资为主的企业活动、产业结构分析、亚洲经济动向 （RIETI制造业数据库的建立与有关各类产业生产率的研究）

宫岛英昭 日本经济史研究、企业金融、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研究>

元桥一之
应用宏观经济学、经济统计、计量经济学、

对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信息技术的经济分析

技术革新与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论、投入产出分析

<零售业的监管、市场竞争、生产率>

<亚洲各国生产率的国际比较（ICPA）>
<关于研究开发的外部合作与创新>

（STI网络的研究）

安田武彦
针对中小企业在创业、发展、退出等不同生命阶段

所面临的课题进行分析

<中小企业与风险商务的各个发展阶段>

（公司治理的研究）

（日本的企业重组与再生）

柳川范之
契约理论和金融契约、针对法律的经济分析、

流动性的经济学、游戏产业

（关于流动性与流动化、证券化的研究）

（公债、物价水平、汇率动态与实体经济的结合）

（公司治理研究）

（日本的企业重组与再生）

（与产品、工序结构的产业论相关的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

山口不二夫

对企业无形资产与业绩评价及拨露形式的研究

对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评价（特别是对难以进行货币

评估的无形资产及服务的价值测定）、对Non Monetary
Aounting(非货币会计、物量会计)的实证研究及其理论化

（关于企业的价值创造力与无形资产的关系的研究）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表示主要负责的项目,（）表示参与研究的项目 （2005年4月～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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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研究课题

教职研究员

渡边努
低货币膨胀下的金融政策、流动性陷阱

外债的货币结构、财政政策的效果

<关于企业金融的研究>

（公债、物价水平、外汇机能与实体经济的结合）

Colin
McKENZIE 应用经济学 （19世纪末摆脱通货紧缩的机制）

顾问研究员

石井芳明 中小企业、风险企业政策、产业组织论、创新政策 （中小企业与风险企业商务的各个发展阶段）

石坂弘纪
不良债权管理、破产法、事业再生、风险管理、

法和经济学、法哲学

（日本的企业重组与再生）

（亚洲的企业重组与再生）

石水喜夫 社会政策论、人口论 （社会保障研究）

伊藤学司 以强化竞争力为目的的新型技术革新体系 （STI网络的研究）

伊藤公二 国际金融、贸易（FTA）、计量经济学
（关于东亚经济中货币升值影响的计量分析）

（亚洲最佳的汇率管理制度）

岩成博夫 航空、招标制度 （制度设计中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上田淳二 财政学、公共债务、宏观经济政策 （公债、物价水平、外汇机能与实体经济的结合）

上野麻子 通商政策（地域经济一体化） （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性研究）

金子能宏 养老保险财政、企业养老保险、医疗经济学 （社会保障研究）

金城慎司 计量经济学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 （引导型政策效果测定法的实践及其改良）

川本明 社会保障、财政问题、构造改造的效果
（电力改革中制度设计的学术性研究）

（STI网络的研究）

关志雄 中国经济改革、亚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日元货币圈 　　　　　　　　　　　　　－

木原隆斯 开发援助、国际机关、开发经济学、国际金融论、国际经济学 （公债、物价水平、外汇机能与实体经济的结合）

黑田笃郎 中国及亚洲的产业和经济、日本企业的亚洲战略 　　　　　　　　　　　　　－

小滝一彦 人的资本、劳动市场、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研究）

小林大和 国际经济、通商政策 （多元贸易体制的现状与展望）

坂田一郎 地域群论、创新政策、税制改革、地方财政
（以TAMA为中心的地区群聚研究）

（关于研究开发的外部合作与创新）

三本松进 亚洲经济、企业经营
〈日本企业的全球经营与创新〉

（公司治理研究）

白石重明 国际经济、能源、公共政策伦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研究会）

菅久修一 日本的企业治理 （公司治理研究）

高岛龙佑
中国经济、特别是法制度、金融、物流、能量等

广义的产业基础
　　　　　　　　　　　　　－

田口康 通过地方产学官构建创新体制論 （以TAMA为中心的地区群聚研究）

田中茂明 中日关系、安全保障问题 　　　　　　　　　　　　　－

田村晓彦
国际政治经济、全球治理、国际经济法、EU一体化、

东亚一体化、企业的社会性责任
（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性研究）

中尾泰久 美国政治经济 　　　　　　　　　　　　　－

西岗隆
社会保障（关于年金财政的思考方式、国家年金与个人养老保

险的理想方式等）
（社会保障研究）

西水美惠子 国民总幸福量、世界经济 　　　　　　　　　　　　　－

桥本道雄 能源政策 （电力改革中制度设计的学术性研究）

服部崇 国际关系、环境、贸易 （贸易与环境）

林良造 日美关系、经济结构改革 　　　　　　　　　　　　　－

藤井敏彦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产品相关的环境管制 （关于企业的价值创造力与无形资产的关系的研究）

本间英一 国际租税、对外直接投资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研究会）

宫崎修二 国际政治经济 （有关FTA与EPA评价的研究课题）

森川正之 经济政策、产业结构论、劳动经济

（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社会保障研究）

（老龄者雇用研究）

森清 欧洲、中东及亚洲、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及能源形势分析 　　　　　　　　　　　　　－

安永裕幸
半导体产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由促进不同领域融合实现的创

新论、综合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的创新促进政策、

技术战略指南在radical innovation中的应用策略

（关于日本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力决定性因素的调查与分析）

山崎伸彦
国内外国家养老保险及个人养老保险制度架构、

对养老保险财政的未来预测等
（社会保障研究）

客座研究员

山口一男
定量数据的分析方法论（事件史分析、分类数据分析）

合理及有意识的社会行为理论
〈关于出生率下降与女性的雇用、资历形成的研究〉

Andrei HAGIU 产业结构与应用理论、行为经济学、法律与经济学

国际贸易、金融

〈多面市场的革新与监管〉

〈中国与高科技:经济战略及其含义〉

Gregory
JACKSON

公司治理、经济社会学、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

组织社会学、产业关系学
（公司治理研究）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表示主要负责的项目,（）表示参与研究的项目 （2005年4月～2006年3月）



研究主任

（截至2006年3月底）

随着研究所研究领域的扩大、横向研究工作的推进以及国际性活动的日益活跃，为进一步充实完善

所长对研究工作的指导，研究所设置了“研究主任”职位，听取各位主任对对主要专业研究领域的建

设性意见。2005年度研究主任不仅对下述专业领域提出了相关建议，还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为横向新

性研究工作献计献策。

研究主任 专业领域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吉川洋教授 宏观经济

国际基督教大学国际关系学科 八田达夫教授 微观经济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橘木俊诏教授 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田中明彦所长 国际关系、政治

（截至2006年3月底）

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

经济产业研究所分会

独立行政法人在开展业务时，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计划。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作为中立机关为

确认独立行政法人业务计划的合理性以及工作成绩的透明度，对其工作进行评估。委员会为每个法

人设置了评估委员会分会，针对该法人所从事的业务是否高效合理进行客观评估。

分会会长 小野俊彦（日新制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分会委员 小笠原直（太阳ASG监查法人公认会计师）

Paul Sheard（雷曼兄弟证券公司亚洲地区首席经济师）

藤垣裕子(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

(截至200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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