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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一览

RIETI ：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METI ：经济产业省

JETRO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IMF ：国际货币基金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CRO ：首席研究员

SRA ：高级研究顾问

PD ：研究项目主任

VP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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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 ：访问学者

RC ：研究调整主任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简称 RIETI）的前身为通商产业研究所（1987 年成立），

是当时通商产业省的一个部门。2001 年 4 月，随着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的实施，RIETI 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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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经济结构改革和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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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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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建立灵活的、跨学科的研究体制，除了专职的研究员，还委托大学教授兼任教职研究员，并

聘请经济产业省等行政机关的相关人员作为顾问研究员参与研究。以多种形式聘任研究员是

RIEIT 的一个特征。

　　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为克服此次史无前例的危机，使之成为创造新

日本的契机，RIETI 从 2011 年度起就设置了有关震灾后复兴的新研究课题，同时还利用特别专

栏、BBL 讲座等发布信息。此外，11 月至 12 月期间召开了三次有关震灾方面的研讨会。

　　对 REIT 来说，2011 年度是第三期中期计划期间（2011-2015 年度）的第一年，我们重新

设定了九个研究项目，分别在研究项目主任的组织下分若干课题开展研究。此外，为充实研究

活动，设置了由国内外的大学、研究机关等外部专家组成的外部咨询委员会，作为检验“研究

的进展情况、效率以及在政策中的反映度”的机构，并对今后 RIETI 的方向展开了活跃的讨论。

　　实现震灾后复兴、欧洲经济危机等国内外的经济课题堆积如山，在这一形势下，第三期中

期计划期间将最大限度地运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成果和经验，使 RIETI 成为学术研究与政策实

务的结合点，聚集智慧，作为政策研究机构，努力提高在国际上的声誉。



　　RIETI 成立于 2001 年，是卓有成效地开展政策研究的智囊机构。11 年来，积极开展有

理有据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挥了与政府的互动效果，在国内外获得了高度评价。2011 年

度，在经济金融、社会保障和劳动问题等许多领域取得了 100 多项研究成果，单独举办或

合作举办了包括东日本大地震相关问题在内的 12 次研讨会。

　　从 2011 年起，为期五年的第三期中期计划（2011 年度—2015 年度）正式启动，本年

度将继续以借鉴世界的经济增长、开拓新的增长领域、创造支撑可持续性增长的经济社会制

度为出发点，开展研究活动。

　　最近，世界经济面临欧洲的政府债务危机和能源价格上涨等难题，经济增长迟缓。日本

的经济课题也堆积如山，如东日本大地震后复兴、低出生率老龄化日益严重、经济全球化形

势下企业的国际竞争激化、如何借鉴高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等。

　　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想恢复经济活力，推动可持续的稳定增长，创造更加富裕的生活，

就必须继续改革日本经济结构。RIETI 今后也将最大限度地发挥多年积累的能力，紧跟课

题，为形成经济产业政策不断推进研究。

　　恳请大家今后一如既往，对我们的工作给予鼓励与鞭策。

2012 年 5 月

理事长　中岛厚志

　　从去年 4 月开始，RIETI 进入为期五年的第三期中期目标期间。在此期间，RIETI 的使命

是为促进日本经济走上发展之路，实现切实增长的总体方针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展开研究。

为此，必须以（1）把世界的经济增长纳入视野的视点、（2）开拓新增长领域的视点、（3）

适应社会变化，创建支撑持续性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视点，这三个重要视点为依据开展研

究。

　　近年来，亚洲新兴国家实现了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带动了世界的发展，第 1）个视点

表明必须吸取这些国家发展的经验，充分发挥日本的科技能力，促进贸易、投资以及商务发

展的重要性。第 2）个视点表明充分发挥日本的优势，开拓以绿色创新、生活创新为代表的

新增长产业的重要性。第 3）个视点表明为实现日本的持续性增长，在经济性、社会性基础

设施方面，克服老龄化、环境、财政等方面的制约，建立适应社会变化的稳定制度的重要

性。RIETI 将这三个视点放在重要位置，与国内的研究人员、政策设计者以及以亚洲、欧美

为首的外国研究人员紧密合作，就实现日本本世纪的持续性发展开展综合性研究。

　　去年 3 月日本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东日本大地震。为使日本摆脱战后最大的危机，创建

新日本，RIETI 将全力以赴，采取积极措施，并从长远的角度出发，推进研究工作。

2012 年 5 月
所长　藤田昌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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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度正值RIETI第三期中期计划（2011年度—2015年度）的第一年度。在第三期中期计划期间，RIETI的主要任务是为促进日本经济走上

增长轨道并实现持续稳步发展的总体方针提供理论支持。为此，2011年度RIETI着手完善了适应中期计划的研究体制，确立了以九个研究项目为

中心的研究体制（参照下述1.（1））。此外，东日本大地震给日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复合型灾害，对于由此产生的政策课题，我们利用独立行政

法人这一组织形式擅长收集调查的优势，聘请大学和其他组织的优秀研究人员作为RIETI的研究员推进研究，使开展更多的研究活动和发布信

息成为可能。

　　下面介绍包括倾力研究的东日本大地震问题在内的RIETI2011年度研究活动和信息发布活动情况。

（※文中的职位以活动时为准）

1． 研究活动

（1） 研究体制的完善

　　值此第三期中期计划开始之际，我们根据政府提出的“应在研究中得到反映的经济产业政策的三个重要视点”，设定了九个研究项目，这些

项目涉及经济产业政策覆盖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经济政策等广泛的政策领域。每个研究项目分别由该研究领域的权威担任项目研究主任，下

设若干研究课题，由研究员开展研究。利用在研究课题立项时召开集思广益讨论会以及中间报告会等机会，将各研究课题的研究计划和内容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此外，许多研究项目中都追加了与东日本大地震的复原和复兴相关的新研究课题，总计达到9项。另外，为灵活应对经济状况

和研究需求的变化，研究项目以及研究课题还会适时得到妥善修改。（请参照P7 研究活动）

　

应在研究中得到反映的经济产业政策的三个重要视点

 1） 把世界的经济增长纳入视野

 2） 开拓新的增长领域

	 3） 创建支撑持续性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

研究项目 2011年度 研究项目主任 下属的研究课题数

I. 贸易投资项目 若杉 隆平 FF   7

II. 国际宏观经济项目 伊藤 隆敏  FF   6

III. 地区经济项目 滨口 伸明 FF   6

IV. 技术与创新项目 长冈 贞男 FF   5

V. 提高产业与企业的生产率项目 深尾 京司 FF   7

VI. 新产业政策项目 大桥     弘 FF   7

VII. 人才资本项目 鹤 光太郎 SF   5

VIII.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项目 深尾 光洋 FF   3

IX. 政策史与政策评估项目 武田 晴人 FF   3

SP. 特定研究（不隶属于研究项目） 10
研究课题总数 59

　

（2） 研究论文

　　一年之中发表了研究论文（工作论文：DP；政策论文：PDP）108
篇。DP以专业性论文的方式写作，是具有理论性、分析性、实证性的

研究论文。由于认识到面向全球传播的重要性，继上一年度之后，本

年度的英文DP数量也超过了日文（日文DP37篇，英文DP61篇）。另一

方面，由于PDP以及时地为政策讨论提供建议为目的，日文PDP的数

量较多（日文PDP9篇，英文PDP1篇）。以东日本大地震为题材的DP
和PDP共计发表了4篇，2012年度以后将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请

参照P38 DP/PDP一览）

（3） 研究合作

　　在与外部机构进行研究合作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在新的研究合

作方面，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就两家机构的合作问题签署了备忘录，将聘任研究员作为固定制度。

此外，从2006年度开始RIETI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开展

了合作研究，为进一步开展合作，两家机构将合作备忘录延长了五

年。2007年度开始与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开展合作研究，本年度在英国伦敦举办了研

讨会。这些活动使我们在不断扩大国际性网络的同时，充实了研究活

动。

特集   2011 年度的活动情况



2． 信息发布活动

（1） 研讨会、讲座

　　　2011年度共举办了政策研讨会、讲座12次。其中11月份就有关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增长与强化产业竞争力的政策措施问题举办了两

次大型研讨会，此外，继2009、2010年度之后，本年度也举办了有关劳动市场制度改革的研讨会，并将“后3.11”的视点纳入其中，将重点放在东

日本大地震的对策上。通过日韩共同举办研讨会、邀请哈佛大学教授乔根森（JORGENSON）先生举办特别演讲会等，介绍了国外的研究情况，同

时也向海外传播RIETI的研究成果。（请参照P52 研讨会、讲座一览）

■RIETI政策研讨会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产业竞争力强化：产业界的努力与政策措施

（2011年11月7日）

　　研讨会讨论了产业界如何提高受到震灾巨大影响的日本产业的

竞争力，带动东北地区，进而带动日本经济整体实现复兴，走出泡沫

经济破灭后的衰退，以及为更充分利用市场功能，进一步开放贸易投

资等，需要采取什么政策措施。

（http://www.rieti.go.jp/jp/events/11110701/info.html）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经济基础的重建与政策措施

（2011年11月15日）

　　研讨会对东日本大地震后东北地区的经济基础和金融功能、重

新受到关注的能源情况和财政状况等日本经济基础的脆弱性进行了

考察，围绕如何重新构建这些领域，尽快实现复原和复兴，进而带来

中长期的发展，为此政府应采取什么对策进行了讨论。

（http://www.rieti.go.jp/jp/events/11111501/info.html）

■BBL讲座（Brown Bag Lunch Seminar）
　　RIETI利用午休时间，邀请国内外的有识之士举办讲座，为政策决策人员、学术界人士、新闻工作者、外交官等提供场所，就各种政策课题展

开讨论。2011年度共举办了60次BBL讲座，就能源环境、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宏观经济、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中小企业与创投企业、金融等超越

产学官界限的广泛话题，进行了活跃的讨论。有关东日本大地震内容的BBL讲座共举办了15次。（请参照P58 BBL讲座列表）

2012年1月31日
素林•比素万（东盟秘书长）

“ASEA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2012年2月7日
坂根正弘（小松制作所董事长）

“绝对领先的经营：更新换代愈加强势

的公司；充满信心的日本籍跨国企业”

2011年4月21日   
深尾光洋（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政策运营”

2011年11月11日
Joe OLIVER（加拿大联邦政府自然资源部

部长）

“加拿大作为世界能源超级大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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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版物

2011年度归纳整理RIETI的研究成果，共出版书籍11册。年度出版书籍的数量再创新高。（请参照P47 出版物一览）

■《通商产业政策史 全12卷》陆续出版发行（第5卷、第6卷、第10卷、第11卷发行）

　　第3期中期计划的研究项目之一“政策史与政策评估”是以第2期中期计划实施的“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继

续进行部分相关研究的同时，将研究成果归纳整理成书出版发行。继上一年度出版了第4卷和第九卷之后，本年度又陆续出版了第5卷、第6卷、

第10卷、第11卷。（请参照P28 政策史与政策评估研究项目）

书名 各卷执笔负责人

第1卷　总论 尾高 煌之助（RIETI主编,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法政大学名誉教授）

第2卷　通商政策、贸易政策 阿部 武司（大阪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第3卷　产业政策 冈崎 哲二（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第4卷　商务流通政策 石原 武政（关西学院大学商学系教授）

第5卷　环境、选址安全政策 武田 晴人（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第6卷　基础产业政策 山崎 志郎（首都大学东京都市教养学系教授）

第7卷　机械信息产业政策 长谷川 信（青山学院大学副校长、经营系教授）

第8卷　生活产业政策 松岛 茂（东京理科大学研究生院综合科学技术经营研究科教授）

第9卷　产业技术政策 泽井 实（大阪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第10卷　资源能源政策 橘川 武郎（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第11卷　知识产权政策 中山 信弘（明治大学特任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第12卷　中小企业政策 中田 哲雄（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商务研究科教授）

上述之外的2011年度的出版物



（3） 宣传杂志“RIETI Highlight”
　　RIETI发行介绍本研究所最新活动的宣传杂志季刊“RIETI Highlight”，并发行了英文版增刊号。每期刊物以“特集”的形式选择应时题目进行

介绍。其中有关震灾的特集有“Quake Revival”（英文版增刊号，第37号）、“超越东日本大地震”（季刊，第38号）两期。（请参照P57 各种宣传资料）

（4） 网站

　　为便于读者综合阅读RIETI的研究成果中有关东日本大地震的内容，RIETI网站开辟了大震灾专页，不仅列举了政策研讨会、讲座等信息，还

刊登了研究员投稿报章杂志的震灾相关文章。（请参照P46 网站）

日文

英文

中文

■东日本大地震“RIETI对谈系列”

　　抓住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2-3个月这一时机，RIETI理事长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员与产业界的有识之士进行了三次系列讨论。每位有识之士

就震灾发生后的状况、今后的前景与复兴工作、大地震带来的教训等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对今后产业复兴的具体策略和课题等，根据相关调查

研究的结果展开了深入讨论。

http://www.rieti.go.jp/cn/papers/special_interview2/index.html

■“从世界看日本”

　　要想从世界的角度思考日本的政策，参考来自海外的意见展开讨论十分重要。RIETI网站设置“从世界看日本”栏目，就经济政策、安全保障、

环境问题等各种话题介绍世界权威研究人员对日本的看法。该栏目中也有三篇关于东日本大地震的文章。

http://www.rieti.go.jp/jp/special/p_a_w/index.html（日文）

■专栏文章、Special Report、转载报章杂志等的寄稿文章

　　RIETI网站上隔周刊登的研究员撰写的“专栏文章”、提供焦点话题的“Special Report”等栏目，也积极登载了有关东日本大地震的文章。此外

还转载了大量报章杂志的投稿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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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RIETI为东日本大地震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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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中出现的职位以活动时为准。



贸易投资

国际宏观经济

地区经济

技术与创新

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

新产业政策

人才资本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

政策史与政策评估

特定研究

研究项目

研究活动



研究项目 III ：地区经济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Ⅲ-１） 关于在全球化与灾害风险环境中保持增长的日本经济空间结构与供应链的研究 滨口 伸明 FF ₁₅
Ⅲ-２） 关于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空间结构的理论与实证 田渊 隆俊 FF ₁₅
Ⅲ-３） 经济集群的形成及其空间类型的秩序创造开发：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框架及其在地区经济

政策的应用
森 知也 FF ₁₅

Ⅲ-４） 活跃地区经济体系的研究 中西 穗高 SF ₁₆
Ⅲ-５） 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学到的如何构建坚实的地区经济相关研究 奥村 诚 FF ₁₆
Ⅲ-６） 建设可持续发展地区：新产业集群与功能分担 中村 良平 FF ₁₆

研究项目 IV ：技术与创新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Ⅳ-１） 创新过程与创新制度基本设施的微观数据研究 长冈 贞男 ₁₇
Ⅳ-２） 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 青木 玲子 FF ₁₇
Ⅳ-３） 关于开放性创新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 元桥 一之 FF ₁₇
Ⅳ-４） 影响创业活动因素的国际比较分析 高桥 德行 FF ₁₈
Ⅳ-５） 有关优秀中小企业（Excellent SMEs）的经营战略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 井上 达彦 FF/ 细谷 佑二 FF ₁₈

研究项目 V ：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Ⅴ-１） 东亚产业生产率 深尾 京司 FF ₁₉
Ⅴ-２） 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 宫川 努 FF ₂₀
Ⅴ-３） 构建按地区划分的生产数据库与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结构变化 德井 丞次 FF ₂₀
Ⅴ-４） 东亚企业生产率 伊藤 惠子 FF ₂₀
Ⅴ-５） 服务产业生产率 权 赫旭 FF ₂₁
Ⅴ-６） 日本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决定因素：使用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清田 耕造 FF ₂₁
Ⅴ-７） 经济变化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理论与实证分析 小西 叶子 FF ₂₁

研究项目 II ：国际宏观经济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Ⅱ-１） 关于汇率转嫁的研究 伊藤 隆敏 FF ₁₃
Ⅱ-２） 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 小川 英治 FF ₁₃
Ⅱ-３） 关于以重建财政等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 小林 庆一郎 SF ₁₄
Ⅱ-４） 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原因与政策性含义 渡边 努 FF ₁₄
Ⅱ-５） 出口与日本经济：如何理解2000年代的经验 祝迫 得夫 FF ₁₄
Ⅱ-６）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Global Imbalances Willem THORBECKE, SF ₁₄

研究项目 I ：贸易投资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Ⅰ-１） 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 若杉 隆平 FF / 户堂 康之 FF ₁₀
Ⅰ-２） 关于支持日本贸易政策的实证性分析 富浦 英一 FF ₁₀
Ⅰ-３） 关于全球经济中的技术的经济分析 石川 城太 FF ₁₁
Ⅰ-４） 国际投资法的现代课题 小寺 彰 FF ₁₁
Ⅰ-５） 关于今后贸易体系与治理的个案研究与方针的研究 中富 道隆 SF ₁₁
Ⅰ-６） 关于WTO的综合研究 川濑 刚志 FF ₁₂
Ⅰ-７） 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究 川濑 刚志 FF ₁₂

研究课题一览



特定研究（Special Projects）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SP-１） 高效企业金融和企业间网络方式研究会 植杉 威一郎 FF ₂₉
SP-２） 下一代能源统计及供求动向分析系统的研究开发 戒能 一成 F ₂₉
SP-３） 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调查研究（与京都大学的合作研究） 八代 尚光 CF / 佐分利 应贵 CF ₂₉
SP-４） 企业治理分析新领域——努力恢复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企业治理、组织、战略选择与

绩效
宫岛 英昭 FF ₃₀

SP-５） 组织与制度的经济分析 鹤 光太郎 SF ₃₀
SP-６） 完善 RIETI 数据 富田 秀昭 RC / 小西 叶子 F ₃₁
SP-７） 通过审查中小企业和构建亚洲 CRD 中小企业数据库向中小企业和增长部门提供资金 吉野 直行 FF ₃₂
SP-８） 有关日本第三部门的经营状况与公共服务改革的调查研究 后 房雄 FF ₃₃
SP-９）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围绕削减温室效应气体问题的国际动向调查 戒能 一成 FF ₃₃
SP-10） 使用 SNS 的网络经济分析 松田 尚子 F ₃₃

研究项目 VI ：新产业政策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Ⅵ-１）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 大桥 弘 FF ₂₂
Ⅵ-２） 日本经济的课题与经济政策——需求、生产率和持续发展 吉川 洋 FF / 宇南山 卓 FF ₂₂
Ⅵ-３） 中小企业的活力、环境能源与经济增长 青山 秀明 FF ₂₂
Ⅵ-４） 为加强全球化和人口减少时代的农业竞争力而推行农政改革 山下 一仁 SF ₂₂
Ⅵ-５） 全球化和创新与竞争政策 川滨 升 FF / 大桥 弘 FF ₂₃
Ⅵ-６） 关于大地震后的环境、能源和资源战略的经济分析 马奈木 俊介 FF ₂₃
Ⅵ-７） 有关电力自由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八田 达夫 FF ₂₃

研究项目 VII ：人才资本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Ⅶ-１）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鹤 光太郎 SF ₂₄
Ⅶ-２） 企业内人力资源分配机制的经济分析——使用人事数据的内部计量经济学 川口 大司 FF ₂₄
Ⅶ-３） 为构建富于活力的日本经济社会的基础研究 西村 和雄 FF ₂₅
Ⅶ-４） 从财政统一的角度（财政制约下的最佳资源分配）看如何构建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赤井 伸郎 FF ₂₅
Ⅶ-５） 亚洲的商业和人才战略研究 一条 和生 FF ₂₅

研究项目 VIII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Ⅷ-１） 探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重建财政政策 深尾 光洋 FF ₂₆
Ⅷ-２）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市村 英彦 FF / 清水谷 瑜 CF ₂₆
Ⅷ-３） 法人征税制度的政策评估 榆井 诚 FF ₂₇

研究项目 IX ：政策史与政策评估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Ⅸ-１） 政策史总论 尾高 煌之助 FF ₂₈
Ⅸ-２） 政策史各分论 武田 晴人 FF ₂₈
Ⅸ-３） 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 橘川 武郎 FF ₂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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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Ⅰ-１）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若杉 隆平 FF / 户堂 康之 FF

＜课题概要＞
　　人们期待日本经济走出“失去的20年”的低增长转向新的高速增长，实现日本的新生。但是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日本的社会

和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要想克服面临的危机，摆脱迄今的低经济增长趋势，日本的社会和经济就需要在广泛领域实现重大转变。在第二期

研究计划期间，我们将“企业的国际化（出口与海外生产）”视为日本经济增长的关键，以企业的异质性和国际化为基础，反复进行了理论分析

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课题将包括下述各项内容：（1）在关于日本企业和产业的国际化的研究

中，加入分析大震灾给企业和产业带来的变化作为新视角；（2）针对企业国际化（贸易和海外投资）、全球市场中的生产网络和产业集群、电力

和原材料供应危机的影响和变化的对策、企业的研究开发和创新及跨国技术转让与企业的出口和增长、企业的研究开发与知识产权的保护制

度、企业的出口与雇用结构、产业的异质性和近邻地区的属性与比较优势的决定性因素等进行分析；（3）以产业、企业和成套设备层面的微观

数据为基础，加上当地调查等，展开有特色的实证研究；（4）从全球视角理清日本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短期和中长期的课题及问题，提出政策性

建议。此外，关于与日本企业的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将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合作研究。

本研究课题由下述各项内容组成：

1）　从国际生产网络的视角，对地震前后的日本经济、东北和北关东地区的经济变化进行分析。

2）　对包括供电制约在内的供应危机和生产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以及日本的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

3）　对日本企业的出口给就业带来的影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企业研究开发与贸易、企业的国际化与跨国技术转让进行分析。

4）　对产业的异质性与比较优势、出口与外包、近邻地区的属性与比较优势进行分析。

5）　对中国市场的企业集群和国际化（出口、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日本中小企业的海外委托生产（户堂 康之）（DP编号：12-J-004）
The Causal Effects of Exporting on Japanese Workers: A firm-level analysis （TANAKA Ayumu）（DP编号：12-E-017）
FDI in Emerging Economies: An analysis in a firm heterogeneity model （ITO Koji） （DP编号：11-E-055）

经济产业演讲会

全球经济与企业经营（2012/02/15）

Ⅰ-２）关于支持日本贸易政策的实证性分析

课题主任：富浦 英一 FF

＜课题概要＞

　　世界范围的贸易自由化谈判正面临困境，对于人口减少、低生育率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日本来说，对贸易政策的选择已经成为左
右国家前途的重要问题。因此，本研究课题的目标是，就成为日本当前课题的对具体贸易政策的支持在全国实施大规模调查，以每
个人的年龄、职业、教育、居住地等特性对支持贸易政策产生什么影响为中心进行计量性实证分析，进而从中抽取和整理有助于实
现对日本来说现实而合理的贸易政策的信息。

研究课题介绍

研究项目 贸易投资 研究项目主任　若杉 隆平

日本经济的增长与世界经济的变化密不可分。本项目关注企业国际化（出口与海外生产）

与日本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国际化企业的研究开发、创新、国际技

术转让、雇用、产业集群进行研究，同时，从实证和法律制度方面对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

（WTO、RTA）进行研究。进而对大地震引起的外来冲击对企业和产业的影响、复兴后的生

产网络变化和贸易结构变化、供给制约和日本经济的结构变化展开研究。



研究课题介绍

Ⅰ-３）关于全球经济中的技术的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石川 城太 FF

＜课题概要＞
　　提高生产率和技术能力对于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日本企业通过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等全球化的发展，提高了生产率和技术能力。此

外，近年来，随着日本企业的并购和向海外转移业务，还发生了技术转移和流出等。对于日本经济来说，围绕企业技术的各种论点与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就技术问题，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对成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各种论点进行理论上和实证上

的分析，从中得出有关提高生产率和技术能力的有益的政策性意义。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Strategic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Vertically Related Markets （ISHIKAWA Jota and HORIUCHI Eiji）（DP编号：12-E-014）

Ⅰ-４）国际投资法的现代课题
课题负责人：小寺 彰 FF

＜课题概要＞
　　以法律保护日本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是迫在眉睫的课题。保护方法有，第一，签署国际投资协定，促进投资保护和投资自由化（BIT、EPA、

FTA、TPP）；第二，在各种协定中设置ISDS条款，以此为根据，投资者（投资企业）本身向投资协定仲裁起诉接受投资的国家，要求解决事件。目前，

保护投资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得到加强，“国际投资法”也由此迅速形成并发生变化。本研究的目的是从法律和法律政策的视点，对现代有关投

资保护和投资自由化的各种问题进行理论上和实证上的分析，获得有益的政策性意义。

Ⅰ-５）关于今后贸易体系与治理的个案研究与方针的研究
课题主任：中富 道隆 SF

＜课题概要＞
　　体现在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系由于多哈回合长期得不到进展而流于形式。自1993年签署乌拉圭回合最终协议之后，已经过去了18年，

多哈回合的结果仍然遥遥无期。为了巩固日本支持世贸组织和世界贸易体系的基础，本研究课题将对下述事项进行探讨。

（１）探讨世贸组织的改革问题

探讨为结束多哈回合和今后改革世贸组织应做些什么，在探讨的基础上提出建议。

（２）探讨诸边贸易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后的主要成果之一是诸边贸易协议中的金融服务协议、基本电信协议及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TA）。本课题研究人员对亲身

参与并做出贡献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和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2011年10月签署）的事例进行分析，在参考这些事例的基础上，对今后在贸易

领域签署诸边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及其局限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并提出建议。

（３）探讨“新领域”的贸易规则

多哈回合除了进展“迟缓”外，还有谈判对象“稀少”的问题，这成为产业界对世贸组织的关注有所减退的重要原因。本研究课题选择与企业的

国际活动关系密切的领域（例如标准认证）进行探讨，在多边、诸边、双边等各个框架中探讨和总结如何处理的基本思路和解决方案。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关于诸边贸易规则的探讨（根据ITA与ACTA的实例）（中富 道隆）（PDP编号：12-P-002）

政策建议

世贸组织改革与尽早结束多哈回合（日文） （http://www.rieti.go.jp/users/nakatomi-michitaka/policy-recommend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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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Ⅰ-６）关于WTO的综合研究
课题主任：川濑 刚志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对日本国际经济法的下述重要课题进行分析，具体来说由下述三项研究组成。

（１）关于WTO补贴规则的综合研究

关于WTO补贴规则对金融危机后庞大的国家援助的处理所发挥的作用，在投入补贴后几年过去，今后需要讨论通过相抵关税程序和WTO解决

争端程序解决退出战略问题时，本研究课题将提供政策上的知识和见解。

（２）研究保证履行国际公共政策中无约束力的规则体系

作为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而成立的APEC进入了茂物目标最后一年，在令人感到已显现出局限性的时候，为使2010年会议主办国日本对

保证履行没有约束力的新规则体系提出有意义的政策性建议，本研究课题将提供有益的知识。

（３）WTO争端判例研究

现在多哈回合陷入停滞，WTO的解决争端程序作为保障日本进军海外市场的重要手段发挥着作用。本研究通过判例法对WTO法的发展轨迹进

行分析，为日本今后制定WTO法规战略做出贡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中国提供补贴的特点与实务性课题——以中美两国间争端为例（川岛 富士雄）（DP编号：11-J-067）

世界金融危机中的国家援助与WTO对补贴的限制（川濑 刚志）（DP编号：11-J-065）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Special Milk Classes Scheme of Canada and the Agricultural Subsidy （ABE Kenzo）（DP编号：11-E-042）

政策论文

【关于WTO专家组及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释④】关于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苹果的措施（WT/DS367/R, WT/DS367/AB/R）——以要求科学基

础的SPS协定第5条第1款的义务范围为中心（内记 香子）（PDP编号：11-P-015）

【关于WTO专家组及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释③】中国影响出版物和视听娱乐产品的贸易权和分销服务措施（WT/DS363/R, WT/DS363/AB/R） 

——以GATT第20条对于违反GATT以外规定的正当性为中心（川岛 富士雄）（PDP编号：11-P-013）

欧盟国家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银行业的援助限制——以欧洲委员会对成员国援助措施的对策为中心（多田 英明）（PDP编号：11-P-012）

Ⅰ-７）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究
课题主任：川濑 刚志 FF

属于贸易投资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1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工作论文

Multinationals in th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s: A firm-level analysis using Japanese data（TANAKA Ayumu）（DP编号：11-E-059）



Ⅱ
国际宏观经济 研究项目主任　伊藤 隆敏

在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加快的情况下，需要思考日本经济如何借助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如

何在亚洲实现均衡的、可持续性增长。本研究项目将探讨亚洲地区的货币篮子的作用等制

度方面的基础设施，并从宏观经济和企业层面的视点，对汇率转嫁和结算货币选择等各种

问题进行分析。此外，在考虑对汇率的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以重建财政为中心的宏观经济

政策方式，弄清长期通货紧缩的机制，寻求摆脱方案，跨国际贸易、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宏

观金融、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公司金融等不同领域展开研究。

研究课题介绍

研究项目

Ⅱ-１）关于汇率转嫁的研究
课题主任：伊藤 隆敏 FF

＜课题概要＞
　　汇率转嫁（汇率变化引起的进出口和国内价格的变化）的程度是汇率变化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对决

定汇率转嫁的微观（企业）行为（设定进出口价格、选择结算货币、汇率风险管理）进行理论上和实证上的分析，弄清下述问题：（1）测算日本的

汇率转嫁率，讨论汇率转嫁率的不完全性对宏观政策效果产生的影响；（2）弄清企业层面的结算货币选择、汇率风险管理、设定价格的决定性

因素；（3）分析放宽资本限制给以日元结算的交易带来的影响，预测新兴国家放宽货币资本限制给国际货币体制带来的影响。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贸易网络中的结算货币选择与汇率风险管理——“2010年度对日本企业海外当地法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概要（伊藤 隆敏、鲤渊 贤、佐藤 清

隆、清水 顺子）（DP编号：11-J-070）

相关网页

构建日本各产业名义实效汇率数据库（http://www.rieti.go.jp/users/eeri/cn/index.html）

Ⅱ-２）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
课题主任：小川 英治 FF

＜课题概要＞
　　在东亚，清迈协议呈现多边化，地区内流动性供给框架终于完成，而且已经决定成立监测组织（AMRO），预计今后对流动性供给的启动条

件将展开热烈讨论，其中对妥当的汇率制度的讨论将会越来越热烈。本研究课题对于亚洲货币的水平和波动提出了使用货币篮子作为新评估

标准的建议。所谓货币篮子也有几种不同形态，如组成篮子的货币及其权重、有无对通货膨胀率的调整等。货币篮子有下述三种概念：第一，使

用亚洲统一货币篮子（AMU）的AMU乖离指标；第二，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行情；第三，均衡汇率行情。本研究的目标是，提议使用这些概念建立

新的汇率波动和汇率政策评估标准，并利用经济监测方式。同时，通过把这些指标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为稳定地区内汇率行情找出对东亚新

货币体制的政策含义。

＜主要研究成果＞

Group of 15 Experts全体会议

“A3 Triangle Initiative o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for Korea, China and Japan” （2011/06/02）

相关网页

关于亚洲货币单位（AMU）与东亚货币的AMU乖离指标（http://www.rieti.go.jp/users/amu/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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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Ⅱ-３）关于以重建财政等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

课题主任：小林 庆一郎 SF

＜课题概要＞
　　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课题将通过开放经济FTPL模型等的理论分析，对财政问题的相关政策方式进行研究。例如，探

讨为了避免或减缓国债暴跌，政府部门增持国外资产的政策是否有效等，并对国债价格下跌引起银行危机的机制进行分析，研究防止对策。此

外，还对包括金融危机、代际平衡性问题等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课题进行广泛的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围绕经常项目收支的理论研究进展与宏观计量模型海外部门的概要（田中 将吾、及川 景太、奥田 岳庆、中园 善行）（PDP编号：11-P-017）

Ⅱ-４）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原因与政策性含义

课题主任：渡边 努 FF

＜课题概要＞
　　在日本物价下跌已经持续了10年以上。本课题利用微观价格信息，弄清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的机制，探讨为摆脱长期通货紧缩所需要的政

策。以往的物价研究，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统计是主流。但是，使用统计的分析存在局限。本课题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设定价格行为进行详

细的分析，并以此为出发点，采取近距离观察宏观物价变化动态的方法。避免把长期通货紧缩视为单纯的货币现象，而是作为与经济实体性侧

面（实体经济长期停滞）密切相关联的现象。

Ⅱ-５）出口与日本经济：如何理解2000年代的经验

课题主任：祝迫 得夫 FF

＜课题概要＞
　　雷曼危机后的世界经济衰退带来了比GDP下滑更严重的世界贸易大幅度下降—Great Trade Collapse，日本虽然没有卷入金融危机，但是由

于出口急剧下降而陷入了极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本研究课题将使用详细的数据，弄清Great Trade Collapse对日本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机制，同时

探讨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的经济缓慢复苏时期，随着全球化加强了对出口的依赖，并在面临全世界以能源价格为首的商品价格暴涨的情

况下，日本经济发生了怎样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化。

Ⅱ-６）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Global Imbalances
课题主任：Willem THORBECKE, SF

＜课题概要＞
　　本课题主要研究东亚的生产网络。生产和流通网络错综复杂是这一地区的特点。日本、台湾和韩国的熟练劳动者生产的高性能技术集约

型零部件出口到中国和东盟（ASEAN）各国，由廉价劳动者组装，再出口到亚洲以外的地区。东亚出口引起了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高度不平

衡。本研究课题通过考察泰国洪水、日本大地震、世界金融危机和日元升值等众多冲击性事件，研究东亚生产网络的进化过程。此外，对由此附

带发生的不平衡能否持续、怎样才能向亚洲的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终端商品、以及汇率变动会对贸易产生什么影响进行研究。我们期待本研究

成果具有政策上的意义。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内部，民间部门逐渐走向完全一体化，然而与此相反，目前在制定政策者之间却几乎没有对汇

率问题进行讨论。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Are Chinese Imports Sensitive to Exchange Rate Changes?（Willem THORBECKE and Gordon SMITH）（DP编号：12-E-007）

Investigating China's Disaggregated Processed Exports: Evidence that the RMB matters（Willem THORBECKE）（DP编号：12-E-003）



Ⅲ
Ⅲ-１）关于在全球化与灾害风险环境中保持增长的日本经济空间结构与供应链的研究
课题主任：滨口 伸明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由三部分研究组成，第一是关于全球化对日本产业的空间体系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对近年来日本企业在国内和国外选址的因

素进行分析，弄清日本产业在东亚的空间结构，在此基础之上分析给地区经济增长带来影响的集群经济的质与量，明确其对地区政策的意义。

第二是研究企业在充分考虑供应链的灾害风险时对经济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通过在东日本大地震中成功复兴的企业事例，得出明确的经验

教训。第三是分析全球化课题中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给地区之间的社会福利差距带来的影响，进行有关地方政策方式的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Japa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ost-disaster scenario （FUJITA Masahisa and HAMAGUCHI Nobuaki）（DP编号：11-E-079）

Ⅲ-２）关于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空间结构的理论与实证
课题主任：田渊 隆俊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由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构成。在实证研究方面，使用日本的数据分析针对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创业者选址，并通过弄清经济增

长与城市化和产业化的相互关系，为日本的产业选址政策提供助益。在理论研究方面，关注城市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城市体系的发展过程

为中心进行分析。在弄清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佳状态的基础上，提出有益于社会的城市政策。无论在哪个研究方面，城市发展都不会止于特定地

区，因此应从全球化的观点探讨城市经济。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Market Size and Entrepreneurship （SATO Yasuhiro, TABUCHI Takatoshi and YAMAMOTO Kazuhiro）（DP编号：12-E-002）

Ⅲ-３）经济集群的形成及其空间类型的秩序创造开发：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框架及其在地区经济政策的应用
课题主任：森 知也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由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构成。在实证方面，开发系统性的统计方法，用来在地图上找出产业集群地，分析其空间类型。通过明

确每个产业的集群数量、规模和位置，检测出产业之间及产业和人口之间的集聚，计算分析地区特性和集聚规模之间的关联性等，以了解现实

中的集聚类型及其秩序，提示可实现的集聚情况。进而将开发的方法适用于专利和交通数据等领域，并分析更为普遍的经济活动的集聚类型。

在理论方面，构建空间经济模型，再现通过实证研究了解的集聚类型，弄清形成集群的机制，同时通过政策模拟，对以形成集群为基础的地区

经济政策提出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Analysi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s: An application to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Japan （MORI Tomoya and Tony E. SMITH）（DP编号：12-E-

006）

Increasing Returns in Transport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Hubs （MORI Tomoya）（DP编号：12-E-005）

研究课题介绍

研究项目 地区经济 研究项目主任　滨口伸明

把日本地区作为全球经济中的一环，探讨城市、地区或产业的增长，并提出政策性建议等。

具体来说就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市场机制作用下日本国内及国际性地区体系

的形成、企业集群的机制、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关系等，从国家经济增长和效益最大化的

观点，探讨合理的地区政策，并研究地区划块和社区的最佳规模。此外，还将探讨日本企业

的供应链方式和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区的复兴问题，进而研究有效利用地区资源等的中小

企业的经营战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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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Ⅲ-４）活跃地区经济体系的研究

课题主任：中西 穗高 SF

＜课题概要＞

　　东日本大地震使广泛的地区失去了产业基础设施和地区资源，其中有的地方政府自身也遭到毁坏。而且，支撑各地区的社会结构也遭到

了严重破坏。在这种状况下，各地区要想今后继续自立更生不断发展，就需要提出新的地区存在方式和框架。

　　本研究将讨论作为新的地区存在方式的基层地方政府形态，同时，论述“新公共”对地方政府的存在方式产生的影响。此外，还对基层地方

政府集合体的广域经济圈进行论述。进而作为具体的政策手段，对产学官合作的地区经济效果和通过利用电动汽车搞活边缘地区的效果进行

论述。

Ⅲ-５）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学到的如何构建坚实的地区经济相关研究

课题主任：奥村 诚 FF

＜课题概要＞

　　以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的研究人员为中心，对如何构建牢固的地区经济开展三项研究。

　　第一是关于弄清发生灾害时的物流实际状态的研究，汇集对相关企业和市、町、村的采访数据、企业发货进货记录数据以及交通流量观测

数据，弄清物流的实际状况，提出防备下次大规模灾害的课题。

　　第二是关于发生灾害时筹集燃料的地区科学研究，弄清全国供给能力下降及消费者筹集燃料的行为变化在扩大不平衡的同时进一步下

降和变化的机制。

　　第三是关于在恢复交通和防灾基础设施投资时伴随的空间经济对历史的依存性及动态学上的非统一性的研究，根据灾后恢复过程中居

民和企业的选址行为对地区政策提出建议。

Ⅲ-６）建设可持续发展地区：新产业集群与功能分担

课题主任：中村 良平 FF

＜课题概要＞

　　接受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事实，思考如何建设耐风险可持续发展的地区，从下述两个视角推进研究：一个是大地震这一灾难之后，在从复

原到复兴的过程中，以东北地区为中心，日本的地区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体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预测未来的侧面对此进行分析和考察。

另一个是，什么样的产业集群和地区间的产业关联结构带来地区自立更生和可持续发展，这对于今后的日本来说是否有益，从规范的侧面对

此进行分析和考察。

　　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地区经济，是指地区创造出有效利用该地区资源的资财和服务，并通过向外部转移，来吸引对本地区内的投资，然后通

过使这些到手的资金在地区内循环，防止资金外流。这种自立的地区经济体系就是可持续发展。所谓耐风险，就是每个地区都逐步实现这种状

况。

　　第一个研究方法是，在对地区经济状况进行检验的同时，将日本分为多个广域区块，对各个经济圈的动向，把地震后的经济体系按照一定

的规范化标准进行积极的模拟分析。通过这样的方法，对包括城市规模分布在内的经济圈之间分工合作的方向性，以及采用优越的地区经济

体系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手段进行考察。第二个研究方法是，通过在第一个研究方法中采用规范化标准，对地区经济的状况加以定量性阐述。然

后，推导出接近满足该标准的经济体系的各种条件，指出政策性意义。



Ⅳ
Ⅳ-１）创新过程与创新制度基本设施的微观数据研究
课题主任：长冈 贞男 FF

＜课题概要＞
　　本课题承接从第二期开始实施的“日本企业研究开发的结构性特征与今后的课题”，利用在第二期时只构建了数据的课题、由于受时间等

制约没能充分开展研究的课题、以及目前正在实施的日美欧三方发明人调查的结果、企业活动基本调查、国内外专利数据库等来推进研究，并

推进国际合作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研究开发的溢出效应、风险和政府扶持的对象（长冈 贞男、冢田 尚稔）（DP编号：11-J-044）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Firm-level Scale Economies in R&D: Complementary asse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knowledge inflows, and inventor team size 

（NAGAOKA Sadao and OWAN Hideo）（DP编号：11-E-038）

Ⅳ-２）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
课题主任：青木 玲子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在法律和经济的框架下分析标准与创新的关系，并对新的标准化政策提出建议。其中尤其关注伴随技术更新换代的标准和包

罗几个不同产业的标准（例如：智能电网包括电力和通讯技术，Brain Machine Interface包括精密机械和医疗）的存在方式和在政策上的需求。为

此，根据专利数据、标准团体出版的标准规格及个案分析等，分析已实现了标准化的信息通讯和测算技术的标准化过程、标准团体、专利群的

形成过程以及标准规格专利的许可证形态。通过分析，以实证和理论为基础，系统地把握技术和创新政策中的标准化政策。

Ⅳ-３）关于开放性创新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元桥 一之 FF

＜课题概要＞
日本创新体系的特点是以大企业为中心的自理主义，随着技术革新的进展和全球竞争的日益激烈，开展与外部合作的开放式创新日趋重要。

但是一般认为，与欧美企业相比，日本企业的开放性创新措施相对落后。而且，创新的外部合作形态因行业而不同。例如，在医药品产业，以必

要的化合物的引进和输出为中心，而在电子产业，产品和业务领域日益复杂化，环保体系的形成变得非常重要。此外，要想构建外部合作十分

活跃的网络型创新体系，搞活产学协作和扶持填埋“死亡之谷”的创投企业也成为重要的问题。在此，分别根据有关创新的各个技术领域和行

业的特点，通过与美国等进行国际比较，弄清日本开放性创新的现状和课题，推导出政策性含义。

研究课题介绍

研究项目 技术与创新 研究项目主任　长冈 贞男

创新的根本是创造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本研究项目以日美欧三方发明人调查为主，开发

能够掌握创新过程的原始数据，进行有助于开展国际水平的研究和有理有据的政策形成

的分析。具体来说，就是对专利制度等知识产权制度的方式、知识转让和人才移动、产学合

作、技术标准、在创新方面的外部合作、促进创新的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创业者精神的国

际比较等广泛的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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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Ⅳ-４）影响创业活动因素的国际比较分析
课题主任：高桥 德行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要弄清创业活动（entrepreneurship）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和日本的创业活动萎靡不振的状况。研究题目为下述三点，①不同

国家创业活动的差异；②经济活动与创业活动的相关性；③产生创业活动差异的因素。根据研究结果，对如何以健全的形式搞活日本的创业活

动提出必要的政策建议。在实证研究方面，以“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为中心进行。GEM由三部分构成，①一般

成人调查（各国最少2000个样本）；②专家调查；③宏观数据（GDP、失业率等）。日本从1999年首次调查开始参加，现在该调查已成为在59个国家

（2010年）实施的世界规模的调查。

Ⅳ-５）有关优秀中小企业（Excellent SMEs）的经营战略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井上 达彦 FF / 细谷 佑二 FF

＜课题概要＞
　　在中小企业政策方面，2000年修改了“中小企业基本法”，转变方向，积极扶持发挥独立能动性和创造性、创造新价值的企业。10年后的今

天，人们要求采取能够带来切实成果的更高水平政策。本研究课题针对成功的“优秀中小企业（Excellent SMEs）”，关注构成其成功基础的“经

营战略”与围绕该企业的各种博弈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体系的关联性，分析产品制造的“全球首位产品（Global Niche Top）”企业和拉动“酷日本

（Cool Japan）”的内容产品方面的中小企业等事例，并在此基础上，对正确的扶持计划等提出建议。



Ⅴ-１）东亚产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深尾 京司 FF

＜课题概要＞
　　对于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的日本来说，提高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本课题与一桥大学全球COE项目“构筑社会科学的高级统计与

实证分析基地”（G-COE Hi-Stat）合作，每年更新日本产业生产率（JIP）数据库，分析日本的产业结构和生产率动向。同时，构建中国产业生产率

（CIP）数据库，分析中国经济。中国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而政府统计尚不完善。此外，还与哈佛大学的World KLEMS项目以及欧盟的国

际产业投入产出表数据库（WIOD）项目合作，使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生产率动向比较成为可能。

＜主要研究成果＞

Japan-Korea Joint Workshop

“亚洲生产率数据库研讨会”（2011/11/25）

The First Asia KLEMS Conference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2011/7/27）

RIETI特别讲座

哈佛大学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教授特别演讲

“关于World KLEMS项目”（2011/7/26）

相关网页

JIP数据库2011（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JIP2011/index.html）

CIP数据库2011（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CIP2011/index.html）

Ⅴ-１）东亚产业生产率

The First Asia KLEMS Conference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2011/7/27）

研究课题介绍

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 研究项目主任　深尾京司

对日本及东亚各国的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及其决定性因素进行测算，研究提高生产率的政策。
在产业层面，与一桥大学合作，更新和扩充日本和中国的产业生产率数据库（JIP和CIP），同时建
立日本各都道府县的生产率数据库，分析震灾给地区经济带来的影响及复兴政策。在企业和经
营点层面，充分利用国内外的官方微观统计数据和企业财务数据，对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决定
性因素、全球化和需求变化给企业绩效带来的影响、提高服务产业生产率的政策、日中韩企业间
生产率差距的动向和生产率活力的国际比较等进行研究。研究开发、软件、企业内部培训、组织
重组等无形资产投资是创新和提高生产率的源泉，本研究项目将在产业和企业层面对此进行测
算，并分析其经济效应。

Ⅴ

Ⅴ-１）东亚产业生产率

RIETI特别讲座
哈佛大学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
教授特别演讲

“关于World KLEMS项目”

Dale W. JORGENSON教授

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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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Ⅴ-２）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
课题主任：宫川 努 FF

＜课题概要＞

　　2007年度至2010年度的四年间，在经济产业研究所进行了对宏观经济、产业和微观经济各层面的无形资产的测算，并研究了其对生产率

的影响。这些成果在国际上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可，研究课题的成果被国外同类无形资产研究课题引用。

　　另一方面，国际上正在推进产业层面的无形资产的测算和对企业评估的应用。为此，在2011—2012年度，我们将顺应这种国际研究的潮

流，继续对宏观经济、产业和微观经济各层面的无形资产的测算及其经济效果进一步深入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管理实践的形成原因（浅羽 茂）（DP编号：11-J-064）

政策论文

东日本大地震对经济的影响——与过去灾害的比较，供应链多处中断及供电紧缺的影响（德井 丞次、荒井 信幸、川崎 一泰、宫川 努、深尾 京

司、新井 园枝、枝村 一磨、儿玉 直美、野口 尚洋）（PDP编号：12-P-004）

Ⅴ-３）构建按地区划分的生产数据库与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结构变化
课题主任：德井 丞次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旨在分析东日本大地震在经济上的影响，预测在复兴过程中，经济结构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关于大地震对经济产生影响

的分析，不仅包括资本资产遭受损失等直接影响，还包括因供应链多处断裂而产生的间接影响。以过去大型自然灾害的信息为参考，预测在灾

区的复兴过程中，经济结构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讨论的同时，预测本次地震给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的影响。本课题除了使用按地区

和产业划分的数据进行分析，关注供应链和集群效应，同时，使用按企业和营业所划分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此外，还将通过本研究课题，构建

按地区和产业划分的数据库，用以掌握生产选址状况和生产率状况。

Ⅴ-４）东亚企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伊藤 惠子 FF

＜课题概要＞
　　近年来，许多人指出东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显著增强，而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但是，日本企业的国际影响力为什么

急剧下降？韩国和中国的企业为什么能够赶超日本？日本企业对这种赶超应采取什么对策？关于这些问题还没有充分的解释。本课题主要

使用日本、韩国和中国企业或营业所层面的微观数据，了解和分析东亚各国企业的活跃的实际情况，并通过微观层面生产率的国际比较分析，

探讨面临与东亚企业竞争的日本企业的对策。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出口的学习效应分析：开始出口与创新活动的相互作用（伊藤 惠子）（DP编号：11-J-066）

Effects of Privatization on Exporting Decisions: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DO Yasuyuki, INUI Tomohiko and YUAN 

Yuan）（DP编号：12-E-015）

Heterogeneous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Falling FDI Barriers （Shawn ARITA and TANAKA Kiyoyasu）（DP编号：12-E-010）

RIETI国际研讨会

“东亚企业生产率”课题国际研讨会（2012/02/29）

Ⅴ-４）东亚企业生产率

RIETI国际研讨会
“东亚企业生产率”课题国际研讨会

伊藤 惠子 FF



研究课题介绍

Ⅴ-５）服务产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权 赫旭 FF

＜课题概要＞
　　在经济向服务化发展的过程中，提高服务产业的生产率不仅可以提升国民的幸福程度和生活质量，而且是与日本经济持续增长直接关联

的重要政策课题。本研究为了实现这一政策课题，将对下述三个问题进行重点验证：（1）把不能准确测算产值和价格的非市场型服务产业（特

别是医疗和教育）纳入考量，进行正确计算；（2）使用最新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弄清放宽限制等政策变化对生产率上升产生的效果；（3）以ICT资

本和人力资本为中心，分析服务产业生产率上升的决定性因素。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票期权与生产率（森川 正之）（DP编号：12-J-002）

Stock Options and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Japanese firms （MORIKAWA Masayuki） （DP编号：12-E-011）

Markups, Productivity, and External Market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SME data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KATO Atsuyuki and KODAMA 

Naomi）（DP编号：11-E-057）

Ⅴ-６）日本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决定因素：使用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课题主任：清田 耕造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旨在使用日本企业的微观数据，弄清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决定因素及其变化原因。企业间生产率差距这一概念，近几年微观数据

的实证研究有所进展，并受到广泛关注，在国际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产业组织论的领域，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也取得了进展。而且，

在寻找宏观和产业层面的生产率变化的决定因素时，探索可以为企业扩大市场份额的生产率水平的决定因素，以及企业的生产率增长率的决

定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迄今RIETI的“产业和企业生产率课题”测算了产业层面的生产率，同时使用微观数据，对生产率变化的原因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本

课题的目的是，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企业间生产率差距问题，从微观层面弄清日本的产业和市场结构的变化与生产率水平及生产

率增长的关系。

Ⅴ-７）经济变化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理论与实证分析
课题主任：小西 叶子 FF

＜课题概要＞
　　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一直持续负增长，生产率也显著下降。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日本要想实现可持续增长，就必须

提高生产率。使用企业或更小生产单位的营业所及分支单位的跟踪数据进行分析也流行起来。标准的方法是推测生产函数，测算全要素生产

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但是早已有人指出，以此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发生严重的偏差。以现有的方法测算生产率，当观察到生产

率下降时，无法识别其原因是由于技术能力后退了，还是需求缩小了。这样一来，本来应该采取刺激需求的政策，却有可能采取补助生产方的

相反政策。为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课题主要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经济变化的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分为三部分，（1）测算制造业的生产率；

（2）测算广义服务业的生产率；（3）分析出生率地区差的原因。（1）和（2）对生产率的测算，以低生育率老龄化社会为前提，通过分析弄清为可持

续发展可以做些什么；（3）是分析弄清为阻止或缓和低生育率老龄化社会的进展需要做什么。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特定化型与城市化型集群对生产率的影响：基于营业所数据的实证分析（小西 叶子、齐藤 有希子）（DP编号：12-J-006）

Determinants of Transport Costs for Inter-regional Trade （KONISHI Yoko, MUN Se-il, NISHIYAMA Yoshihiko and SUNG Ji Eun）（DP编号：12-E-016）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年度报告 2011　20  21



Ⅵ
研究项目 新产业政策 研究项目主任　大桥 弘

世界主要国家出现了制定以环境领域为首、包括产业政策因素在内的战略和政策的动向，

在这种情况下，本研究项目将把环境政策、能源政策、资源政策、竞争政策、农政改革等也

纳入视野，同时关注新需求所发挥的作用，为解决日本经济的课题，对新产业政策的应有

方式等进行研究。

Ⅵ-１）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
课题主任：大桥 弘 FF

＜课题概要＞
　　东日本大地震再次突显了日本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

　　地震前日本企业所处的不良环境（日元升值、高额法人实效税率等）由于最近修改能源政策而变得更加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以制造业为

中心向海外转移生产的加速令人忧虑。在产业结构出现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形势下，人们期待新产业领域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本研究

课题针对上述问题，从理论和实证的两种方法开展有关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

Ⅵ-２）日本经济的课题与经济政策——需求、生产率和持续发展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吉川 洋 FF / 宇南山 卓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把日本经济课题分为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明确其问题所在，分析政策干预的可能性和可期待的政策效果。要开拓新增长领

域，就必须正确地掌握需求，积极培养人才。迄今的研究弄清了需求经常出现饱和的趋向，要实现持续增长，就必须克服饱和趋向，持续创造新

需求。本研究课题将弄清为了实现持续增长，解决日本的课题，需要什么样的机制来创造新需求，并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分析生产率上升和经济

政策对持续增长所发挥的作用。

Ⅵ-３）中小企业的活力、环境能源与经济增长
课题主任：青山 秀明 FF

＜课题概要＞
日本的中小企业信用风险数据库（CRD）在过去大约10年中，以很大的比例覆盖了中小企业风险。本研究课题主要使用这个数据库，以经济物理

学方法论，分析中小企业的结构和增长、能源和环境等新增长领域及创新问题。通过这些分析，可以发现带来新增长和创新的企业群和产业部

门，并可以利用这些企业的财务数据找出特征。进而，调查中小企业的增长与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探讨今后支撑日本中小企业持

续性增长的制度。

Ⅵ-４）为加强全球化和人口减少时代的农业竞争力而推行农政改革
课题主任：山下 一仁 SF

＜课题概要＞
　　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和自由贸易协定（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日本被要求大幅度降低或废除农产品关税，对此日本国内的

农业界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一直受高关税保护的国内食用农产品市场，由于老龄化和人口减少规模不断缩小。很明显，只靠守住国内市场的

对策将招致日本农业的衰退，对于农业来说也需要获取海外市场。出于这种对问题的认识，本研究课题将继以往RIETI研究课题“食品安全与贸

易”和“环境与贸易”之后，聚焦于“农业与贸易”问题，从法律和经济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定、多哈回合谈判、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进

行分析，同时就具体的对策提出建议。

研究课题介绍



研究课题介绍

Ⅵ-５）全球化和创新与竞争政策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川滨 升 FF / 大桥 弘 FF

＜课题概要＞
　　以东盟各国为中心，人们越来越关注基于反垄断法的竞争政策。在面临经济全球化这一新市场环境中，世界各国基于反垄断法的竞争政

策的运用及其认识不得不转变方向。另一方面，东日本大地震以后，日本要想继续维持经济活力，就必须通过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来进一步推进

创新，竞争政策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本研究课题根据各国的动向，通过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和实际业务的知识见解，探讨全球化和创新活

动日益重要的竞争政策方式。

Ⅵ-６）关于大地震后的环境、能源和资源战略的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马奈木 俊介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的目的是，在纳入东日本大地震因素的基础上，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主要国家在世界金融危机后实施的环境政策的绩效进行评

估，同时，从开拓新增长领域的角度，对今后日本的产业和能源政策提出具体的建议。本研究课题的意义在于，在进行评估分析时，明确考虑到

环境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特征。在全球竞争时代，市场之间、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的相互作用具有多面性，产业政策有可能产生始料不及的

效果。通过经济分析，可以对明确考虑到相互作用的产业政策进行综合性评估分析。

Ⅵ-７）有关电力自由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课题主任：八田 达夫 FF

＜课题概要＞

　　90年代以来，各国都在分离发电和送电，推进电力自由化的同时，从竞争政策的观点完善了监管体制，并完善了在电力紧缺时以价格调整

电力供求关系的机制。日本也以东日本大地震为转折点，大力推进电力自由化的必要性得到了广泛共识。

　　要在日本探讨推进自由化的过程，就必须对各国在实施自由化时如何处理包括核能安全对策和事故赔偿在内的技术上、经济上和政治上

的问题进行国际比较。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进行这种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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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１）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课题主任：鹤 光太郎 SF

＜プロジェクト概要＞
　　为了研究日本“劳动市场制度”（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的新“形式”和改革的方式，组建从法学、经济学和经营学等多方面的立场进行理

论性和实践性研究的研究会。在广泛关注整个“劳动市场制度”的同时，考察各个结构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从超越纵向结构关系和阻

隔的见地，对综合劳动法制和劳动政策提出建议。此外，在进行分析时，在充分引进欧洲等各国的经验、国际性视角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弄清

劳动法制和制度与劳动市场、就业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而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非正式员工的幸福度（久米 功一、大竹 文雄、奥平 宽子、鹤 光太郎）（DP编号：11-J-061）

关于有期限劳动合同法制的立法课题（岛田 阳一）（DP编号：11-J-060）

“同工同酬”是幻想吗？——为纠正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差距的法律原则（水町 勇一郎）（DP编号：11-J-060）

强化限制的动向与应正视的现实（小岛 典明）（DP编号：11-J-058）

“多种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就业（守岛 基博）（DP编号：11-J-057）

贫困与就业——探讨消除工作贫困的有效对策（樋口 美雄、石井 加代子、佐藤 一磨）（DP编号：11-J-056）

劳务派遣是通向正式员工的跳板，还是走向不稳定就业的入口？（奥平 宽子、大竹 文雄、久米 功一、鹤 光太郎）（DP编号：11-J-055）

关于劳务派遣工的行为经济学分析（大竹 文雄、李 婵娟）（DP编号：11-J-054）

人们什么时间工作？——深夜工作与正式及非正式就业的关系（黑田 祥子、山本 勋）（DP编号：11-J-053）

非正式员工的希望与现实——非自愿型非正式就业的实际状况（山本 勋）（DP编号：11-J-052）

非正式员工为什么有增无减？（浅野 博胜、伊藤 高弘、川口 大司）（DP编号：11-J-051）

劳务派遣工的生活与就业——基于RIETI问卷调查的分析（大竹 文雄、奥平 宽子、久米 功一、鹤 光太郎）（DP编号：11-J-050）

解决非正式就业问题——论有期限就业改革（鹤 光太郎）（DP编号：11-J-049）

Employment Protec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panel data in Japan （OKUDAIRA Hiroko, TAKIZAWA Miho and TSURU Kotaro）（DP编

号：11-E-078）

What Does a Temporary Help Service Job Offer? Empirical suggestions from a Japanese survey （OKUDAIRA Hiroko, OHTAKE Fumio, KUME Koichi and 

TSURU Kotaro）（DP编号：11-E-077）

Evidence of a Growing Inequality in Work Timing Using a Japanese Time-use Survey （KURODA Sachiko and YAMAMOTO Isamu）（DP编号：11-E-047）

RIETI政策研讨会

工资待遇改革与“后3.11”的就业和劳动政策（2011/12/02）

Ⅶ-２）企业内人力资源分配机制的经济分析——使用人事数据的内部计量经济学
课题主任：川口 大司 FF

＜课题概要＞
　　正确地使用和培养人才可以对提高生产率起到很大作用，在具有非流动性劳动市场的日本经济中，企业内人才安排和培训发挥着特殊重

要的作用。关于能力、适应性、工作的努力程度等，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存在着信息的非对称性，而且由于制作圆满的合同非常困难，因此企业

为了避免低效，一直在人事制度上下工夫。关于这些人事制度，通过采访和问卷调查等已经知道普遍倾向，并尝试了对定型化事实进行理论解

释。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使用若干家企业的人事数据，进行理论上的计量经济学验证。

人才资本 研究项目主任　鹤 光太郎

社会老龄化脚步加快，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在东日本大地震复兴的过程中，资源小国日

本要保持和加强经济活力，提高经济增长能力，关键在于充分利用人才资源。本研究项目

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能力的劳动市场制度、幼儿教育至高等教育、以及包括就业期间

的人才培养、老年人发挥余热在内的整个人生周期的观点出发，对加强人才资本和人才能

力的方法进行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Ⅶ
研究课题介绍

研究项目



Ⅶ-３）为构建富于活力的日本经济社会的基础研究
课题主任：西村 和雄 FF

＜课题概要＞

　　运用复杂系统来观察经济，通过以不同个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和由不同经济主体构成的经济动态学分析为基础的统一理论研究，弄清带

来经济增长的原因。微观分析由问卷、实验、脑测算和解析组成。宏观分析使用非线形动态学方法，一边与外国研究人员讨论一边推进。两者均

采取跨学科的方式。

　　如果以复杂系统来观察日本的社会和经济，就可以发觉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本质条件。通过改变本质条件，就应能够改善系统产生的充满

活力的动向，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本研究课题在解决问题时，特别关注以下三点。第一点是“由多数经济主体构成的经济对增长和稳定的影响”；第二点是“人力资本对经济

增长产生的影响”；第三点是“经济主体的差异与决策的关系”。

　　关于第一点，将对经济增长的国际关联进行基础分析，如果在多数国家之间存在外部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时，则对贸易形式的国际关联

进行分析。

　　关于第二点，将关注人才资本，对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特别是对教育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对理想的教育制度

进行讨论。根据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海克曼的研究，对幼儿教育的投资效果极大。教育将成为创新和经济增长

的关键。

　　关于第三点，对于经济主体的认识方式会给学习和决策带来什么影响，进行包括个人脑活动测算在内的神经经济学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高中的理科学习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大学毕业生收入调查数据显示的证据（西村 和雄、平田 纯一、八木 匡、浦坂 纯子）（DP编号：12-J-001）

The Dynamic Heckscher-Ohlin Model: A diagrammatic analysis （Eric BOND, IWASA Kazumichi and NISHIMURA Kazuo）（DP编号：12-E-008）

Ⅶ-４）从财政统一的角度（财政制约下的最佳资源分配）看如何构建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课题主任：赤井 伸郎 FF

＜课题概要＞

　　当前，日本处于激荡的时代。在亚洲，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日本由于巨额政府债务和经济衰退，政府的财政政策陷

入困境，而且低生育率老龄化使劳动力人口减少。在这种的情况下，已经成熟的日本要想在今后继续保持经济增长，日本每个国民提高知识水

平和生产率是当务之急。鉴于这些情况，必须通过学校教育积累人才资本，并有效运用以此为目的的有限资源。要想实现这些目标，最重要的

是在履行解释责任、公开透明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明确国家的责任，同时设计有效、高效、公平的教育财政制度（财政制约下的最佳资源分配）。

　　因此，本研究课题旨在对于构建促进经济增长的人才资本的公共教育负担方式，从财政统一的角度，探讨超出教育阶段的有效资源分配

方式，为构建教育财政管理体制提供政策性建议。

Ⅶ-５）亚洲的商业和人才战略研究
课题主任：一条 和生 FF

＜课题概要＞
　　日本企业的发展需要在以亚洲为主的全球市场扩大业务范围。然而，目前缺乏对以亚洲商务为主的全球商务的认识和知识经验，这可能

是起因于实践不足。本研究对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开展业务的事例进行科学研究，从中总结出成功的关键因素。研究成果将归纳为学

术论文和典型个案。本研究的特点是，着重为将来使用根据研究制作的典型个案，培养担负全球经营的人才，构建培训基地这一构思。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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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Ⅷ-１）探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重建财政政策
课题主任：深尾 光洋 FF

＜课题概要＞
　　通过从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口和过去的GDP增长率推算全要素生产率，来测算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并以此分析日本实际增长率下降趋向的

原因，测算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下降和劳动力人口减少趋向的作用，进而以此推算社会保险费率下降带来的促进就业效果（削减税收楔子效果）

和为全球变暖对策提供投资补贴对促进增长产生的效果等。

　　此外，使用不同时间点之间的效用的最大化模型，推算阶段性引进消费税和排碳税带来的未来物价上涨预期扩大消费支出产生的效果，

并通过与增税的抑制消费效果进行比较，对间接税的阶段性增税和社会保险费的削减效果进行比较。

　　本课题还将按不同收入阶层分别推算把国民年金和基本年金的财源从现行的预先征收（征收工薪所得税）和个体营业者等的定额负担的

组合方式改变为消费税方式，会对收入分配会产生什么影响。

Ⅷ-２）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市村 英彦 FF / 清水谷 瑜 CF

＜课题概要＞
　　日本在经历世界罕见的快速老龄化过程中，需要在不降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基础上，构建可持续性社会保障体系。为了超越以往在医疗、

护理、年金各领域分别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宏观模型进行模拟分析的局限，实现以老年人多样性为前提的微观而且综合性的市场取向型的

“新”研究方法，本研究课题在对过去实施的调查和相同的老年人调查（HRS、ELSA、SHARE）在知识方面奠定基础，并对“世界标准”的中老年人进

行跟踪调查。收集涵盖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就业状况、参加社会活动等多方面并能够进行国际比较的数据，在日本社会保障政策领域确立基

于丰富微观数据的“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同时，根据日本的经验，也为世界各国制定政策作出贡献。

＜主要研究成果＞

RIETI-RAND研讨会

“从老年人跟踪调查数据中可以学到什么：为了提高生活和健康水平”（2011/07/29）

相关网页

生活与健康调查（The Japanese 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 JSTAR）（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jstar/index.html）（日文）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 研究项目主任　深尾 光洋

在世界罕见的低生育率老龄化问题急速深化之中，为了维持日本的经济活力，本研究项目

将全面分析老年人跟踪调查数据，对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的方向、环境税和节能投

资补贴的最佳组合、如何同时实现大地震后的复兴和经济复苏及重建财政等提出政策性

建议，并从不同角度综合研究包括第三部门在内的新公共政策等。Ⅷ

Ⅷ - 2）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RIETI-RAND研讨会
“从老年人跟踪调查数据中可以学到什么：为了提高生活和健康水平”（2011/07/29）

研究项目



研究课题介绍

Ⅷ-３）法人征税制度的政策评估
课题主任：榆井 诚 FF

＜课题概要＞
　　修改法人征税方式的时机已渐成熟。对于日本经济增长和就业之源的法人活动需要有系统的评估标准，政府部门应要求他们负担多少相

应部分，扶持促进什么样的活动。本研究课题将根据数值动态学一般均衡模型和可以直接推算参数的微观实证方法，构建用于评估经济福利

的高兼容性框架。本课题旨在通过这个框架，为进行修改有关法人征税的租税特别措施和彻底改革的讨论提供依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Entry Barriers, Re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MURAO Tetsushi and NIREI Makoto）（DP编号：11-

E-081）

How Much Do R&D Tax Credits Affect R&D Expenditures? Japanese tax credit reform in 2003 （KASAHARA Hiroyuki, SHIMOTSU Katsumi and SUZUKI 

Michio）（DP编号：11-E-072）

Effect of R&D Tax Credit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Japan: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KOBAYASHI Yohei）（DP编号：11-E-066）

属于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1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

＜属于2010年度之前的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课题主任：市村 英彦 FF

工作论文

Retirement Process in Japan: New evidence from Japanese Study on Aging and Retirement （JSTAR） （ICHIMURA Hidehiko and SHIMIZUTANI Satoshi）

（DP编号：11-E-080）

Effect of Pension Reform on Pension-benefit Expectations and Savings Decisions in Japan （OKUMURA Tsunao and USUI Emiko）（DP编号：11-E-065）

Gender Differences Among Elderly Japanese: Importance of family and social relations for life satisfaction （OSHIO Takashi）（DP编号：11-E-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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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Ⅸ-１）政策史总论
课题主任：尾高 煌之助 FF

＜课题概要＞
　　20世纪最后20年间，通商产业政策所处的社会环境至少发生了四个重大变化，即日本国内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世界规模的经济国际化

（全球化）、重视市场和重建财政、以及对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舆论高涨。这些变化使20世纪9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也出现了转机。本研究将关注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各分论研究所描述的从政策变迁到政策构思和政策转变点，在进行整体归纳的同时，对从通商产业省改为经济产业省时在

预算、组织和人事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也加以探讨。

Ⅸ-２）政策史各分论
课题主任：武田 晴人 FF

＜课题概要＞
　　对以1980年至2000年为中心时期的通商产业政策，按主要政策项目分别进行调查研究。对于当时的政策制定过程、需要制定政策的产业

经济形势、政策的实施过程、政策意图的实现状况、政策实施后的产业经济形势等，不仅记录客观事实，而且加入分析和评估的视点进行记述

和评估，验证政策的变化。

＜主要研究成果＞

出版物

通商产业政策史5

选址、环境与安全政策

通商产业政策史6

基础产业政策

通商产业政策史10

资源能源政策

通商产业政策史11

知识产权政策

Ⅸ-３）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
课题主任：橘川 武郎 FF

＜课题概要＞
　　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成立于2001年，2012年将改称为原子能安全厅（暂定名称）作为外围团体归环境省管辖。本课题将对原子能安全保安院

这十一年来的政策以及作为行政机构的运作存在方式进行客观如实的记录，并纳入分析评估的视点，验证政策的变化，以资今后原子能安全

行政。

研究项目 政策史与政策评估 研究项目主任　武田 晴人

本研究项目的目的在于，在考察20世纪末的日本经济社会和通商产业政策时，回顾以

1980年至2000年为中心的通商产业政策，并进行评估。

20世纪最后20年，对于日本的经济社会来说，是有意义的变化时期，同时对于通商产业政

策来说，也是在实质上和组织上发生巨大变化时期。本研究希望弄清在对之前四分之一世

纪的政策课题的认识和为解决这些课题对政策手段做出的选择，以及对其结果的评估等，

是如何在世纪交替期带来了通商产业政策变化的。

研究课题介绍



SP-１）高效企业金融和企业间网络方式研究会
课题主任：植杉 威一郎 FF

＜课题概要＞
　　本课题就政府部门干预贷款市场的效果、震灾带来的双重欠款问题对企业活动产生的影响等政策上关注的研究课题，主要使用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同时，分析弄清金融危机时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用企业间网络数据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法、企业间交易与产业集聚的关

系等有关企业金融和企业间网络的基本问题的研究课题。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日本上市企业对银行的依存度与设备投资的资金制约：对日本的公司债市场瘫痪的实证研究（内野 泰助）（DP编号：11-J-071）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Japan: How did they cope with the crisis? （OGAWA Kazuo and TANAKA 

Takanori）（DP编号：12-E-012）

Bank Dependence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o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corporate bond market paralysis in Japan （UCHINO Taisuke）（DP编号：

11-E-073）

Differentiated Use of Small Business Credit Scoring by Relationship Lenders and Transactional Lenders: Eviden

An Estimation of the Inside Bank Premium （NEMOTO Tadanobu, OGURA Yoshiaki and WATANABE Wako） （DP编号：11-E-067）

政策论文

大地震与企业行为的动态（植杉 威一郎、内田 浩史、内野 泰助、小野 有人、间 真实、细野 熏、宫川 大介）（PDP编号：12-P-001）

SP-２）下一代能源统计及供求动向分析系统的研究开发
课题主任：戒能 一成 F

＜课题概要＞
　　作为国家能源环境政策上的正式统计，目前使用的是RIETI开发的“综合能源统计（2005年版）”和“按都道府县划分的能源消费统计（2006年

版）”。近年来，政府对第三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费统计和运输部门的汽车燃料消费统计等开始了新统计调查，进一步改进推算方法的重要材料

逐步得到整理完善。为此，本研究课题将实施开发下一代综合能源统计及供求分析系统，争取在能源环境政策上的转折点《京都议定书》第一

承诺期结束的2012年采用。

SP-３）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调查研究（与京都大学的合作研究）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八代 尚光 CF / 佐分利 应贵 CF

＜课题概要＞

　　对于停滞不前的经济来说，创新可以对搞活经济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世界上，美国竞争力法（2007年实施）、中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

年修改）等，围绕如何从全世界收集科学技术成果等创新的种子，使其商业化，在全社会普及，即如何构建“种子容易结果的社会机制（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展开了激烈的国际竞争。

　　本研究将对促进创新升级和深化的企业活动进行基于数据处理的实证分析，同时就如何使创新向日本经济广泛普及的政策提出建议。

特定研究
不属于上述九个研究项目的独立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介绍

Speci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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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SP-４）企业治理分析新领域——努力恢复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企业治理、组织、战略选择与绩效
课题主任：宫岛 英昭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小组迄今一直对企业治理进行实证性分析，通过这些分析表明，日本企业从以前的同质性结构会急速向多样化迈进，这种变化的

特征表现为制度间的混合性结合与制度内的不同制度并存。此外，具有混合性结构的企业保持着高水平绩效，同时，这种企业的改革正处于试

行摸索过程中，而且混合化和阶层化有可能需要付出难以忽视的调整成本等。本研究课题以分析近年来企业治理的变化（重新探讨公司法规、

改革董事会、设计薪酬制度、所有制结构变化、经营权市场的特征等），进一步深化对上述各项内容的理解，重新设计使日本恢复竞争力成为可

能的企业治理为目的，推进对企业治理的特性与企业的组织战略之间关系的分析。

　　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企业治理的特性对业绩产生影响的路径，因此，本研究课题旨在对企业治理的特性、经营战略和

企业业绩进行综合性分析。收集关于企业财务政策、组织和事业战略的定量性和定性性信息，构建新的关于经营战略和组织的变量，通过利用

这种变量探讨（1）这种经营战略和组织选择对企业业绩产生的影响；（2）企业治理特性中的哪种因素，在什么程度上决定这种经营和组织战略

的选择；（3）企业治理、企业战略和企业业绩三者的相互关系（因果关系）。

SP-５）组织与制度的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鹤 光太郎 SF

＜课题概要＞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经过大约15年的调整过程，对于旨在实现新飞跃的日本经济来说，需要提高潜在增长能力，促进创新的体制和设计。

因此，作为比企业创新甚至提高绩效更具根本性的因素，对企业的组织形态、人才资源、成为市场基础设施的制度加以重新探讨是非常重要

的。在本研究课题中，首先对近年来活跃起来的企业并购给予关注，对（1）其动机和意图是什么；（2）组织重组后，是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提高

了企业绩效进行充分的验证。此外，还对反恶意收购措施的方式及其含意进行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2008 Crisis: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stock market （HOSONO Kaoru, TAKIZAWA Miho and TSURU Kotaro）（DP编号：

11-E-050）



研究课题介绍

SP-６）完善RIETI数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富田 秀昭 RC / 小西 叶子 F

＜课题概要＞
　　RIETI拥有的数据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研究机构作为初期设置储存的、可以较低成本购买的数据，另一种是各研究课题为完成研究购买

的大规模数据，或作为研究课题成果形成的数据（包括问卷调查的结果）。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完善这些成套数据的基础，以便用户能够更

高效地使用数据。本课题还把向研究人员以及整个社会提供新知识和见解的数据（问卷调查的结果等）公开的可能性以及方法也纳入视野，使

研究所成为活跃讨论的场所。

　　此外，经济产业省拥有的个案调查数据的运用知识已经汇集于RIETI，我们正在制作匹配各种统计数据等的信息转换装置，以便研究人员

能够在获取数据后迅速着手进行分析。我们认为，通过完善这些数据，可以应对新统计法的实施，提高RIETI的存在价值和独特性。

＜主要研究成果＞

JIP数据库2011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JIP2010/index.html

CIP数据库2011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CIP2011/index.html

关于亚洲货币单位（AMU）与东亚货币的AMU乖离指标
　http://www.rieti.go.jp/users/amu/cn/index.html

生活与健康调查（The Japanese 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 JSTAR）
　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jstar/index.html（日文）

RIETI-TID
　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rieti-tid/index.html（日文）

综合能源统计的解说
　http://www.rieti.go.jp/users/kainou-kazunari/download/index.html（日文）

按都道府县划分的能源消费统计
　http://www.rieti.go.jp/users/kainou-kazunari/energy/index.html（日文）

长期连续投入产出数据库
　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d01.html（日文）

微观数据计量分析项目
　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d02.html（日文）

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
　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FDI2010/index.html（日文）

环太平洋各国和地区（日本、美国、韩国、中国、台湾）的生产率比较研究计划 (ICPA)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d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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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SP-７）通过审查中小企业和构建亚洲CRD中小企业数据库向中小企业和增长部门提供资金
课题主任：吉野 直行 FF

＜课题概要＞

　　在日本的中小企业大举向亚洲发展的过程中，中小企业要想在海外当地也能够从金融机构比较容易地借款，就需要缩小中小企业和银行

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为此，需要收集中小企业的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在日本，CRD收集数据持续了10年以上，通过大量收集和分析数据，

已经可以对中小企业进行评级。在亚洲，中小企业的比例占绝对多数，但实际上，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很难从银行借款，只能从当地的贷款公

司借入高利贷。为把日本CRD的经验应用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各国，使亚洲的中小企业融资畅通无阻，进而使向亚洲发展的日本

中小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地从当地金融机构借贷，我们希望构建数据库，这还可以用来对中小企业评级。

　　在越南等国家，进入当地的中小企业被当地银行要求支付高额利息，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却必须支付昂贵的金融费用。

　　此外，我们还期待通过对日本财务数据以外的非财务数据（软件数据）在实际贷款业务中是如何得到利用的，以及对什么样的非财务数据

在审查时具有重要意义进行调查，为收集亚洲的中小企业数据尽力。

　　在银行加强充实自有资本的趋势下，日本的地方企业和中小企业如何顺畅地周转资金？为缩小借出方银行与借入方中小企业和地方企

业的信息非对称性，通过建立数据和分析，对中小企业进行评级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在日本，利用信用担保协会和金融机构收集的中小企业数据，建立了CRD数据。但是，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信用担保制度尚处于发展阶

段，使用与日本相同的体系收集中小企业数据存在困难，需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收集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如果能够开始用与日本相同的形式收集数据，日本金融机构就可以像在日本一样在当地实施信用调查，有利于向亚洲国家当地发展。借

入方中小企业也可以和在日本向金融机构提交数据同样的方式，提交给亚洲国家当地的金融机构，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又可以大幅度减少

向当地银行借款时的劳力和时间，使效率得到提高。

　　本研究课题是与中小企业厅国际室的合作研究。



研究课题介绍

SP-８）有关日本第三部门的经营状况与公共服务改革的调查研究
课题主任：后 房雄 FF

＜课题概要＞
　　作为解决社会性问题和适应社会性需求的主体，第三部门的重要性与政府行政（公共部门）和营利企业（企业部门）同样受到关注，本研究

的目的是，弄清日本第三部门的整体状态和经营状况，明确第三部门的组织要成为公共服务的中坚力量所面临的经营改革课题和制度改革课

题。

　　本课题的目的在于，以去年通过研究弄清的第三部门整体状态为前提，进一步弄清第三部门组织每种类型更为详细的经营实况，同时弄

清这些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中坚力量，要在效率性和服务质量方面做出成果所面临的经营改革课题和制度改革（业务委托合同、制定管理者

制度、奖券制度等制度设计和运用规则的改革）课题。

SP-９）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围绕削减温室效应气体问题的国际动向调查
课题主任：戒能 一成 F

＜课题概要＞

　　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参加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在2008年—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间内，除了削减本国国内排放之外，

还可以利用排放权交易、JI（联合履行机制）、CDM（清洁发展机制）等“京都机制”来达到减排目标。其中，CDM和JI是转移通过减排投资削减的部

分，很多意见都指出了其制度方式存在各种问题，目前正在对修改相关制度进行讨论。

　　此外，在2010年于墨西哥坎昆召开的COP-1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上，就坎昆“新框架”达成了协议，与有美国

和中国等国参加，以自主提出削减目标和多边检验为基础的京都议定书不同，这一新框架虽然决定了设置与京都机制类似的“新机制”，但其

内容还在讨论中。

　　本调查旨在通过调查、分析和评估今后对京都议定书的“京都机制”进行修改的情况，以及对新框架的“新机制”进行讨论的状况，为今后

具有高效和实效的温室效应气体削减方案提出国际政策方面的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相关网页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京都议定书CDM理事会见闻录（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cdm/index.html）（日文）

SP-10）使用SNS的网络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松田 尚子 F

＜课题概要＞
　　长期以来人们不断指出，日本的创业环境逊色于美国。为究其原因，人们对资金、人才和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每次讨论都涉及到

政策补贴，但是创业数量不均匀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本研究关注创业者所处的人际关系网络，视其为不均匀的原因之一。

　　所谓人际关系网络，包括创业者的亲属、同学及工作上的熟人等，他们为创业者的创业及其后的企业运营带来了集资、获得人才及其他经

营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能够左右创业者经营的创投企业的业绩。

　　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本研究从东京证券交易所创业板（MOTHERS）上市（共178家）的64家“信息、通讯业”企业的最高决策者中选择了24

位，使用脸书（facebook）的数据，弄清其交友关系和新兴企业业绩之间的联系。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年度报告 2011　32  33



属于2011年度研究成果，但未纳入研究项目和研究课题

＜特别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研究生教育与人才资本的生产率（森川 正之）（DP编号：11-J-072）

劳动生产率与男女共同参与——为什么日本企业不行？企业应怎样做才能有效使用女性人才？国家应怎样做？（山口 一男）（DP编号：11-J-

069）

中国的城市化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孟 健军）（DP编号：11-J-063）

The Determinants of Low Marital Fertility in Korea: A comparison with Japan （YAMAGUCHI Kazuo）（DP编号：12-E-013）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Productivity in Japan （MORIKAWA Masayuki）（DP编号：12-E-009）

Dissemination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Japan: Promoting commercialization under the regulatory system （KURATA Kenji and CHOI Youn-Hee）（DP

编号：12-E-004）

Thünen 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FUJITA Masahisa）（DP编号：11-E-074）

A Network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Models of Fertility（YOUM Yoosik）（DP编号：11-E-062）

Culture and Diversity in Knowledge Creation （Marcus BERLIANT and FUJITA Masahisa）（DP编号：11-E-046）

政策论文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Response to Japan's Earthquake （Molly K. SCHNELL and David E. WEINSTEIN）（PDP编号：12-P-003）

RIETI政策研讨会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经济基础的重建与政策措施”（2011/11/15）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产业竞争力强化：产业界的努力与政策措施”（2011/11/07）

＜上述之外的2011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研究课题：低生育率老龄化与日本经济——经济增长、生产率、劳动力、物价

课题主任：吉川 洋 FF / 宇南山 卓 FF

工作论文

对接收外国进修生特区的政策评估（桥本 由纪）（DP编号：11-J-048）

老年人家庭的消费行为与物价指数（宇南山 卓、庆田 昌之）（DP编号：11-J-047）

The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and Income Effects of a VAT Rate Increase: Evidence from Japan（David CASHIN and UNAYAMA Suguru）（DP编号：11-

E-045）

Stochastic Origin of Scaling Laws i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ment Dispersion（FUJIWARA Yoshi and AOYAMA Hideaki）（DP编号：11-E-044）

研究课题：关于提高服务产业生产率的研究

课题主任：权 赫旭 FF

工作论文

电子商业交易是否增加就业：基于“营业所及企业统计调查”个案数据的实证分析（权 赫旭）（DP编号：12-J-003）

日本劳动市场的男女收入差距与企业业绩（Jordan SIEGEL、儿玉 直美）（DP编号：11-J-073）

服务产业的能源效率——基于业务单位数据的实证分析（森川 正之）（DP编号：11-J-062）

日本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深尾 京司、权 赫旭）（DP编号：11-J-045）

Labor Market Gender Disparity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Japan （Jordan SIEGEL and KODAMA Naomi） （DP编号：11-E-075）

Entry of Foreign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of Domestic Firms: The case of Japanese firms （ITO Keiko）（DP编号：11-E-063）

Population Density and Efficiency in Energy Consump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ervice establishments （MORIKAWA Masayuki）（DP编号：11-E-

058）

研究课题介绍



研究课题：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课题主任：深尾 京司 FF

工作论文

Technology and Capital Adjustment Costs: Micro evidence of automobile electronics in the auto-parts suppliers （UCHIDA Ichihiro, TAKEDA Yosuke 

and SHIRAI Daichi）（DP编号：12-E-001）

How Important is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to Factory Efficiency in Japan's Manufacturing Sector? （FUKAO Kyoji, Victoria KRAVTSOVA and 

NAKAJIMA Kentaro）（DP编号：11-E-076）

The Overseas Subsidiary Activi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Japanese Parent Firms （EDAMURA Kazuma, Laura HERING, INUI Tomohiko 

and Sandra PONCET）（DP编号：11-E-069）

Do More Productive Firms Locate New Factories in More Productive Loca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Japan's Census of 

Manufactures （FUKAO Kyoji, IKEUCHI Kenta, KIM YoungGak and KWON Hyeog Ug）（DP编号：11-E-068）

Revisiting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and Firm Turnover: Evidence from product-based TFP measures in the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KAWAKAMI Atsushi, MIYAGAWA Tsutomu and TAKIZAWA Miho） （DP编号：11-E-064）

研究课题：“国际贸易与企业”研究

课题主任：若杉 隆平 FF / 户堂 康之 FF

工作论文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DI and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YANG Tzu-Han and HUANG Deng-Shing）（DP编号：11-E-071）

Does Tobin's q Matter for Firms' Choices of Globalization Mode? （JINJI Naoto, ZHANG Xingyuan and HARUNA Shoji）（DP编号：11-E-061）

A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Specific vs. general investments under uncertainty （ICHIDA Toshihiro）（DP编号：11-E-056）

研究课题：有关企业活动的国际化与创新的调查研究

课题主任：八代 尚光 CF

工作论文

Export and Productivity Under Different Market Condition: Evidence from Japan （YASHIRO Naomitsu and HIRANO Daisuke）（DP编号：11-E-054）

研究课题：贸易相关条约与税制

课题主任：小寺 彰 FF

工作论文

投资自由化协定与直接税制——围绕EU司法法院对Cadbury案件的先行裁决（须网 隆夫）（DP编号：11-J-068）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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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关于日本企业的海外外包研究

课题主任：富浦 英一 FF

工作论文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Offshore Outsourcing: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ITO Banri, TOMIURA Eiichi and WAKASUGI Ryuhei）（DP

编号：11-E-052）

Size Matters: Multi-plant operation and the separation of corporate headquarters （OKUBO Toshihiro and TOMIURA Eiichi）（DP编号：11-E-049）

研究课题：金融、产业网研究会以及物价、工资活力研究会

课题主任：渡边 努 FF / 植杉 威一郎 SF

工作论文

Report on a Fact-finding Survey of the Credit-decision System and Loan Pricing in Small Business Financing in Japan （NEMOTO Tadanobu, OGURA 

Yoshiaki and WATANABE Wako）（DP番号：11-E-053）

研究课题：关于自立型地方经济体系的研究

课题主任：中村 良平 FF

工作论文

地区产业集群与生产效率——基于随机边界生产函数的分析（中村 良平）（DP编号：11-J-043）

研究课题：低生育率老龄化时代的劳动政策：关于日本劳动市场的基础研究

课题主任：川口 大司 FF

工作论文

城市密度、人力资本与生产率——基于工资数据的分析（森川 正之）（DP编号：11-J-046）

Urban Density, Human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wage data （MORIKAWA Masayuki）（DP编号：11-E-060）

Persistent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Between Firms （TAKII Katsuya）（DP编号：11-E-048）

Life-Cycle Search, Match Quality and Japan's Labor Flow （Julen ESTEBAN-PRETEL and FUJIMOTO Junichi）（DP编号：11-E-041）

Japan's Labor Market Cyclicality and the Volatility Puzzle （Julen ESTEBAN-PRETEL, NAKAJIMA Ryo and TANAKA Ryuichi）（DP编号：11-E-040）

Changes in Japan's Labor Market Flows due to the Lost Decade （Julen ESTEBAN-PRETEL, NAKAJIMA Ryo and TANAKA Ryuichi）（DP编号：11-E-039）

研究课题介绍



研究课题：为防止地球变暖的国际制度设计

课题主任：古泽 泰治 FF

工作论文

Free-riding-pro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FURUSAWA Taiji and KONISHI Hideo） （DP编号：11-E-043）

研究课题：活跃地方经济要素的研究

课题主任：尾崎 雅彦 SF

政策论文

搞活地方经济的要素研究（尾崎 雅彦、中西 穗高）（PDP编号：11-P-014）

研究课题：日本的风险资金供给现状与政策课题

课题主任：吉野 直行 FF

政策论文

创投政策评估的个案研究—创投基金工程提供风险资金的有效性（石井 芳明）（PDP编号：11-P-016）

研究课题：金融的稳定性与经济结构

课题主任：后藤 康雄 SF

工作论文

制造业营业所的规模分布变化——从产业结构和企业动态的视点进行分析（后藤 康雄）（DP编号：12-J-005）

＜不属于研究课题＞

KIET-RIETI-TIER研讨会

“Small & Medium Enterprises: Issues and Policies” （2011/11/22）

特别BBL论坛

“FSX摩擦究竟是怎么回事？日美双方的验证与教训” （2011/10/07）

KIET-RIETI-TIER研讨会
“Small & Medium Enterprises: Issues and Policies” 
（2011/11/22）

特别BBL论坛
“FSX摩擦究竟是怎么回事？日美双方的验证与教训” 
（2011/10/07）

Dr. James E. AUER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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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论文 (Discussion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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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aper.html）。

※以下为 2011 年 4 月—2012 年 3 月期间发表的工作论文。

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2-J-006 2012/3
特定化型与城市化型集群对生产率的影响：基于营业所数据的实证分

析

小西 叶子（RIETI） 
齐藤 有希子（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

Ⅴ-７

12-J-005 2012/3
制造业营业所的规模分布变化——从产业结构和企业动态的视点进

行分析
后藤 康雄（RIETI）

12-J-004 2012/3 日本中小企业的海外委托生产 户堂 康之（RIETI/东京大学） Ⅰ-１

12-J-003 2012/3
电子商业交易是否增加就业：基于“营业所及企业统计调查”个案数据

的实证分析
权 赫旭（RIETI/日本大学）

12-J-002 2012/1 票期权与生产率 森川 正之（RIETI） Ⅴ-５

12-J-001 2012/1
高中的理科学习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大学毕业生收入调查数据显

示的证据

西村 和雄（RIETI/京都大学） 
平田 纯一（立命馆亚太大学） 
八木 匡（同志社大学） 
浦坂 纯子（同志社大学）

Ⅶ-３

11-J-073 2011/12 日本劳动市场的男女收入差距与企业业绩
Jordan SIEGEL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儿玉 直美（RIETI/METI）

11-J-072 2011/12 研究生教育与人才资本的生产率 森川 正之（RIETI）

11-J-071 2011/11
日本上市企业对银行的依存度与设备投资的资金制约：对日本的公司

债市场瘫痪的实证研究
内野 泰助（RIETI） SP-１

11-J-070 2011/11
贸易网络中的结算货币选择与汇率风险管理——“2010年度对日本

企业海外当地法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概要

伊藤 隆敏（RIETI/东京大学） 
鲤渊 贤（中央大学） 
佐藤 清隆（横滨国立大学） 
清水 顺子（专修大学）

Ⅱ-１

11-J-069 2011/10
劳动生产率与男女共同参与——为什么日本企业不行？企业应怎样

做才能有效使用女性人才？国家应怎样做？
山口 一男（RIETI/芝加哥大学）

11-J-068 2011/9
投资自由化协定与直接税制——围绕EU司法法院对Cadbury案件的

先行裁决
须网 隆夫（早稻田大学）

11-J-067 2011/6 中国提供补贴的特点与实务性课题——以中美两国间争端为例 川岛 富士雄（名古屋大学） Ⅰ-６

11-J-066 2011/6 出口的学习效应分析：开始出口与创新活动的相互作用 伊藤 惠子（RIETI/专修大学） Ⅴ-４

11-J-065 2011/6 世界金融危机中的国家援助与WTO对补贴的限制 川濑 刚志（RIETI/上智大学） Ⅰ-６

11-J-064 2011/6 管理实践的形成原因 浅羽 茂（学习院大学） Ⅴ-２

11-J-063 2011/6 中国的城市化进展到了什么程度？ 孟 健军（RIETI/清华大学）

11-J-062 2011/4 服务产业的能源效率——基于业务单位数据的实证分析 森川 正之（RIETI）

11-J-061 2011/4 非正式员工的幸福度

久米 功一（名古屋商科大学） 
大竹 文雄（大阪大学） 
奥平 宽子（冈山大学） 
鹤 光太郎（RIETI）

Ⅶ-１

11-J-060 2011/4 关于有期限劳动合同法制的立法课题 岛田 阳一（早稻田大学） Ⅶ-１



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1-J-059 2011/4
“同工同酬”是幻想吗？——为纠正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差距

的法律原则
水町 勇一郎（东京大学） Ⅶ-１

11-J-058 2011/4 强化限制的动向与应正视的现实 小岛 典明（大阪大学） Ⅶ-１

11-J-057 2011/4 “多种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就业 守岛 基博（一桥大学） Ⅶ-１

11-J-056 2011/4 贫困与就业——探讨消除工作贫困的有效对策

樋口 美雄（庆应义塾大学） 
石井 加代子（庆应义塾大学） 
佐藤 一磨（明海大学）

Ⅶ-１

11-J-055 2011/4 劳务派遣是通向正式员工的跳板，还是走向不稳定就业的入口？

奥平 宽子（冈山大学） 
大竹 文雄（大阪大学） 
久米 功一（名古屋商科大学） 
鹤 光太郎（RIETI）

Ⅶ-１

11-J-054 2011/4 关于劳务派遣工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大竹 文雄（大阪大学） 
李 婵娟（大阪大学）

Ⅶ-１

11-J-053 2011/4 人们什么时间工作？——深夜工作与正式及非正式就业的关系
黑田 祥子（早稻田大学） 
山本 勋（庆应义塾大学）

Ⅶ-１

11-J-052 2011/4 非正式员工的希望与现实——非自愿型非正式就业的实际状况 山本 勋（庆应义塾大学） Ⅶ-１

11-J-051 2011/4 非正式员工为什么有增无减？

浅野 博胜（亚细亚大学） 
伊藤 高弘（大阪大学） 
川口 大司（RIETI/一桥大学）

Ⅶ-１

11-J-050 2011/4 劳务派遣工的生活与就业——基于RIETI问卷调查的分析

大竹 文雄（大阪大学） 
奥平 宽子（冈山大学） 
久米 功一（名古屋商科大学） 
鹤 光太郎（RIETI）

Ⅶ-１

11-J-049 2011/4 解决非正式就业问题——论有期限就业改革 鹤 光太郎（RIETI） Ⅶ-１

11-J-048 2011/4 对接收外国进修生特区的政策评估 桥本 由纪（东京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

11-J-047 2011/4 老年人家庭的消费行为与物价指数
宇南山 卓（RIETI/神户大学） 
庆田 昌之（立正大学）

11-J-046 2011/4 城市密度、人力资本与生产率——基于工资数据的分析 森川 正之（RIETI）

11-J-045 2011/4 日本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深尾 京司（RIETI/一桥大学） 
权 赫旭（RIETI/日本大学）

11-J-044 2011/4 研究开发的溢出效应、风险和政府扶持的对象
长冈 贞男（RIETI/一桥大学） 
冢田 尚稔（RIETI/高千穗大学）

Ⅳ-１

11-J-043 2011/4 地区产业集群与生产效率——基于随机边界生产函数的分析 中村 良平（RIETI/冈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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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2-E-017 2012/3 The Causal Effects of Exporting on Japanese Workers: A firm-level anal-
ysis

TANAKA Ayumu （RIETI） Ⅰ-１

12-E-016 2012/3 Determinants of Transport Costs for Inter-regional Trade

KONISHI Yoko （RIETI）

MUN Se-il （Kyoto University）

NISHIYAMA Yoshihiko （Kyoto University）

SUNG Ji Eun （RIETI/Kyoto University）

Ⅴ-７

12-E-015 2012/3
E�ects of Privatization on Exporting Decisions: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DO Yasuyuk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NUI Tomohiko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YUAN Yuan （Waseda University）

Ⅴ-４

12-E-014 2012/3 Strategic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Vertically Related Markets
ISHIKAWA Jota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
sity）

HORIUCHI Eiji （Teikyo University）
Ⅰ-３

12-E-013 2012/3
The Determinants of Low Marital Fertility in Korea: A comparison with 
Japan

YAMAGUCHI Kazuo （RIETI/University of 
Chicago） 

12-E-012 2012/2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Japan: How did they cope with the crisis?

OGAWA Kazuo （Osaka University）

TANAKA Takanori （Ritsumeikan University） 
SP-１

12-E-011 2012/2 Stock Options and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Japanese firms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Ⅴ-５

12-E-010 2012/2
Heterogeneous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Falling 
FDI Barriers

Shawn ARITA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TANAKA Kiyoyasu （IDE-JETRO）
Ⅴ-４

 12-E-009 2012/2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Productivity in Japan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12-E-008 2012/2 The Dynamic Heckscher-Ohlin Model: A diagrammatic analysis
Eric BOND （Vanderbilt University）

IWASA Kazumichi （Kyoto University）

NISHIMURA Kazuo （RIETI/Kyoto University）

Ⅶ-３

 12-E-007 2012/2 Are Chinese Imports Sensitive to Exchange Rate Changes?
Willem THORBECKE （RIETI）

Gordon SMITH （Anderson College） 
Ⅱ-６

12-E-006 2012/1
Analysi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s: An application to manu-
facturing industries in Japan

MORI Tomoya （RIETI/Kyoto University）

Tony E. SMITH （University of Pennsylva-
nia）

Ⅲ-３

12-E-005 2012/1 Increasing Returns in Transport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Hubs MORI Tomoya （RIETI/Kyoto University） Ⅲ-３

12-E-004 2012/1
Dissemination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Japan: Promoting commer-
cialization under the regulatory system

KURATA Kenji （RIETI/METI）

CHOI Youn-Hee （RIETI/Korea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rade）

12-E-003 2012/1
Investigating China's Disaggregated Processed Exports: Evidence that 
the RMB matters

Willem THORBECKE （RIETI） Ⅱ-６

12-E-002 2012/1 Market Size and Entrepreneurship

SATO Yasuhiro （Osaka University）

TABUCHI Takatosh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YAMAMOTO Kazuhiro （Osaka University）

Ⅲ-２

12-E-001 2012/1
Technology and Capital Adjustment Costs: Micro evidence of automo-
bile electronics in the auto-parts suppliers

UCHIDA Ichihiro （Aichi University）

TAKEDA Yosuke （Sophia University）

SHIRAI Daichi （The Canon Institute for 
Global Studies）

11-E-081 2011/12
Entry Barriers, Re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rms

MURAO Tetsush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NIREI Makoto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Ⅷ-３



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1-E-080 2011/12
Retirement Process in Japan: New evidence from Japanese Study on 
Aging and Retirement （JSTAR）

ICHIMURA Hidehiko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SHIMIZUTANI Satoshi （RIETI/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

Ⅷ-其他

 11-E-079 2011/12
Japa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ost-disaster  
scenario

FUJITA Masahisa （RIETI）

HAMAGUCHI Nobuaki （RIETI/Kobe University）
Ⅲ-１

11-E-078 2011/12
Employment Protec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rm-level 
panel data in Japan

OKUDAIRA Hiroko （Okayama University）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TSURU Kotaro （RIETI）

Ⅶ-１

11-E-077 2011/12
What Does a Temporary Help Service Job Offer? Empirical  
suggestions from a Japanese survey

OKUDAIRA Hiroko （Okayama University）

OHTAKE Fumio （Osaka University）

KUME Koichi （Nagoya University of Com-
merce and Business）

TSURU Kotaro （RIETI）

Ⅶ-１

11-E-076 2011/12
How Important is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to Factory  
E�ciency in Japan's Manufacturing Sector?

FUKAO Kyoji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ictoria KRAVTSOVA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NAKAJIMA Kentaro （Tohoku University）

11-E-075 2011/12
Labor Market Gender Disparity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Japan

Jordan SIEGEL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KODAMA Naomi （RIETI/METI）

11-E-074 2011/11 Thünen 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UJITA Masahisa （RIETI）

11-E-073 2011/11
Bank Dependence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o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corporate bond market paralysis in Japan

UCHINO Taisuke （RIETI） SP-１

11-E-072 2011/11
How Much Do R&D Tax Credits Affect R&D Expenditures? Japanese tax 
credit reform in 2003

KASAHARA Hiroyuki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SHIMOTSU Katsum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SUZUKI Michi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Ⅷ-３

11-E-071 2011/10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DI and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
tion

YANG Tzu-Ha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HUANG Deng-Shing （Academia Sinica）

11-E-070 2011/10
Di�erentiated Use of Small Business Credit Scoring by  
Relationship Lenders and Transactional Lenders: Evidence from �rm-
bank matched data in Japan

HASUMI Ryo （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HIRATA Hideaki （Hosei University）

ONO Arito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SP-１

11-E-069 2011/10
The Overseas Subsidiary Activi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Japanese Parent Firms

EDAMURA Kazuma （Tohoku University）

Laura HERING （Erasmus University）

INUI Tomohiko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Cabinet Office）

Sandra PONCET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é de Paris 1/CEPII）

11-E-068 2011/9
Do More Productive Firms Locate New Factories in More  
Productive Loca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Japan's Census of Manufactures

FUKAO Kyoji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KEUCHI Kenta （NISTEP）

KIM YoungGak （Senshu University）

KWON Hyeog Ug （RIETI/Nihon Univeristy）

11-E-067 2011/9 An Estimation of the Inside Bank Premium
NEMOTO Tadanobu （Chuo University）

OGURA Yoshiaki （Ritsumeikan University）

WATANABE Wako （Keio University）

SP-１

11-E-066 2011/9
E�ect of R&D Tax Credit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Japan: Evidence from �rm-level data

KOBAYASHI Yohei （RIETI/METI） Ⅷ-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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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1-E-065 2011/9
Effect of Pension Reform on Pension-benefit Expectations and Savings 
Decisions in Japan

OKUMURA Tsunao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USUI Emiko （Nagoya University and IZA）
Ⅷ-其他

11-E-064 2011/8
Revisiting Productivity Di�erences and Firm Turnover: Evidence from 
product-based TFP measures in the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KAWAKAMI Atsushi （RIETI/Gakushuin Uni-
versity）

MIYAGAWA Tsutomu （RIETI/Gakushuin Uni-
versity）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11-E-063 2011/8
Entry of Foreign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of Do-
mestic Firms: The case of Japanese �rms

ITO Keiko （RIETI/Senshu University） 

11-E-062 2011/8 A Network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Models of Fertility YOUM Yoosik （RIETI）

11-E-061 2011/7 Does Tobin's q Matter for Firms' Choices of Globalization Mode?
JINJI Naoto （Kyoto University）

ZHANG Xingyuan （Okayama University）

HARUNA Shoji （Okayama University）

11-E-060 2011/7
Urban Density, Human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wage data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11-E-059 2011/7
Multinationals in th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s: A �rm-level 
analysis using Japanese data

TANAKA Ayumu （RIETI） Ⅰ-其他

11-E-058 2011/7
Population Density and E�ciency in Energy Consump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ervice establishments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11-E-057 2011/7
Markups, Productivity, and External Market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SME data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KATO Atsuyuki （RIETI）

KODAMA Naomi （RIETI/METI）
Ⅴ-５

11-E-056 2011/7
A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Specific vs. general 
investments under uncertainty

ICHIDA Toshihiro （Waseda University）

11-E-055 2011/6 FDI in Emerging Economies: An analysis in a �rm heterogeneity model ITO Koji （RIETI/OECD） Ⅰ-１

11-E-054 2011/5
Export and Productivity Under Di�erent Market Condition: Evidence from 
Japan

YASHIRO Naomitsu （RIETI/OECD）

HIRANO Daisuke （Kyoto University）

11-E-053 2011/5
Report on a Fact-�nding Survey of the Credit-decision System and Loan 
Pricing in Small Business Financing in Japan

NEMOTO Tadanobu （Chuo University）

OGURA Yoshiaki （Ritsumeikan University）

WATANABE Wako （Keio University）

11-E-052 2011/5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O�shore Outsourcing: Evidence from 
Japanese �rm-level data

ITO Banri （RIETI）

TOMIURA Eiichi （RIETI/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WAKASUGI Ryuhei （Kyoto University/RIETI）

11-E-051 2011/5
Gender Di�erences Among Elderly Japanese: Importance of family and 
social relations for life satisfaction

OSHIO Takash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Ⅷ-其他

11-E-050 2011/5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2008 Crisis: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stock market

HOSONO Kaoru （Gakushuin University）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TSURU Kotaro （RIETI）

SP-５

11-E-049 2011/5
Size Matters: Multi-plant operation and the separation of corporate 
headquarters

OKUBO Toshihiro （Keio University）

TOMIURA Eiichi （RIETI/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11-E-048 2011/4 Persistent Productivity Di�erences Between Firms TAKII Katsuya （Osaka University）

11-E-047 2011/5
Evidence of a Growing Inequality in Work Timing Using a Japanese Time-use 
Survey

KURODA Sachiko （Waseda University）

YAMAMOTO Isamu （Keio University）
Ⅶ-１



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1-E-046 2011/4 Culture and Diversity in Knowledge Creation
Marcus BERLIANT （Washington University）

FUJITA Masahisa （RIETI）

11-E-045 2011/4
The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and Income E�ects of a VAT Rate Increase: 
Evidence from Japan

David CASHI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NAYAMA Takashi （RIETI/Kobe University）

11-E-044 2011/4 Stochastic Origin of Scaling Laws i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ment Dispersion
FUJIWARA Yoshi （Kyoto University）

AOYAMA Hideaki （Kyoto University）

11-E-043 2011/4 Free-riding-pro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FURUSAWA Taiji （Harvard University/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KONISHI Hideo （Boston College）

11-E-042 2011/4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Special Milk Classes Scheme of Canada and the 
Agricultural Subsidy

ABE Kenzo （Osaka University） Ⅰ-６

11-E-041 2011/4 Life-Cycle Search, Match Quality and Japan's Labor Flow
Julen ESTEBAN-PRETEL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FUJIMOTO Junichi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11-E-040 2011/4 Japan's Labor Market Cyclicality and the Volatility Puzzle

Julen ESTEBAN-PRETEL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NAKAJIMA Ryo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TANAKA Ryuichi （Tokyo Institute of Tech-
nology）

11-E-039 2011/4 Changes in Japan's Labor Market Flows due to the Lost Decade

Julen ESTEBAN-PRETEL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NAKAJIMA Ryo （Yokohama National Uni-
versity）

TANAKA Ryuichi （Tokyo Institute of Tech-
nology）

11-E-038 2011/4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Firm-level Scale Economies in R&D: Complementary 
asse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knowledge in�ows, and inventor team size

NAGAOKA Sadao （RIETI/Hitotsubashi Uni-
versity）

OWAN Hide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Ⅳ-１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年度报告 2011　42  43



政策论文 (Policy Discussion Paper)

政策论文栏目是为活跃政策讨论而新设置的，主要收录与当前面临的政策课题具有紧密联系的即时性论文。论文中的观点均属执笔者的个人

观点，不代表经济产业研究所的立场（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pdp.html）。

※以下为2011年4月—2012年3月期间发表的政策论文。

P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2-P-004 2012/3
东日本大地震对经济的影响——与过去灾害的比较，供应链多处中

断及供电紧缺的影响

德井 丞次（RIETI/信州大学）

荒井 信幸（和歌山大学）

川崎 一泰（东海大学）

宫川 努（RIETI/学习院大学）

深尾 京司（RIETI/一桥大学）

新井 园枝（RIETI/METI）
枝村 一磨（东北大学）

儿玉 直美（RIETI/METI）
野口 尚洋（一桥大学）

Ⅴ-2

12-P-003 2012/2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Response to Japan's Earthquake
Molly K. SCHNELL（Columbia University）

David E. WEINSTEIN（Columbia University）

12-P-002 2012/2 关于诸边贸易规则的探讨（根据ITA与ACTA的实例） 中富 道隆（RIETI） Ⅰ-５

12-P-001 2012/1 大地震与企业行为的动态

植杉 威一郎（RIETI/一桥大学） 
内田 浩史（神户大学） 
内野 泰助（RIETI） 
小野 有人（瑞穗综合研究所） 
间 真实（一桥大学） 
细野 熏（学习院大学） 
宫川 大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

SP-１

11-P-017 2011/12 围绕经常项目收支的理论研究进展与宏观计量模型海外部门的概要

田中 将吾（RIETI/METI） 
及川 景太（RIETI/METI） 
奥田 岳庆（METI） 
中园 善行（METI）

Ⅱ-３

11-P-016 2011/9 创投政策评估的个案研究—创投基金工程提供风险资金的有效性 石井 芳明（RIETI/METI）

11-P-015 2011/5
【关于WTO专家组及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释④】

关于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苹果的措施(WT/DS367/R, WT/DS367/
AB/R)——以要求科学基础的SPS协定第5条第1款的义务范围为中心

内记 香子（大阪大学） Ⅰ-６

11-P-014 2011/5 搞活地方经济的要素研究
尾崎 雅彦（RIETI） 
中西 穗高（RIETI/东京工业大学）

11-P-013 2011/4

【关于WTO专家组及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释③】

中国影响出版物和视听娱乐产品的贸易权和分销服务措施（WT/
DS363/R, WT/DS363/AB/R）——以GATT第20条对于违反GATT以外规

定的正当性为中心

川岛 富士雄（名古屋大学） Ⅰ-６

11-P-012 2011/4
欧盟国家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银行业的援助限制——以欧洲委员会

对成员国援助措施的对策为中心
多田 英明（东洋大学） Ⅰ-６



网站学术研讨会、讲座

各种宣传资料出版物

开展研究活动，推广研究成果，唤起政策讨论是政

策研究机关的重要作用。RIETI 的研究成果通过出

版物、学术研讨会和讲座、网站、各种宣伟资料进

行推广。

研究成果的普及

宣伟活动



访问数累计

2002年1月22日—

2012年3月底（约10年间）
2011年4月—

2012年3月底（2011年度）

日文 5,929,831 678,889

英文 1,544,835 340,129

中文    555,380   59,965

网站还充实了研究员个人和研究会独自的内容，提供大量在其他地方接触不到的宝贵资料

和信息。例如，

◆公开“东亚产业生产率”的部分成果——“日本产业生产率数据库 2011 年版（Japa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Database 2011），该数据库是分析日本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

化的基础资料。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d05.html

◆“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的课题开设了“亚洲货币单位（AMU）与东亚货币的 AMU 乖

离指标”网页，每天更新测定结果。

　http://www.rieti.go.jp/users/amu/cn/index.html

◆在“生活与健康调查（JSTAR ：Japanese 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栏目登载

RIETI 与一桥大学、东京大学合作实施的以 50 岁以上中老年人为对象的追踪调查信息。

本调查数据不仅包括老年人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以及健康方面的多种相关信息，还最

大限度地设计了与各发达国家已经实施的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HRS, 美国 )、

Survey of Health, Ag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SHARE, EU)、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 (ELSA, 英国 ) 等调查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结构，通过分析本数据，可以

了解在世界上日本中老年人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jstar/index.html （日文）

在由研究员提出政策性建议的“专栏文章”栏目中设置了读者意见投稿栏，完善了网络讨

论的环境。此外，在“从世界看日本”栏目中，介绍以美国为主的世界权威研究人员在经

济政策、安全保障、环境问题等各种话题上对日本的看法。

大力充实英文和中文网站，不仅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话题独立策划编辑相关内容，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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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ETI 宣传活动的一个支柱是以日文、中文、英文三种语言运营的网站。目前上述各语种

网站的访问量均在稳步上升（参照旁注）。网站登载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工作论文，公

开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刊载为活跃政策讨论所举办的政策研讨会的会议记录和资料，

并对个别政策话题集中进行深度报道。

宣传活动 ①　网站（http://www.rieti.go.jp/cn/）



研究成果编辑成书，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出版物不仅在信息提供方面，而且在资料积累方面为社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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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商产业政策史10 
——资源能源政策
2011年7月 
橘川 武郎 著
财团法人经济产业调查

会 编
7500日元／459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11 
 ——知识产权政策
2011年10月
中山 信弘 编著

财团法人经济产业调查

会 编
7500日元／555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5 
——选址、环境与
安全政策
2011年6月
武田 晴人 著
财团法人经济产业调查

会 编
9000日元／720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6 
——基础产业政策
2011年7月
山崎 志郎 编著

财团法人经济产业调查

会 编
7500日元／519页

第三期的出版物介绍（2011年―2015年）

日本的企业治
理——重新设计
与恢复竞争力
2011年7月 
宫岛 英昭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4800日元／449页

日本经济的潜力 
——卧龙醒来之时
2011年8月
户堂 康之 著
中公新书 
740日元／179页

IFRS时代的最佳
公开制度
2011年10月
古贺 智敏 编著

千仓书房 
4600日元／361页

非正式就业改革
——如何改变日
本的劳动方式
2011年6月 
鹤 光太郎、樋口 美雄、

水町 勇一郎 编著

日本评论社

4400日元／318页

“企业法”改革
的逻辑——激励
机制的制度设计
2011年11月
宍户 善一 编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6000日元／412页

“失去的20年”
与日本经济
2012年3月 
深尾 京司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4200日元／321页

现代日本企业的
国际化——跟踪
数据分析
2011年10月 
若杉 隆平 编
岩波书店 
6600日元／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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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领域Ⅰ相关 关于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形势下保持经济活力的综合性研究

与研究领域Ⅲ相关 关于经济全球化、亚洲经济关系紧密化与日本国际战略的研究

第二期的出版物介绍（2006 年—2010 年）

工作生活平衡  
实证与政策提案
2009 年 12 月

山口 一男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2800 日元 / 287 页

政府的大小与 
社会保障制度
2007 年 6 月

橘木 俊诏 编
东京大学出版社

3800 日元 / 240 页

论争 日本的工作 
生活平衡
2008 年 4 月

山口 一男、 
樋口 美雄 编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2400 日元 / 323 页

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
2009 年 12 月

柴生田 敦夫 著
三和书籍

3000 日元 / 156 页

食品安全与食品 
保障
2009 年 3 月

山下 一仁 著
日本评论社

2300 日元 / 238 页

The Future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2009 年 12 月

KOTERA Akira, ARAKI Ichiro,  
KAWASE Tsuyoshi 编著

CMP Publishing 
￡130 / 425 页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 Paci�c
2009 年 12 月

URATA Shujiro, Christopher 
FINDLAY 编著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US$95 / 305 页

食品安全与贸易
2008 年 4 月

山下 一仁 编著

日本评论社

5300 日元 / 498 页

东亚货币篮子的 
经济分析
2007 年 8 月

伊藤 隆敏、小川 英治、 
清水 顺子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400 日元 / 208 页

Transforming  
East Asia
2006 年 9 月

MUNAKATA Naoko 著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4.95 / 258 页

低生育率老龄化社
会的经济活力
2011 年 3 月

藤田 昌久、吉川 洋 编著

日本评论社

4600 日元 / 297 页

全球化与国际经济 
战略
2011 年 3 月

藤田 昌久、若杉 隆平 编著

日本评论社

4600 日元 / 319 页

环境与贸易
2011 年 3 月

山下 一仁 著
日本评论社

5700 日元 / 350 页

发展中国家化的
日本
2010 年 12 月

户堂 康之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850 日元 / 191 页

国际投资协定 依
据仲裁实行法律
保护
2010 年 4 月

小寺 彰 著
三省堂

3800 日元 / 321 页



生产率与日本 
经济增长
2008 年 3 月

深尾 京司、 
宫川 努 编
东京大学出版会

5600 日元 / 347 页

Productivity in Asia
2007 年 12 月

Dale JORGENSON,  
KURODA Masahiro, MOTOHASHI 
Kazuyuki 编著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14000 日元 / 244 页

企业一生的经济学
2006 年 12 月

橘木 俊诏、 
安田 武彦 编
Nakanishiya 出版社

3200 日元 / 259 页

劳动时间改革 
——如何改变 
日本的劳动方式
2010 年 3 月

鹤 光太郎、樋口 美雄、 
水町 勇一郎 编著

日本评论社 
3500 日元 / 184 页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怎样改变 
日本的工作方式
2009 年 3 月

鹤 光太郎、樋口 美雄、 
水町 勇一郎 编著

日本评论社

4600 日元 / 306 页

围绕石油问题各
国间的角逐
2009 年 2 月

长谷川 荣一 著
Minerva 书房

3000 日元 / 349 页

验证 中小企业金融
2008 年 9 月

渡边 努、植杉 威一郎 编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3200 日元 / 236 页

监管改革的经济 
分析
2007 年 10 月

八田 达夫、田中 诚 编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4000 日元 / 238 页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Japan
2007 年 8 月

AOKI Masahiko,  
Gregory JACKSON, 
MIYAJIMA Hideaki 编著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500 日元 / 416 页

日本的 M&A
2007 年 6 月

宫岛 英昭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800 日元 / 389 页

关系型银行与 
地方金融
2007 年 5 月

筒井 义郎、 
植村 修一 编
日本经济新闻社

4000 日元 / 319 页

回归都市的经济学
2006 年 6 月

八田 达夫 编
日本经济新闻社

3800 日元 / 210 页

交通基础设施与
治理的经济学
2010 年 7 月

赤井 伸郎 著
有斐阁

3400 日元 / 250 页

资源经济学 水产业
个案研究
2010 年 5 月

宝多 康弘、马奈木 俊介 编著

Minerva 书房

5000 日元 / 268 页

生产率与创新体
系
2008 年 3 月

藤田 昌久、 
长冈 贞男 编著

日本评论社

4600 日元 / 369 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 4 
——商务流通政策
2011 年 3 月

石原 武政 编著、通商产业

政策史编辑委员会 编
财团法人 经济产业调查会

7500 日元 / 536 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 9 
——产业技术政策
2011 年 3 月

泽井 实 著、通商产业政策

史编辑委员会 编
财团法人 经济产业调查会

7500 日元 / 491 页

与研究领域Ⅳ相关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

相关研究领域及其他

与研究领域Ⅱ相关 以保持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创新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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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领域Ⅰ相关 关于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形势下保持经济活力的综合性研究

劳动市场设计的 
经济分析

2005 年 12 月

樋口 美雄、儿玉 俊洋、

阿部 正浩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4600 日元 / 432 页

与研究领域Ⅱ相关 以保持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创新体系研究

现代女性的工作、
结婚、生育

2005 年 10 月

橘木 俊诏 编著

Minerva 书房

3500 日元 / 279 页

日本的财政改革

2004 年 12 月

青木 昌彦、 
鹤 光太郎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4800 日元 / 612 页

医疗改革

2002 年 2 月

川渕 孝一 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400 日元 / 322 页

重建资产负债表的
经济学

2001 年 6 月

深尾 光洋、寺泽 达也、

小林 庆一郎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000 日元 / 266 页

日本的创新体系

2006 年 3 月

后藤 晃、 
儿玉 俊洋 编著

东京大学出版会

5200 日元 / 327 页

产学合作

2003 年 4 月

原山 优子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500 日元 / 246 页

中国制造业的 
构造分析

2005 年 5 月

藤本 隆宏、 
新宅 纯二郎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4200 日元 / 353 页

IT 创新的实证
分析

2005 年 3 月

元桥 一之 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400 日元 / 208 页

在竞争中制胜的
大学

2005 年 2 月

泽 昭裕、寺泽 达也、

井上 悟志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200 日元 / 312 页

知识国家论序说

2003 年 3 月

野中 郁次郎、 
泉田 裕彦、 
永田 晃也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800 日元 / 319 页

日本企业在变革
期的选择

2002 年 9 月

伊藤 秀史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600 日元 / 369 页

宽带时代的制度
设计

2002 年 4 月

林 一郎、 
池田 信夫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500 日元 / 259 页

模块化

2002 年 3 月

青木 昌彦、 
安藤 晴彦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800 日元 / 334 页

第一期的出版物介绍（2001 年—2005 年）



与研究领域Ⅲ相关
关于经济全球化、亚洲经济关系 
紧密化与日本国际战略的研究

相关研究领域及其他

世贸组织解决争端
程序中的执行制度

2005 年 11月

川濑 刚志、 
荒木 一郎 编著

三省堂

4500 日元 / 483 页

关于人民币升值
的争论

2004 年 10 月

关 志雄 编著

东洋经济出版社

2600 日元 / 247 页

重视国民与消费
者的农政改革

2004 年 8 月

山下 一仁 编著

东洋经济出版社

4400 日元 / 368 页

WTO 体制下的紧
急进口限制措施

2004 年 7 月

荒木 一郎、 
川濑 刚志 编著

东洋经济出版社

3800 日元 / 262 页

处于转换期的
WTO
2003 年 3 月

小寺 彰 编著

东洋经济出版社

3600 日元 / 274 页

超越国境的市民
网络

2003 年 3 月

目加田 说子 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400 日元 / 229 页

为日本人而写的
中国经济再入门

2002 年 10 月

关 志雄 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1600 日元 / 280 页

日中关系的转机

2001 年 8 月

宗像 直子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200 日元 / 220 页

政策评估微观 
模式

2006 年 3 月

金本 良嗣、莲池 胜人、 
藤原 彻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4000 日元 / 303 页

对日本平成年间
搁置泡沫经济问
题的研究

2005 年 3 月

村松 岐夫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4200 日元 / 346 页

电力自由化的经
济学

2004 年 8 月

八田 达夫、 
田中 诚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4400 日元 / 367 页

对地球温暖化问
题的重新验证

2004 年 2 月

泽 昭裕、 
关 总一郎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400 日元 / 328 页

企业福利的制度
改革

2003 年 9 月

橘木 俊诏、 
金子 能宏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600 日元 / 244 页

民意民力

2003 年 5 月

泽 昭裕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1900 日元 / 259 页

综合性地方自治
改革

2003 年 3 月

村松 岐夫、 
稻继 裕昭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800 日元 / 339 页

金融大爆炸的 
政治经济学

2003 年 2 月

户矢 哲朗 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800 日元 / 4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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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RIETI政策研讨会

工资待遇改革与“后3.11”的就业和劳动政策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1120201/info.html

时间 2011/12/02
会场 饭野礼堂

主办 RIETI
研讨会日程

开幕辞

大会发言（总论）

第1部分 工资与待遇（从经济经营学的角度探讨）
“从工资看日本就业体制的变迁”
“从工资溢价验证工作生活平衡”

第2部分 均衡待遇与劳资关系（从法学角度探讨）
“为纠正正式与非正式员工之间差距的法律原则”
“围绕非正式员工待遇的立法动向”

第3部分 嘉宾讨论 大地震后的就业和劳动政策
“灾区的就业现状与就业对策”
嘉宾讨论

闭幕辞

演讲者/ 
 讨论嘉宾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鹤光 太郎（RIETI SF・PD） 
川口 大司（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副教授） 
山本 勋（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副教授） 
水町 勇一郎（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竹内（奥野）寿（立教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岛田 阳一（早稻田大学法律系法务研究科教授） 
藤泽 胜博（厚生劳动省职业安定局就业政策课课长） 
樋口 美雄（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大竹 文雄（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教授） 
荻野 胜彦（丰田汽车公司外联部第二外联室主审） 
长谷川 裕子（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参与，中央劳动委员会委
员、全国劳动委员会劳动者方委员联络协议会秘书长） 
森川 正之（RIETI VP） 

RIETI政策研讨会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经济基础的重建
与政策措施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1111501/info.html

时间 2011/11/15
会场 饭野礼堂

主办 RIETI
研讨会日程

　开幕辞

　基调演讲 “电力和煤气市场的短期与长期改革”
“不破坏经济增长的财政重建”

嘉宾讨论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闭幕辞

演讲者/ 
 讨论嘉宾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八田 达夫 (RIETI顾问)  
深尾 光洋 (RIETI FF・PD，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植杉 威一郎 (RIETI 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木村 惠司 (三菱地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经济同友会震灾复兴
PT委员长) 
德井 丞次 (RIETI FF，信州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 
藤田 昌久 (RIETI所长・CRO，甲南大学教授，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特任教授) 

RIETI政策研讨会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产业竞争力强化：产业界的努力与政
策措施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1110701/info.html

时间 2011/11/07
会场 饭野礼堂

主办 RIETI
研讨会日程

　开幕辞

　来宾致词

　基调演讲 “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看创造性的复兴”
“产业的复兴与市场的国际化”

嘉宾讨论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产业竞争力强化

　闭幕辞

演讲者/ 
 讨论嘉宾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柳泽 光美 (经济产业大臣政务官) 
藤田 昌久 (RIETI所长・CRO，甲南大学教授，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特任教授) 
若杉 隆平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RIETI FF・SRA・PD) 
永田 理 (丰田汽车公司常务董事) 
大桥 弘 (RIETI FF・PD，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副教授) 
滨口 伸明 (RIETI FF・PD，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 
户堂 康之 (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
教授) 

RIETI政策研讨会
工资待遇改革与“后3.11”的就业和劳动政策

（2011/12/02）
鹤 光太郎 SF

宣传活动 ③ -1 研讨会



The First Asia KLEMS Conference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1072701/info.html

时间 2011/07/27
会场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会议室

主办单位 RIETI、一桥大学全球COE Hi-Stat项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
（ADBI）

研讨会日程

　Opening Session
　Opening Address
　Welcoming Remarks
　Keynote Speech

“World KLEMS and Asia KLEMS”
　Session 1

“Productivity Growth in India”
“Productivity Growth in Japan”
“Productivity Growth in Singapore”

　Session 2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hilippine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Session 3
“Slicing Up Global Value Chains”

Plenary Discussion and Wrap-up
Future Plan for the Asia KLEMS Project
Closing Remarks
演讲者/ 
 讨论嘉宾

PYO Hak Kil （Professor,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Chair, Asia 
KLEMS Committee）
KAWAI Masahiro （Dean and CEO, ADBI）
FUJITA Masahisa （President and CRO, RIETI/Professor, Konan 
University/Adjunc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Kyoto University）
Dale W. JORGENSON （Samuel W. Morris University Professor, 
Harvard University）
Harry X. WU （Professor,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Biswanath GOLDAR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Enclave）
MIYAGAWA Tsutomu （FF, RIETI/Vice President, Gakushuin 
University）
FUKAO Kyoji （FF & PD, RIETI/Professor,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U Minh Khuong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Mario B. LAMBERTE （Director, ADBI）
CHUN Hyunbae （Professor, Sogang University）
RHEE Keun Hee （Senior Researcher, Korea Productivity Center）
Gaaitzen de VRIES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MORIKAWA Masayuki （VP, RIETI）
Abdul Azeez ERUMBAN （Assistant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RIETI-RAND研讨会

从老年人跟踪调查数据中可以学到什么：为了提高生活
和健康水平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1072901/info.html

时间 2011/07/29
会场 东海大学校友会馆 阿苏•东海会议厅

主办 RIETI、兰德（RAND）研究所

研讨会日程

　开幕辞

　特别致辞
　讲演 "Longitudinal Aging Data for Behavioral and Social Research"
　第1部分 从跟踪调查数据看世界老龄化的现状

"日本版生活与健康的调查（JATAR）概要、意义以及从中获知的
老年人的状态"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ell-being in the US, the UK, and 
Continental Europe"
"Health and Early Retirement: Policy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Cognitive Health of Older Indians: Individual and ge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female disadvantage"

　第2部分 根据跟踪调查数据思考医疗政策

"Should Medicare Reform Target Incentives for Providers or 
Patients?"
"Understanding Health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关于日本老年人的医疗与健康的分析"

　第3部分 根据跟踪调查数据思考老年人的工作方式

"Mental Retirement: National-level policy variations and 
pooled cross- sectional data from HRS, ELSA, and SHARE to 
identify a causal effect of early retirement on cognition"
"日本老年人的退休过程与社会保障"
"Were They Prepared for Retirement? Financial Status at 
Advanced Ages in the HRS and AHEAD Cohorts"

　闭幕辞

演讲者/ 
 讨论嘉宾

藤田 昌久 (RIETI所长・CRO，甲南大学教授，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特聘教授) 
Arie KAPTEYN (兰德研究所劳动与人口研究部门主任) 
吉富 胜 (RIETI特别顾问) 
John W. R. PHILLIPS (美国国立老化研究所行为与社会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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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el BÖRSCH-SUPAN (马克思・普朗克（Max-Planck）社会法与社
会政策研究所慕尼黑老龄化经济学中心（MEA）主任) 
Jinkook LEE (兰德研究所高级经济师) 
桥本 英树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研究科教授) 
David WEIR (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教授兼健康与退休研究
（HRS）主任) 

James P. SMITH (兰德研究所Distinguished Chair in Labor 
Markets and Demographic Studies) 
清水谷 谕 (RIETI CF，财团法人世界和平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Robert WILLIS (密歇根大学教授) 
David WISE (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教授)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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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of 15 Experts 全体会议

A3 Triangle Initiative o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for Korea, China and Japan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1060201/info.html

时间 2011/06/02
会场 Seoul Press Centre, Seoul, Korea
主办 NEAR, CASS, EAMI, RIETI
研讨会日程

Welcome Remarks and Introduction
4th NEAR Award Conferment and Photo Session
Keynote Speech
Session 1　Reserve Pooling and Currency Swap
Session 2　Regional Capital Market Development
Session 3　A3 Regional Basket Currency
Roundtable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 to the Government

演讲者/ 
 讨论嘉宾

CHUNG Duck Koo （Chairman, The NEAR Foundation）
Joshua AIZENMAN （Professor, UC Santa Cruz）
OH John Junggun （President, EAMI and Professor, Korea 
University）
ZHANG Chengsi （Professor, Renmin University）
FUKUDA Shin-ichi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YOON Deok Ryo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FUKAGAWA Yukiko （Professor, Waseda University）
KIM Jung Sik （Yonsei University）
DING Yifan （Depu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Worl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re）
ONO Arito （Senior Economist,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HE Fan （Deputy Director,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OGAWA Eiji （FF, RIETI/Professor,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DING Jianping （Professor, Shangha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RHEE Yeongseop （Professor,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YOSHIDA Yasuhiko （SF, RIETI）

Group of 15 Experts全体会议
“A3 Triangle Initiative o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for 

Korea, China and Japan” （2011/06/02）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经济产业演讲会

全球经济与企业经营

时间 2012/02/15
会场 博多都饭店三层孔雀厅

主办 九州经济产业局、RIETI、九州经济国际化推进机构

研讨会日程

开幕辞

演讲Ⅰ “经济增长的关键——全球化与产业集群”

演讲Ⅱ “全球缝隙市场顶尖企业的经营战略——九州篇”

演讲Ⅲ “为进军海外的风险管理”

演讲者/ 
 讨论嘉宾

泷本 彻（九州经济产业局局长）

户堂 康之（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
国际协作学专业教授）

难波 正宪（立命馆亚太大学名誉教授）

冲田 刚一（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保险大阪支店长）

Japan-Korea Joint Workshop
亚洲生产率数据库研讨会

时间 2011/11/25
会场 学习院大学目白校园东2号馆经济系第1会议室

主办 RIETI、科学技术研究费基础研究（S）“关于日本无形资产投资的
实证分析”、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Global-COE“构筑社会科学的
高水平统计与实证分析基地”、韩国生产率中心

研讨会日程

演讲 “IO Table Data of the KIP, JIP, and Asia KLEMS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consistency with SNA, SU Tables, etc.）”
“Capital Input Data of the KIP, JIP and Asia KLEMS”
“Labor Input Data of the KIP, JIP and Asia KLEMS”

演示 “Intangible Asset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merging 
Markets”
“Intangible Investment in Japan at the 2-Digit Industry Level”

演讲者/ 
 讨论嘉宾

CHUN Hyunbae （Professor, Sogang University）
PYO Hak K. （Professor,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Chair, Asia 
KLEMS Committee）
RHEE Keunhee （Senior Researcher, Korea Productivity Center）
MIYAGAWA Tsutomu （FF,  RIETI/Professor,  Gakushuin 
University）
HISA Shoichi （Associate Professor, Yokohama City University）
FUKAO Kyoji （FF & PD, RIETI/Professor,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RIETI国际研讨会

“东亚企业生产率”课题国际研讨会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2022901/info.html

时间 2012/02/29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研讨会日程

Opening Remarks
Morning Session  Exports and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Firms

“Effect of Privatization on Exports through Changes in 
Productivity and Financial Factors”
“Trading Partners, Traded Products, and Firm Performances 

of China's Exporter-Importers: Does processing trade make a 
difference?”

“Factor Intensity, Product Switching, and Productivity :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s”

Afternoon Sess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Firms' Growth （1）
“The Effect of Exporting on Product Innovation and Sources 

of Firm Heterogeneity: Evidence from the 1980s and 1990s in 
Korea”
“The Impact  of  Trade with Low-wage Countr ies  on 

Manufacturing Plants in Japan”
Afternoon Sess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Firms' Growth （2）

“Exports, Mark-ups, and Productivity: Micro-evidence from 
Korean manufacturing”
“Exporter Dynamics and Information Spillovers through the 

Main Bank”
“Market Competition, R&D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ese and Korean firms”
Concluding Remarks

演讲者/ 
 讨论嘉宾

FUJITA Masahisa （President and CRO, RIETI/Professor, Konan 
University/Adjunc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Kyoto University）
ITO Keiko （Senshu University）
FUKAO Kyoji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ODO Yasuyuki （RIETI/University of Tokyo）
INUI Tomohiko （Cabinet Office）
ZHANG Yifan （Lingnan University）
YU Zhihong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KWON Hyeog Ug （RIETI/Nihon University）
HAHN Chin Hee （Kyungwon University）
MIYAKAWA Daisuke （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NAKANE Masato （RIETI/IMF）
Chad STEINBERG （RIETI/IMF）
LEE Siwook （Myongji University）
KIM YoungGak （Senshu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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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产业演讲会
全球经济与企业经营（2012/02/15）
户堂 康之 FF

宣传活动 ③ -2 讲座，研习会



KIET-RIETI-TIER研讨会

Small & Medium Enterprises: Issues and Policies
时间 2011/11/22
会场 Korea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ics & Trade （KIET）, Seoul, 

Korea
主办 RIETI, KIET,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TIER）
研讨会日程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SMEs and Globalization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SMEs in Japan” 
“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for SMEs in Taiwan”

Session 2  SMEs: The Effect from Financial Sectors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Effect of Mega-bank Merger on SME Borrowing Costs and Bank-

Firm Relationships” 
“Korea's Entrepreneurship Rat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Session 3  SMEs: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Advancing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on SME Developmen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BIR Program among Korea, Japan, and 

Taiwan” 
“High Growth SMEs”

Closing Remarks
演讲者/ 
 讨论嘉宾

SONG Byoung Jun （President, KIET）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HONG David S. （President, TIER）
TANAKA Ayumu （F, RIETI）
KIM Won-Kyu （Senior Research Fellow, KIET）
YANG Chia-Yen （Director of Division VI, TIER） 
UCHINO Taisuke （F, RIETI）
HONG Seok-Il （Research Fellow, KIET）
HO Chen-She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TIER）
YOSHIDA Yasuhiko （SF, RIETI）

RIETI特别研讨会

哈佛大学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教授
特别演讲：关于World KLEMS项目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1072601/info.html

时间 2011/07/26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研讨会日程

　演讲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 KLEMS Consotrium”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演讲者/ 
 讨论嘉宾

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哈佛大学教授） 
深尾 京司（RIETI FF・PD，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特别BBL论坛

FSX摩擦究竟是怎么回事？日美双方的验证与教训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1100701/info.html

时间 2011/10/07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研讨会日程

　演讲 "An American's View of Japan's FSX Program: Was it 'reinvent-
ing the wheel' or increasing Japan's defense capability?"
"Looking Back at the FSX Dispute—Lessons for the future—"

演讲者/ 
 讨论嘉宾

詹姆斯.E.阿瓦（范德堡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日美研究合作中心主
任）

今野 秀洋（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董事）



Special Feature

Special Report

FUJITA Masahisa
President and Chief Research O�cer, RIETI / Professor, Konan University

Japan's Recovery by Removing 

Borders and Decentralization: 

From a spati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On July 29,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Basic Policy on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Although the reconstruction project is on the 

order of 23 trillion yen over 10 years, the vital issue of how 

this project is to be funded remains a subject for future 

discussion. The new Cabinet led by NODA Yoshihiko, who 

was named prime minister on August 30, is required to create 

and implement quickly a speci�c plan for reconstruction. This 

column aims to give an outlook for the future course of Japan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economics. 

Spatial economics is a new field of economics that analyzes 

dynamic changes in intercity,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patial economic systems by focusing on agglomeration forces 

(improvement in productivity and creativity) arising from the 

proximity of diverse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Its fundamental task is to analyze 

the process in which diverse activitie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orm a variety of agglomeration at municip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in close interactions on the one 

hand and decentralization on the other through a tradeoff 

between economies of scale in individu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transport costs in a broad sense (see Figure).

Figure: Fundamental task of spatial economics

P r o f i l e  

FUJITA Masahisa is RIETI's president & chief research officer and 

concurrent professor at Konan University. His expertise includes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regional development, spati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e obtained his Ph.D. in regional scienc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 1972. Prior to his current position, 

he was a professor at the Regional Scienc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6-94) and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4-95). He is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the Japanese Economic Association,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lected publications include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written with J. 

F. This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e Spatial Economy (written 

with P. Krugman and A. Venables, MIT Press, 1999), Urban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and others.

Augus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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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ke Revival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was the first massive and 

complex disaster in history that included an earthquake, a 

tsunami, a nuclear power plant accident, power supply failure, 

and large-scale disruptions of supply chains.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tradeoff between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risks 

resulting from diverse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is an 

essential issue to be addressed when thinking of the desirable 

spatial structure for Japan.

Japan was at an impasse even before the earthquake, faced 

with many fundamental problems. Japan should aim not just 

at a recovery to the state before the earthquake but also at a 

creative recovery that leads to a new future for Japan.

The experience of the Great Hanshin-Awaji Earthquake could 

b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inking about a creative recovery 

from the earthquake. Although the Port of Kobe achieved full 

recovery from a devastating disaster in the short period of two 

years and two months, its function as the international hub 

port in East Asia had already been overtaken by Busan and 

Shanghai. This fact demonstrates that the lock-in e�ects of a 

hub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transport network cannot 

be recaptured once it is lost. It is also a telling reminder of the 

di�culty of a creative recovery.

Transforming the disaster into a creative destruction leading 

to new growth is a task that requires exceptional resolution, 

energy, and time. As it appears, however, Japan has been 

forced, rather than by choice, to change itself drastically. This 

is indeed the greatest crisis since World War II. But Japan 

must turn it into an opportunity to bring about fundamental 

changes by making united efforts and taking decisive steps. 

Otherwise, Japan's decline will continue.

Let us consider the direction to be taken in reconstructing the 

Japanese socio-economic system by focusing on the preferred 

path for recovery in the Tohoku region. The principal thrust 

should come from borderlessness and decentralization.

First, let us consider the target direction for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relation to the 

problem of supply chains. Although the areas directly struck 

by the earthquake were mainly four prefectures in the Tohoku 

and Kanto regions (Iwate, Miyagi, Fukushima, and Ibaraki),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Japan and par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broad were forced to suspend 

production.

A single automobile is manufactured by assembling 20,000-

30,000 parts and materials. Economies of scale work for the 

production of each part. With an establishe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low transport costs, there is a strong 

incentive in Japan for a single company to mass-produce each 

part in a single location and transport such parts to places 

all over Japan and some to other countries. A dense network 

of supply chains is established all over Japan, and each 

manufacturer has been engaged in highly e�cient production 

while reducing inventory to a minimum. Such efficiency-

oriented management of supply networks backfired in the 

wake of the earthquake.

Japanese companies showed remarkable responsiveness on 

the frontline of production and restored supply chains at a 

rate greater than initially expected with production almost 

normalized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t the time of 

writing. Nevertheless, production at present has merely been 

rehabilitated to its original state. Placing the highest priority 

to the speed of restoration, rather than taking a "building back 

better" approach, was an inevitable choice, given the need to 

avoid the hollowing-out of Japan'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however, leaves Japan with the challenge of 

creating more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both within and across 

its national boundaries. We need to address this issue without 

delay in order to avoid the risk of Japan being excluded from 

global procurement networks, as there is strong pressure 

on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manufacturers from both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overseas markets to disperse production.

The point is how to disperse risk while taking advantage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we can take three basic policies to 

achieve that end: 1) virtual dispersion of plants through a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BCP) or a similar plan, 2) physical 

dispersion of plants inside Japan (for instance, to western and 

eastern Japan) or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and 3) thorough 

differentiation of core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those 

constituting the source of competitiveness—through 

continu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y making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strategies for parts and components, 

i.e., commonaliz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We must find the 

best mix of these three policies to reconstruct more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in Japan and abroad.

In doing so, it is necessary to be capable of responding to a 

change in the major trend of the world economy, taking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complete restoration 

of the Port of Kobe. Conventional global supply chains of 

Japanese corporations have been constructed for consumer 

markets in advanced Western countries. In this century, 

however, it is in emerging countries where a large expansion 

in the demand for industrial products is expected.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rowth, current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RIETI  Highlight  2011  Special Edition 5

SYMPOSIUM
RIETI ─RANDシンポジウム

NIA の使命は、高齢化の
プロ

セス、加齢に伴う疾病、高
齢者

特有の問題とニーズにつ
いて、

質の高い調査を実施し、その
デー

タを社会保障制度、メディ
ケア

などの幅広い主要政策課題
に有

効活用できるよう関係団体
に情

報を発信することにより、米
国の

高齢者の健康と幸福度を改
善することにある。また、

2007

年の NIA 戦略計画は、縦断的調
査の開発、データ・アーカ

イ

ブの作成、データの共有化
に加えて、国際比較研究を

促進す

るための高齢化に関する社
会・行動データの国際的調

和の推

進を謳っている。

NIA が採用している研究モ
デルは、研究コミュニティ

から

膨大な量の情報を収集する
ものだ。即ち、自らの科学

的プロ

グラムの方向性について専
門家の助言を受けるのであ

る。「健

康と引退に関する調査（HR
S）」を進めるための決定も同

様で

あり、定期的なレビューに
加え、「1987 年のデータ収

集の優

先順位に関する特別諮問パ
ネル（1987 Ad Hoc Ad

visory 

Panel on Data Collecti
on Priorities）」など、多く

の学術

会議や専門家パネルでの勧
告を受けつつ実施された。

それら

全ての会議から得られた一
貫した主題は、学際的、縦

断調査

を実施し、とりわけバイオ
マーカー（生体指標）と行

政デー

タとの結合に配慮しておく
ことの重要性だった。

NIA は、連邦政府、データ
収集者、第三者専門家間の

相互

連携を特徴とするメカニズ
ムを活用することでデータ

の充実

と展開を図るとともに、行
政データとの関連性確保な

らびに

財源調達のために他の連邦
政府機関とも連携している

。また、

研究者のネットワークと配
信の仕組みを通じてデータ

が十分

に活用され、調和が図られ
るようにするための取り組

みにも

乗り出している。NIA の助
成金交付プロセスでは、H

RS を充

実させるため継続的に第三
者専門家によるレビューと

モニタ

リングが実施されている。
米社会保障庁、メディケア

・メディ

ケイド・サービス・センター
など、他の連邦機関とのパー

トナー

シップは、行政データを用
いた独特の研究を行う場を

提供し

ている。

国際比較研究（（例）グルー
バー／ワイズ（Gruber/W

ise））

の成果を踏まえ、国際比較
研究の拡充を目的に、さま

ざまな

高齢化調査の比較可能性を
さらに高めることが求めら

れてい

る。国際的なデータ収集に
加え、より調和した尺度の

作成を

支援し、調査を充実させる
ため、計画準備助成金が提

供され

ている。ランド研究所は、
NIA からの支援により、H

RS デー

タの効果的な配信に関する
2 件のプログラムを実施し

ている。

これらは、利用しやすい RAND HRS データセット
と、国際

比較研究の資源としての「
ランド・サーベイ・メタデ

ータ・

レポジトリ」である。両方
とも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で自

由に閲

覧できる。

要約すると、HRS は、NI
A が研究コミュニティから

の膨大

なフィードバックとともに
長期的な高齢者調査を求め

たこと

の結果であった。配信戦略
は、学術分野のユーザー数

の増加

という点で成果を上げてい
る。また、複数の学問領域

にまた

がる多くの主題領域を網羅
し、科学面、政策面で大き

く貢献

している。たとえば、HRS
は、処方薬の保険適用に関

する拡

大メディケア・プログラム
、株式と引退に対する金融

危機の

高齢化への対応は、世界の
多くの国々、とりわけ日本に

とって重要かつ喫緊の課題
であることについては論を待

たない。すで

に、世界各国では高齢者を
対象とした大規模なパネル

調査（追跡調査）が実施され
、学術研究に用いられるだ

けでなく、現実

の政策立案の判断材料とし
て活用されている。一方、日

本の高齢者の実態を多面的
に捉えた統計データは不足

しているといわ

ざるを得ない状況であったが
、2007 年から RIETI を

中心として世界標準の大規模
高齢者パネル調査（「くらしと

健康の調査」

Japanese Study of Ag
ing and Retirement, J

STAR）を実施し、これまで
に 2 回の調査を行っている

。

今回のシンポジウムでは、ア
メリカ、ヨーロッパを初めと

して、世界各国で実施されて
いる高齢者パネル調査を設

計、指揮する最

先端の研究リーダーが集結し
、データから見えてくる高齢

者の実像と、現実の政策決
定への活用状況について紹

介が行われると

ともに、JSTAR から見え
てくる、日本の高齢者の実像

と、あるべき政策への含意
、また多面的パネル調査の

重要性について

活発な議論が行われた。

高齢者パネルデータから学ん
だものは何か：

くらしと健康の向上のために

行動・社会的調査のための
縦断的高齢化データ

Longitudinal Aging Da
ta for Behavioral and 

Social Research

講 　 演

John W. R. PHILLIPS
米国国立老化研究所（N IA

） 行動・社会調査プログラ
ム

2011 年 7 月 29 日開催

3

SY
特  集

先進国の先頭を行く「少子高
齢化社会」の進展への対応、

東日本大震災による

未曾有の困難からの復興、日
本経済の再生、等々、

政策へのニーズはどんどん高
まっている。限られた資金、資

源を使って、

最も効率的に政策を実施する
ためには、学術的なエビデン

スに基づく議論が不可欠だ。

そうした学術研究を支えるた
めに RIETI が整備を進めて

いる国際的な

データベースの内容や、実証
データに基づく研究成果の一

端を紹介する。

RIETI データベースの
構築
─少子高齢化、生産性の実

態を捉える─

　SYMPOSIUM

高齢者パネルデータから学ん
だものは何か：

くらしと健康の向上のために
 

　Non-Technical Summa
ry

高齢者の生活満足度における
家族・社会要因の

重要性に関する男女比較  
小塩 隆士

　特別講演 Dale W. JORGENSON

　COLUMN

アジア KLEMS と JIP デ
ータベース 

冨田 秀昭 研究コーディネー
ター

　Non-Technical Summa
ry

消費税引上げの異時点間代替
効果と所得効果 

David CASHIN ／ 宇南山 
卓 FF

外資系企業の参入と国内企業
の生産性成長：

「企業活動基本調査」個票デ
ータを利用した実証分析 

伊藤 恵子 FF 

RIETI-RAND シンポジウ
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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経済産業研究所
独立行政法人

ジョルゲンソン教授特別講演ワールドKLEMSとアジアKLEMS

～少子高齢化、生産性の実態を捉える～
少子高齢化 生産性の実態を捉える

特  集

RIETI データベースの構築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IAA

Annual Report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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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Feature      

Quake Revival
R. WAKASUGI T. ITO N. HAMAGUCHI S. NAGAOKA K. FUKAO

H. OHASHI K. TSURU M. FUKAO H. TAKEDA M. FUJITA

为了有助于广泛普及研究成果，活跃政策讨论，RIETI 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宣传资料。这里介绍的宣传资料全部免费，除了一部分外，还可以

从网站上下载。

RIETI HIGHLIGHT （宣传杂志）

特集报道、研讨会及讲座的会议报告、新书评论、

研究员撰写的专栏等，介绍每季度 RIETI 的最新

活动状况。开设 Research Digest 栏目，针对新

近发表的工作论文（DP）提出的问题、要点及

政策上的应用等采访作者，介绍内容。

50 页左右

语言：日文 / 英文（英文只有增刊号）

年度报告宣传手册

介绍研究成果

RIETI的介绍

全面介绍每年度 RIETI
的全部活动，包括研究

课题和研究成果、成果

普及活动、研究员一览

等内容。

60 页左右

语言：日文 / 英文 / 中文

概括介绍 RIETI 的设

立目的、研究成果、

成果普及活动、组织

形式等内容。

语言：日文 / 英文 / 中文

季刊（日文）

增刊（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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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 ⑤　BBL论坛

2012/3/23 大洪水后的泰国经济 演讲者 : Virasakdi Futrakul（泰国驻日本大使）

2012/3/14 党代会在即，中国经济的课题

演讲者 :  

评论员 :

孟 健军（RIETI VF，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CIDEG）高级研究员）

关 志雄（RIETI CF，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2/3/13 【通商产业政策史系列】WTO知识财产体系的构建及其后的发展
演讲者 : 高仓 成男（RIETI SF，明治大学法学研究生院教授，铃荣专利综合事务所专

利代理人）

2012/3/7 经常项目赤字化的可能性与最佳经济政策 演讲者 : 菅野 雅明（日本摩根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师）

2012/3/2
Dispute Settlement at the WTO : The views of a longtime 
panellist, negotiator, and committee chair

演讲者 : Christian HABERLI（Senior Research Fellow, World Trade Institute, Bern 
University)

2012/2/28 TPP的论点——TPP妖魔与重振农业 演讲者 : 山下 一仁（RIETI SF，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

2012/2/10 2012年的世界形势 演讲者 : 野上 义二（（财团法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理事长兼所长）

2012/2/7
绝对领先的经营:更新换代愈加强势的公司；充满信心的日本籍跨

国企业
演讲者 : 坂根 正弘（小松制作所董事长）

2012/2/1 医疗、护理作为产业实现增长的条件 演讲者 : 西村 周三（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所长）

2012/1/31 ASEA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演讲者 : 素林•比素万（东盟秘书长）

2012/1/27 支撑创新的八个理念 演讲者 : 德生 健太郎（谷歌公司亚太地区地理产品开发本部部长）

2012/1/26 麦当劳的经营改革 演讲者 : 原田 泳幸（日本麦当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CEO））

2012/1/18 从奥林帕斯和大王制纸事件思考日本公司治理的未来

演讲者 : 
评论员 :
评论员 :

宫岛 英昭（RIETI FF，早稻田大学商学学术院教授）

田中 亘（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

斋藤 卓尔（京都产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2011/12/21
从RIETI企业调查分析看企业绩效与利用女性人才和推进工作生

活平衡的关系

演讲者 : 山口 一男（RIETI VF，芝加哥大学Hanna Holborn Grey Professor of 
Sociology)

2011/12/20 关于日本的非洲外交
演讲者 : 松山 良一（（行政独立法人）国际观光振兴机构理事长，原驻博茨瓦纳日本

大使）

2011/12/13 应完善税制优惠私人年金（日本版IRA） 演讲者 : 森信 茂树（中央大学法学研究生院教授，东京财团高级研究员）

2011/12/7 Standards, Platforms, and Public Policy

演讲者 :  
 

评论员 :

Shane GREENSTEIN（Kellogg Chai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长冈 贞男（RIETI PD・FF，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2011/12/6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Outlook
演讲者 : Steven BARNETT（Assistant Director,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IMF)

2011/11/30 智能化战争的十年——从9.11恐怖袭击事件到3.11东日本大地震 演讲者 : 手岛 龙一（外交记者，作家）

2011/11/29 日本经济的新动向 演讲者 : 藤泽 久美（SophiaBank副总经理）

2011/11/24
【通产政策史系列】组织性与市场性是怎样结合起来的——以钢铁

政策为例

演讲者 :
评论员 :

金 容度（法政大学经营系教授）

盐田 康一（METI制造产业局钢铁课课长）

2011/11/17
有关限制与基准的最新WTO案件（关于贸易技术壁垒的协定和

TBT协定）
演讲者 : Andrew SCHOYER（Partner, Sidley Austin LLP）

利用中午息时间举办的 BBL（Brown Bag Lunch）论坛，从 2001 年到 2012 年 3 月的九年间共举办了 753 次、其中 2011 年度举办了
60 次。BBL 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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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2011/11/11 加拿大作为世界能源超级大国的崛起
演讲者 :
评论员 :

Joe OLIVER（加拿大联邦政府自然资源部部长）

石井 彰（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特别顾问）

2011/11/9
The liberalization process in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 in Norway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演讲者 : Odd Haakon HOELSETER（Director, Hafslund ASA/Former President & 
CEO, Statnett SF)

2011/11/8 会计专家的意见——从大地震走向复兴与发展

演讲者 :
演讲者 : 
演讲者 : 
演讲者 :

八田 进二（青山学院大学研究生院会计专业研究科教授）

柴 健次（关西大学研究生院会计研究科教授）

青木 雅明（东北大学会计研究生院教授）

藤沼 亚起（IFRS财团评议员会副议长）

2011/11/1 实现节能社会对环境、人类和经济的贡献
演讲者 : Francois-Xavier LIENHART（Deputy Delegate in charge of Japan, Saint-

Gobain Asia-Pacific/President, MAG-ISOVER K.K.)

2011/10/31
产品制造白皮书（2011年版）——向国际性结构变化与震灾危机

挑战的日本产品制造产业的业务战略重建
演讲者 : 堺井 启公（METI制造产业局政策企划官）

2011/10/21 21世纪的隐形冠军——活跃于世界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战略
演讲者 : 
评论员 :

Hermann SIMON（Simon-Kucher & Partners董事长）

太田 雄彦（中小企业基础整备机构地区经济振兴部部长）

2011/10/19 世界经济与金融市场 : 今后的展望与课题 减速的增长，风险的提高 演讲者 : 石井 详悟（IMF亚太地区事务所所长））

2011/10/17
从体育商业的发展战略与政策视角看日本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能够

获得世界冠军？
演讲者 : 平田 竹男（早稻田大学体育科学研究科教授、原日本足球协会专务理事）

2011/10/14 IKEA Japan: Our Journey 演讲者 : Mikael PALMQUIST（宜家日本股份公司总经理）

2011/10/12
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会媒介和智能电话时代的

精益创业（Lean Startup）与日本的变化
演讲者 : 赤羽 雄二（Breakthrough Partners株式会社董事）

2011/10/7 FSX摩擦究竟是怎么回事？日美双方的验证与教训
演讲者 :
演讲者 :

James E. AUER （美国范德堡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日美研究合作中心主任）

今野 秀洋（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2011/10/6 【通产政策史系列】资源能源政策（1973—2010） 演讲者 : 橘川 武郎（一桥大学大学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2011/10/4
BOP(Base of the economic pyramid)商务——从企业战略与开

发两方面看问题

演讲者 : 
演讲者 :

冈田 正大（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副教授）

大野 泉（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

2011/10/3 未来世界能源的前景 : 福岛核电事故后的能源战略 演讲者 : 田中 伸男（财团法人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特别顾问）

2011/9/21 天下大乱——日本的生存策略 演讲者 : 泷田 洋一（日本经济新闻社编辑委员）

2011/9/16 分析城市的社会资本与幸福——城市新潟新概念的可视化

演讲者 : 
演讲者 : 

评论员 :

千田 俊树（新潟市城市政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玉村 雅敏（新潟市城市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

副教授）

上山 信一（新潟市城市政策研究所所长，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教授）

2011/9/14 民间飞机开发的另一个课题 演讲者 : 川井 昭阳（三菱飞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执行董事）

2011/9/12
China’s Demographic Change and Implications for Rest of 
the World

演讲者 : 蔡 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1/8/31 非正式就业改革——如何改变日本的劳动方式 演讲者 : 鹤 光太郎（RIETI PD・SF）

2011/7/22
2011年版通商白皮书——战胜震灾，为强化全球性经济网络的复

兴而努力

演讲者 :
演讲者 :
演讲者 :
评论员 :

石冢 康志（METI 通商政策局企划调查室主任）

关口 訓央（METI 通商政策局企划调查室主任助理）

宇多 贤治郎（METI 通商政策局企划调查室限期职员）

伊藤 万里（RIET F，专修大学经济系国际经济专业副教授)

2011/7/21 关于中国第12个5年规划的经济社会发展（2011—2015年）
演讲者 :
演讲者 :

孟 建军（中国清华大学高级研究员）

关 志雄（RIETI CF，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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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12 共用品思想——实践与考察

演讲者 :
演讲者 :
评论员 :

后藤 芳一（大阪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科教授）

星川 安之（财团法人共用品推进机构专务理事）

竹上 嗣郎（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服务产业课医疗福利机器产业室主任）

2011/7/11 2011年版中小企业白皮书——地震后的复兴与克服增长制约 演讲者 : 星野 光明（METI 中小企业厅 事业环境部 调查室长)

2011/7/6 东日本大震灾的对策与今后的课题 演讲者 : 富田 哲郎（东日本旅客铁道股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综合企划本部长）

2011/6/30 【通产政策史系列】日本需要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吗？
演讲者 :
评论员 :

尾崎 安央（早稻田大学法学系教授）

高岛 龙佑（METI商务流通部门商务课课长）

2011/6/23
Opening Japan—Comparisons with other G20 countries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演讲者 : 

演讲者 : 

Dirk PILAT（Head, Structural Policy Division, Directorat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 Industry, OECD)
Andrea BELTRAMELLO（Policy Analyst, Structural Policy Division, 
Directorat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 Industry, OECD)

2011/6/16 【通产政策史系列】国家创新体系的变迁
演讲者 :  
评论员 :

泽井 实（大阪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福岛 洋（METI产业技术环境局研究开发课课长）

2011/6/13 【通产政策史系列】地区零售商业政策的展开
演讲者 :  
评论员 :

石原 武政（流通科学大学商学系特别教授，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 
藤野 琢巳（METI中小企业厅经营支援部商业课课长）

2011/6/10 阿拉伯各国的社会动荡与民主化 演讲者 : 池内 惠（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副教授）

2011/6/9 震灾对JX集团的影响、对策及今后的课题 演讲者 : 杉内 清信（JX控股公司董事，专务执行董事）

2011/6/6
日本经济的主要政策课题——长期停滞、收入差距、财政赤字与老

龄化
演讲者 : 原田 泰（大和总研顾问）

2011/5/12 关东大地震与产业复兴——自然灾害与产业的空间分布变化 演讲者 : 冈崎 哲二（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2011/5/10 震灾对策与来自产品制造现场的国家战略
演讲者 : 藤本 隆宏（东京大学产品制造经营研究中心主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

学研究科教授）

2011/4/26 IMF对世界经济的预测 2011年4月 演讲者 : 石井 详悟（IMF亚太地区事务所所长）

2011/4/25
如何吸取过去自然灾害的教训？——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复兴

与生活重建
演讲者 : 泽田 康幸（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副教授)

2011/4/21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政策运营 演讲者 : 深尾 光洋（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2011/4/20 超越复兴——日本能否再现经济增长的奇迹？
演讲者 : 户堂 康之（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国际协作学

专业教授）

2011/4/7 东北关东大地震后的经济复兴的课题与建议 : 以复兴财源为中心 演讲者 : 佐藤 主光（一桥大学政策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所长�CRO

藤田 昌久 都市经济学、地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

高级研究顾问（SRA）

根津 利三郎 科学技术、情报技术、产业政策、通商政策 －

尾高 煌之助
通商产业政策思想史、广域亚洲宏观经济史统计集成、作为

史料的公文书正当保存、现代劳动经济分析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

若杉 隆平 
（兼）教职研究员

国际经济的实证分析、创新的经济分析、法和经济学
〈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关于支持日本贸易政策的实证性

分析）

吉川 洋 
（兼）教职研究员

一直从事以凯因斯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日本经济，特

别是九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分析为主要课题的研究。近年较

为关心在老龄化迅速严重之中，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

百分之几的问题，以及宏观经济学的统计力学式的探讨。

〈日本经济的课题与经济政策——需求、生产率和持续发展〉（中小企业的活

力、环境能源与经济增长）

研究项目主任（PD）

深尾 京司 
（兼）教职研究员

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亚洲的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创

新与全要素生产率：产业与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全要素生

产率的国际比较

〈东亚产业生产率〉（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构建按地区划分的生产数据库与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结构变化）（东亚企业生产率）（服务产业生产率）

深尾 光洋 
（兼）教职研究员

国际金融论、金融论、公司治理 〈探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重建财政政策〉

滨口 伸明 
（兼）教职研究员

空间经济学、巴西地域经济
〈关于在全球化与灾害风险环境中保持增长的日本经济空间结构与供应链的

研究〉

伊藤 隆敏 
（兼）教职研究员

国际金融论、日本经济论、宏观经济学 〈关于汇率转嫁的研究〉（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

长冈 贞男 
（兼）教职研究员

创新、产业组织 〈创新过程与创新制度基本设施的微观数据研究〉（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

大桥 弘 
（兼）教职研究员

产业组织论、贸易政策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全球化和创新与竞争政策）

武田 晴人 
（兼）教职研究员

日本经济史 〈通商产业政策史各分论〉

鹤 光太郎 
（兼）高级研究员

根据涵盖比较制度分析，信息、激励机制、合同的经济学，法

律与经济学等的“组织与制度的经济学”进行经济体系的分

析与研究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组织与制度的经济分析〉

若杉 隆平 
（兼）教职研究员

国际经济的实证分析、创新的经济分析、法和经济学
〈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关于支持日本贸易政策的实证性

分析）

副所长（VP）

森川 正之 经济政策、产业结构 （服务产业生产率）

高级研究员（SF）

后藤 康雄 宏观经济、金融、产业组织论 －

加藤 创太
比较政治经济、舆论与投票行动、政党、政治分析方法论

（Political Methodology）、美国政治
－

小林 庆一郎
内生经济成长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景气循环理论、不良债权问

题、国债管理和财政重建问题、政治经济体系的经济学分析等
〈关于以重建财政等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

中西 穗高
地区经济学——地区活跃化、产业振兴 
行政外包、远程办公

〈活跃地区经济体系的研究〉

中富 道隆 贸易法与贸易政策、国际经济 〈关于今后贸易体系与治理的个案研究与方针的研究〉

西垣 淳子 
（兼）研究调整主
任（负责政策史）

统治机构论、竞争政策、低生育率对策等 （全球化和创新与竞争政策）

小泷 一彦 － （服务产业生产率）

研究员一览

氏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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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4 月～ 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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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 五郎

产业政策、经济政策、政策形成与企划立案、产业结构、新

经济理论与经济熵、地球环境与循环社会、环境伦理、价值

观、货币论、系统工学与智能工学、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

租税理论、外国人劳动力与移民、中小企业、商务模式、知识

产权、国家理念、开发经济学与经济发展论、信息化、区域经

济、经济合作、承包与零件生产结构、组织论、博览会与展览

会、经济思想与宗教论、风土论与日本论 

－

尾崎 雅彦 温室效应问题、环境教育、金融、技术革新 （活跃地区经济体系的研究）（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

田口 左信 － －

高仓 成男 国际知识产权政策、专利实务 －

富田 秀昭 
（兼）研究调整主任

关于R&D与专利的实证研究、创新、温室效应问题、金融 〈完善RIETI数据〉（东亚产业生产率）（服务产业生产率）

THORBECKE 
Willem 金融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Global Imbalances〉

山下 一仁
食品农业政策、中间山地区问题、环境与贸易、WTO农业谈

判
〈为加强全球化和人口减少时代的农业竞争力而推行农政改革〉

吉田 泰彦 通商政策、中小企业政策、产品制造及其他产业振兴政策 －

研究员（F）

伊藤 万里 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创新经济分析
（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关于支持日本贸易政策的实证性

分析）

戒能 一成

制度设计工学、计量经济学、空间经济学、数值解析·模拟分

析、定量政策评估、能源·环境制约问题、经济活动的可持续

性评价

〈下一代能源统计及供求动向分析系统的研究开发〉〈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下围绕削减温室效应气体问题的国际动向调查〉

小西 叶子 计量经济学
〈经济变化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理论与实证分析〉〈完善RIETI数据〉（东亚

产业生产率）

松田 尚子 经济政策、创新管理、网络分析、社会网络服务 〈使用SNS的网络经济分析〉

中田 大悟

宏观经济学、内生经济成长论、社会保障的经济分析、模拟

分析、在日本可持续的征收方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构筑方法、

男女共同参与的社会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佐藤 仁志 国际经济学（以贸易为主）、经济增长 （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

田中 鲇梦 国际贸易、文化经济学 （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

冢田 尚稔 创新的经济分析、产业组织论 
（创新过程与创新制度基本设施的微观数据研究）（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

（完善RIETI数据）

内野 泰助 金融论（企业金融、银行行为）、应用计量经济学 
（出口与日本经济：如何理解2000年代的经验）（日本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决

定因素：使用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高效企业金融和企业间网络方式研究会)
（完善RIETI数据）

教职研究员（FF）

赤井 伸郎 公共经济学、地方财政 
〈从财政统一的角度（财政制约下的最佳资源分配）看如何构建教育财政管理

体制〉

青木 玲子 产业组织论、应用微观理论 〈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

青山 秀明 基本粒子理论、普通物理学、数理语言学、经济物理学 〈中小企业的活力、环境能源与经济增长〉

八田 达夫 公共经济学 〈有关电力自由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一条 和生 组织论（知识创造论）、领导能力、企业变革论 〈亚洲的商业和人才战略研究〉

市村 英彦 计量经济学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井上 达彦 商务体系（价值创造体系）、商务模式设计、商务环保体系 
〈有关优秀中小企业（Excellent SMEs）的经营战略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研

究〉

石川 城太 国际贸易理论 〈关于全球经济中的技术的经济分析〉

伊藤 惠子
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直接投资、跨国企业等）的实证研

究、有关产业与企业的生产率实证研究
〈东亚企业生产率〉（东亚产业生产率）

祝迫 得夫 金融、宏观经济学 〈出口与日本经济：如何理解2000年代的经验〉

川口 大司 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
〈企业内人力资源分配机制的经济分析——使用人事数据的内部计量经济学〉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氏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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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4 月～ 2012 年 3 月）



川滨 升
反垄断法与竞争政策、金融与资本市场监管、法与经济学、

竞争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的界面、消费者保护监管
〈全球化和创新与竞争政策〉

川濑 刚志 国际经济法、通商政策 〈关于WTO的综合研究〉〈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究〉

橘川 武郎 日本经营史、能源产业论 〈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

清田 耕造 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日本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决定因素：使用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东亚产业生

产率）

小寺 彰 国际法·国际经济法、WTO体制的存在方式、投资协定
〈国际投资法的现代课题〉（关于今后贸易体系与治理的个案研究与方针的研

究）

权 赫旭 产业组织论、生产率分析、国际经济学
〈服务产业生产率〉（东亚产业生产率）（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构建按地区划

分的生产数据库与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结构变化）

马奈木 俊介 环境管理、环境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关于大地震后的环境、能源和资源战略的经济分析〉

宫川 努
以设备投资为中心的企业行动、产业结构分析、亚洲经济动

向

〈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东亚产业生产率）（日本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决定因

素：使用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构建按地区划分的生产数据库与东日本大地

震后的经济结构变化）

宫岛 英昭 日本经济史研究、企业金融、公司治理
〈企业治理分析新领域——努力恢复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企业治理、组织、战略

选择与绩效〉

森 知也 城市与地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经济集群的形成及其空间类型的秩序创造开发：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框架及其

在地区经济政策的应用〉

元桥 一之

应用微观经济学、经济统计、计量经济学、生产率国际比较、

信息技术的经济分析、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创新体系论、

投入产出分析

〈关于开放性创新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

中村 良平 都市经济学、地域经济学、公共政策 〈建设可持续发展地区：新产业集群与功能分担〉

榆井 诚 经济学、复杂系统 〈法人征税制度的政策评估〉

西村 和雄 非线性经济动力学、教育经济学、神经经济学 〈为构建富于活力的日本经济社会的基础研究〉

小川 英治 国际货币、国际金融 〈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

奥村 诚 土木计划学、城市间交通规划、国土规划、城市规划 〈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学到的如何构建坚实的地区经济相关研究〉

田渊 隆俊 城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关于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空间结构的理论与实证〉

高桥 德行 企业家精神、中小企业 〈影响创业活动因素的国际比较分析〉

户堂 康之 国际经济学、开发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 〈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东亚企业生产率）

德井 丞次
劳动投入指数、体现于资本的技术进步率、资本的平均使用

年数

〈构建按地区划分的生产数据库与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结构变化〉（东亚产

业生产率）

富浦 英一
国际经济学（主攻有关贸易的计量实证分析）、产业组织论

（主攻企业、营业所的微观统计分析）

〈关于支持日本贸易政策的实证性分析〉（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

研究）

植杉 威一郎
金融政策、金融市场（尤其是短期金融市场）、宏观经济、企

业金融

〈高效企业金融和企业间网络方式研究会〉（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原因与政策

性含义）

宇南山 卓 家庭经济行为、应用计量经济学、指数理论 〈日本经济的课题与经济政策——需求、生产率和持续发展〉

后 房雄 政治学、行政学、NPO论 〈关于日本第三部门的整体状况及其经营实态的调查研究〉

渡边 努
低通胀下的金融政策、流动性陷阱、对外债务的货币构成、

财政政策的效果

〈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原因与政策性含义〉（高效企业金融和企业间网络方式

研究会）

吉野 直行 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证研究
〈通过审查中小企业和构建亚洲CRD中小企业数据库向中小企业和增长部门

提供资金〉

顾问研究员

安桥 正人 经济增长论、产业经济、合同与组织 －

青木 洋纪 － －

新井 园枝 －
（东亚产业生产率）（构建按地区划分的生产数据库与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

结构变化）

荒冈 拓弥 技术经营、产业论 －

CHOI Youn-Hee Strategy & Policy Development for Innovation of High-
tech Industry including Bioindustry 

－

土井 良治 创新政策、竞争政策 －

榎本 俊一 － －

氏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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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4 月～ 2012 年 3 月）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年度报告 2011　62  63



江藤　学 技术转让、技术管理、标准化 －

藤井 敏彦
企业的社会性责任 
与产品相关的环境监管

－

藤田 健 － －

深野 弘行 － －

福永 佳史 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政治经济学 －

福山 光博
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体制比较分析、日本型经济模式

的发展史、公共政策的历史与思想
－

后藤 由利 投资协定 －

秦 茂则 研究开发评价、创新政策 －

服部 崇 国际关系、环境、贸易 －

早藤 昌浩
贸易政策、贸易体系、经济史（日本经济、贸易政策、技术发

展）、环境经济
－

林 良造 日美关系、经济结构改革　 －

林 杨哲 金融、中小企业政策、人才培养、产品制造 （亚洲的商业和人才战略研究）

日暮 正毅 － （法人征税制度的政策评估）

细谷 佑二 产业集聚与创新、中小企业、地区产业政策
（有关优秀中小企业（Excellent SMEs）的经营战略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研

究）

今井 尚哉 财政政策 －

今川 拓郎 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论、都市经济学 －

井上 诚一郎 经济财政的中长期展望 －

入野 泰一
历史学、产业法制（知识产权、中小企业、能源等）、国际政治

（安全保障、国际能源战略等）、创新
－

石毛 博行 国际经济、产业、中小企业 （关于今后贸易体系与治理的个案研究与方针的研究）

石井 芳明 中小企业·风险企业政策、产业组织论、革新政策 －

岩谷 邦明 计量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

伊藤 公二 国际金融、贸易、计量经济学 －

岩本 真行 动态效率、产业结构 －

加贺 义弘 － －

梶川 文博 － （亚洲的商业和人才战略研究）

片冈 隆一 日本宏观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投资 －

片山 启 － －

加藤 肇 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 －

河岸 俊辅 能源环境政策、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框架、政策与业务分析

川崎 研一

经济模型分析（宏观计量模式、可计算一般均衡应用模型）、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管制改革、景气动向、经济前景、

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储蓄投资动向、工资物价的决定机制

－

河津 司 流通政策、流通业的生产率 （经济变化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理论与实证分析）

木原 隆司

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政策论、国际公共资财援助

与协调及争端后援助与国际机构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制

度政策环境与援助发展、东亚的老龄化与金融市场

－

桐山 伸夫 国际经济 －

喜多见 富太郎
地方政府经营治理、行政外包、新公共、政策市场营销调查

分析
（活跃地区经济体系的研究）

小林 献一 国际经济法、通商政策 （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究）

小林 庸平 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非营利部门 （法人征税制度的政策评估）

儿玉 直美 －
（东亚产业生产率）（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构建按地区划分的生产数据库与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结构变化）（服务产业生产率）

仓田 健儿 技术政策、社会的技术治理 －

氏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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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4 月～ 2012 年 3 月）



黑田 笃郎
中国和东亚的产业与经济、东亚经济一体化、日本企业的海

外战略、开发援助
－

关 志雄 中国经济改革、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日元圈 －

前田 充浩
金融地政学（国际金融体系的地政学分析）、开发援助论、产

业人才培养、信息社会学
－

增田 雅史 IT社会的法律制度、电子内容流通 －

松本 秀之
国际金融市场、跨国投资银行、全球信息系统战略、离岸外

包与外包、比较文化
－

松本 加代 通商法、投资协定、国际行政学 （国际投资法的现代课题）

松永 明 － －

松冈 秀贡 － －

松岛 大辅

日本企业的海外发展与“当地化”、日本企业的东亚生产网

络、印度经济与印度商业、新兴国家的基础设施商业、企业

进化

－

宫崎 由佳 国际贸易、产业组织论、应用微观经济学 －

守本 宪弘 产业人才政策、中小企业论 －

宗像 直子 区域经济一体化、亚洲经济、国际贸易系统 －

中根 诚人 国际经济、应用计量经济、开发经济 （东亚企业生产率）

中野 圣子
金融行政、国际金融、金融政策、金融衍生商品、日用品、能

源
（出口与日本经济：如何理解2000年代的经验）

中野 刚志 － －

中尾 泰久 亚太政治经济、技术与法律 －

西冈 隆
社会保障（年金财政的思考方式、政府年金与个人年金的理

想方式等）
－

野口 聪
使用政府统计进行产业、企业分析，信息政策、尤其关注医

疗信息化的推进政策等
－

野原 谕 财政的可持续性 －

小黑 一正

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内生型增长理论、适应人口减少

经济的财政和社会保障改革、运用代际核算和OLG模式的模

拟分析

－

及川 景太 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

佐分利 应贵 创新政策、社会医学（社会病的治疗法） 〈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调查研究〉

佐伯 德彦 安全保障政策、资源经济 －

相乐 希美 Global Governance、通商政策、科学技术政策 －

斋藤 旬 作为创新必要条件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税制 －

坂田 一郎 地域集群论、创新政策、税制改革 －

泽井 智毅
知识产权政策、专利政策、尤其是美国专利制度改革的现状

与对策
－

关 日路美 产业人才政策（产学合作培养人才、全球人才等） （亚洲的商业和人才战略研究）

关泽 洋一 －
（关于今后贸易体系与治理的个案研究与方针的研究）（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

综合研究）

清水谷 谕
日本经济实证分析、宏观经济学、医疗经济学、老龄化经济

学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志村 和俊 中国经济、投资协定、服务业的国际性展开 －

筱田 邦彦 东亚经济一体化、FTA/EPA、基础设施与系统出口 －

白石 重明 国际经济、能量、公共政策论 －

曾根 哲郎 产业政策、产业结构 －

STEINBERG 
Chad 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开发经济 （东亚企业生产率）

住田 孝之 创新机制、知识产权、能源安全 －

竹上 嗣郎 产学合作、医工合作、地方产业振兴、安全保障贸易管理 －

氏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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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4 月～ 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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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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田村 杰 创新政策、研究开发管理、标准化 （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

田中 将吾 － （关于以重建财政等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

谷 翠 消费者政策、环境政策 －

谷川 浩也
亚洲政治经济、地域经济一体化、环境、能源政策、过渡经济

与开发经济
－

寺泽 达也 － －

东条 吉朗 － －

鹫尾 友春
美国的通商政策、美国政治、中美关系、海外投资、世界贸

易、美国企业经营战略
－

渡边 哲也 － －

山田 正人 工作生活平衡（WLB） －

山本 雅史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政策 －

山崎 伸彦
国内外政府年金及个人年金制度框架、对年金财政未来的

预测等
－

八代 尚光 国际贸易、宏观经济学、国际宏观经济学
〈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调查研究〉（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

究）

吉原 正淑 宏观经济学 －

客座研究员

孟 健军 开发经济、产业开发、环境政策 －

山口 一男

1.定量数据的分析方法论（事件史分析、分类数据分析） 
2.家庭与就业、工作生活平衡 
3.合理的、有意识的社会行为理论 
4.生活道路与职业行为 
5.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性不平衡 
6.现代日本社会 
7.社会性网络、社会交换、社会传播 
8.乱用药物的疫病学

－

IBATA-ARENS 
Kathryn

有关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政策分析；创造性环保体系、企业

家精神集群；经济开发；社会网络分析与GIS（地理信息系统）

分析；尖端技术与产业部门；美国与日本的企业家精神；生

物医学集群与全球生命科学产业；教育政策与人才资源开

发；有关新业务的政策与实践；管理智库与国际性知识扩散

－

CONNELL Sean 贸易政策、日美经济合作、美韩经济合作、技术与创新政策 －

氏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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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4 月～ 2012 年 3 月）

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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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主任（PD）

　　九个研究项目分别设置了研究项目主任（PD），在每个研究领域进行严格

指导，为形成政策作出贡献，并通过研究项目之间的相互协作，从整体上开展

高效而有实质内容的研究活动。

研究项目主任 研究项目

若杉 隆平 FF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 贸易投资项目

伊藤 隆敏 FF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国际宏观经济项目

滨口 伸明 FF 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 教授 地区经济项目

长冈 贞男 FF 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 教授 技术与创新项目

深尾 京司 FF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 提高产业与企业的生产率项目

大桥 弘 FF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副教授 新产业政策项目

鹤 光太郎 SF 经济产业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人才资本项目

深尾 光洋 FF 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 教授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项目

武田 晴人 FF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政策史与政策评估项目

（省略敬称，截至2012年3月底）

高级研究顾问（SRA）

　　高级研究顾问（SRA）针对研究活动以及研究所运营提出跨领域的综合性

建议。

　　尾高 煌之助（法政大学名誉教授、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根津 利三郎（（股份公司）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 经济学者）

　　吉川 洋（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若杉 隆平（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

（省略敬称，截至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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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制钢股份有限公司顾问董事）

　　分会委员　小笠原 直（监查法人Avantia GP法人代表）

　　　　　　　古城 佳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截至2012年3月底）

外部咨询委员会

　　本委员会由大学、研究机构等外部专家组成，为充实研究所的研究活动，

检验研究的进展状况、效率以及在政策中的反映度等。

　　芦田 昭充（商船三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河合 正弘（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所长）

　　黑田 昌裕（东北公益文科大学校长）

　　橘木 俊诏（同志社大学经济系教授）

　　福井 俊彦（一般财团法人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理事长）

　　Dale W. JORGENSON（哈佛大学教授）

　　Richard E. BALDWIN（日内瓦国际研究所教授）

（省略敬称，截至2012年3月底）

（2012年3月末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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