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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2012–2014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效应和
收入分配效应”（编号：2012M520506），主持人
-2013–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最低工资的实
施效果研究”（编号：13CJY017），主持人
-2014–2015 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研究课题“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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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7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人口流动与
消费模式重塑”（批准号：71461137007），参加人
-2015–2016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China Urban Labor Survey，CULS）
第四轮，参加人
-2015–2017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贫困地区人口的动态变化
对扶贫开发的影响与应对研究”（批准号：71541037），参加人
-2015–2018 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hina Employer-Employe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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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治理”（批准号：71473267），参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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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农业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三农”重点课题研究项目“农业生产要
素报酬与适度规模经营研究”，参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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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全球价值链变动及其对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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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奖励
-2019 年，论文《外商投资企业是否有更高的退出风险》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
十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
-2018 年，研究报告《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影响及对策建议》获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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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
-2015 年，研究报告《关于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的建议》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
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三等奖。
-2014 年，博士论文《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获吉林省优秀博
士论文。
-2012 年，论文《中国城镇居民劳动参与工资弹性的地区差异》获吉林省第九
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咨询报告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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