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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2021） 

会议通知暨征文启事 

 （第一轮）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

布，我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就是我国的碳达

峰、碳中和（双碳）战略目标。双碳目标已经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从工业化起步到碳达峰，英国用时超过 200 年，美国用时 150 余

年，日本用时超过 100 年。主要发达国家均承诺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有 50~60 年甚至更长的过渡时间。而我国从 1980

年代开始工业化，到碳达峰时间只有 50 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

间只有 30 年，即，我国要用 80 年时间左右的时间完成工业化国家至

少 150 年才能走完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到 2035 年我国要“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 2050 年必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当前我国人均 GDP 刚刚超过 1 万美元，且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而工业化、城市化等任务均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要达成双碳目标，

同时到 2050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对经济增长方式、

产业结构进行急剧的调整。任务极为艰巨，需要极致筹划、精细设计、

不容有错。 

解决方案是什么？技术路径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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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坚持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的使命是探索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的途径

和方法，促进技术和经济的融合，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创新型

国家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如何达成双碳目标？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拟于 2021 年 12 月 18—19 日（星期六、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第二十八

届学术年会，年会的主题暂定为“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如何打

赢转型之战”。 

主办单位：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支持期刊和出版机构： 

《管理世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管理科学》《技术经

济》《科学技术与工程》《科技与产业》《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技术经济分社 

论文征集： 

本次年会征集学术论文，论文主题及写作要求请见附件二。年会

论文将向支持期刊推荐，符合支持期刊要求的论文优先进入期刊审稿

流程；同时将和中国知网合作，出版电子版《年会论文集》，知网提

供收录证明。 

年会报到时间、主要议程及其他会议安排： 

报到时间：2021 年 12 月 17 日。 

会期：2021 年 12 月 18 日—19 日。 

地点：福建厦门（会议场地和住宿酒店另行通知） 

年会主要议程：年会包括全体会议和平行论坛两个阶段。 

其他会议安排：2021 年 12 月 17 日下午将举行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第六届常务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12 月 18 日下午 5 时将举行中国技

术经济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 



 

 3 / 8 

 

会议住宿： 

会务组将推荐一个或若干酒店，参会人员可以联系酒店人员，按

照协议价格直接订房入住。细节请联系学会秘书处或见后续通知。 

会议费用： 

本次年会注册费 1200 元（学生 600 元）。在 2021 年 12 月 10 日

24：00 前缴纳者注册费为 1000 元（学生 500 元）。参会人员交通和

住宿等费用请自理。 

报名和缴费方式： 

1. 报名（选择其中一种即可） 

（1）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微会议平台报名，PC 端地址： 

https://hy.castscs.org.cn/design/index/conf/1373 

（注：第一次使用微会议平台，需要注册。） 

移动端请扫描以下二维码： 

 

（2）填写报名回执，发送至 jishujingjixuehui@vip.163.com。报

名回执请见【附件一】。 

2. 缴费 

（1）在微会议平台中报名的，请直接点击 “我要报名”，进行

缴费操作（建议用微信缴费）。（2）银行汇款。 

账户名称：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账号：1100 6043 5012 0150 10958 

https://hy.castscs.org.cn/design/index/conf/1373
mailto:jishujingjixuehui@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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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农科院支行 

银行汇款附言务请注明“参会人姓名+2021 年会厦门”。 

（3）现场刷卡缴费。 

学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电话：01062144346 ， 电子邮箱：jishujingjixuehui@vip.163.com 

联系人：关晓（手机 15901256636，微信 guanxiao002，搜关晓

手机号加好友可以进入年会微信群），何冰（13910381960，微信 

lce672108） 

其他问题： 

烦请查看后续通知或联系学会秘书处了解。 

 

【附件一】报名回执 

【附件二】征文选题及要求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2021 年 10 月 20 日 

 

 

 

 

mailto:jishujingjixuehui@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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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2021） 

报名回执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   称 

职   务 
 

手   机  电子邮箱  

 

是否投稿 

是  

否  

 

论文题目： 

作    者： 

 

缴费方式 

 银行汇款                          现场缴费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接收电子发票邮箱：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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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2021） 

征文选题及要求 

 

一、 征文选题 

1．“双碳”背景下的能源转型发展和资源高效利用 

2．“双碳”背景下的生态环境保护 

3．“双碳”背景下产业高质量发展 

4.“双碳”背景下中小企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5．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技术创新 

6.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理论、政策与发展路径 

7. 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开放式创新体系构建 

8. 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9. 新形势下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 

10. 新格局背景下的科技资源布局 

11. 国有企业建设技术创新策源地 

12. 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力 

13.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转型和企业数字化创新战略 

14. 技术与管理创新的结合 

15. 创新创业融合互促机制与政策 

16. 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 

17. 产业创新和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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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颠覆性技术识别与培育 

19. 区域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20. 平台经济与创新发展 

21. 科技人才的创新创业积极性 

22. 科研生态与科研管理机制 

23. 科技评价和科技创新政策评价 

24. 知识产权与高质量发展 

25. 科研诚信与科技伦理 

26. 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 

27. 科技创新与乡村振兴 

28. 中国共产党百年科技创新研究 

29. 投资项目碳排放评价研究 

30. 基于 ESG 的责任投资分析 

31. 其他 

二、征文要求 

论文应符合学术规范且尚未公开发表，字数 5000~15000 字。稿

件的编撰次序为：中文题目、中文摘要(300 字以内)、中文关键词(3~5

个)、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正文、参考文献、附录(如有)。参考

文献标注方法釆用著者发表年制，论文格式请参考《技术经济》或登

录《技术经济》网站（www.jishujingji.cn），参阅投稿指南。 

另请附单页提供:作者简介(包括籍贯、工作单位、职称、职务、

学位、研究方向、电子邮箱、电话联系方式)、基金项目(请注明编号)。 

论文接收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30 日 24 点（以电子邮件接收

日期为准）。 

请将论文发至年会征文邮箱 paper@cste.org.cn，邮件标题请以

http://www.jishujingji.cn/
mailto:jishujingjixuehui@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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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论文+姓名+工作单位”命名。 

向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投稿可以直接发至

managingeditorjfsr@outlook.com。 

mailto:投稿可以直接发至managingeditorjfsr@outlook.com
mailto:投稿可以直接发至managingeditorjfsr@outl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