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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咨询行业研究支持项目 

2020 年第七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 

研究创新竞赛公告 

 

缘起 

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邦咨询”或“济邦”）作为综合

性基建专业服务商，多年以来在“实用主义”浪潮中独擎“理想主义”旗帜，不

遗余力支持基建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创新发展，并于 2008 年创办全国

高校 PPP 论文竞赛公益活动，旨在鼓励研发、奖掖后学，历年竞赛中的诸多研

究成果被应用于咨询项目实践，切实助力推动行业进步。 

现在 

十二载弹指一挥间，中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实践已然发生了

巨大变化，作为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供给水平和效率的重要改革举措，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经历了

萌芽探索、试点推动、波动徘徊、高速发展、纠偏规范阶段。如今，中国已经成

为全球规模最大、能力建设进步最快的基建市场，市场化参与程度也逐步拓宽，

逐渐形成了当前基建存量资产巨大、财政收支紧平衡、投融资模式多样化的市场

环境，诸如政府专项债偿债机制重塑，基建公募 REITs 等金融创新、破解固投预

算软约束等现时热点问题，都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深化治理改革高度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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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疫情时代，以新基建 3.0 为核心的基建产业当仁不让地作为抗疫基石，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新变化、新举措，也令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审视、

探讨基建行业的难问题、新问题、焦点问题。本届竞赛主题除保留 PPP 重难点

与热点问题外，进一步扩展至：地方政府债务与地方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基础

设施投融资模式及创新、区域综合开发、项目履约管理、新基建等多个模块；作

品征集对象也基于主题扩展，从高校及研究机构拓宽至更多有实操经验的从业者

参与；参赛成果形式也不仅限论文，还包括其他研究成果。 

在前六届竞赛中，济邦累积投入百余万元，筹集赞助企业善款近百万元，全

部用于支持竞赛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创新。今年，虽然疫情

当前，济邦仍将继续承担这份企业社会责任，为青年学者/学生研究提供展示学

识和切磋交流的平台，推动相关学术研究及行业发展，将这项公益活动继续传承

下去。 

成果&影响力 

自创办以来，竞赛公益活动获得了来自政府、学术界、企业界的专家、学者

及实操人士的大力支持，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重

庆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等众多境内外知名

高校的青年学者和学生积极参与，是大中华区历史最悠久的，使用中文开展的基

建经管法类学术研究型竞赛活动。 

历届获奖者中涌现了一批现今中国泛基建研究事业的中坚力量，如澳大利亚

悉尼科技大学高级讲师/博导/项目管理硕士学位主任柯永建（清华大学博士）、

同济大学经管学院公共管理系助理教授熊伟（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天津理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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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管理学院（IPPCE）博士/教授杜亚灵、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设与房地产

系博士/教授/系主任袁竞峰、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公共管理系教授

/硕士生导师王欢明（同济大学博士）、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高

级工程师/副处长伍迪（清华大学博士）、清华大学 PPP 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助理

王盈盈（清华大学博士生）等知名人士。在本次创新竞赛的筹备中，他们也提供

了诸多指导及帮助。 

济邦从未停止过追寻真理、渴望的英才的脚步，无论您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

的从业者，还是具有前沿学术探索的研究者，我们都期待您的参与！ 

2020 年第七届济邦咨询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研究创新竞赛已于 2020

年 7 月正式拉开帷幕，现将竞赛相关内容正式公告如下： 

 活动定位 

发掘基建创新潜力，增强行业发展动力。 

公益性活动：不向参赛者收取报名费、评审费及论文发表刊载费等任何费用。 

 

 发起与承办单位 

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待更新 

 

 学术指导单位 

中国高校 PPP 论坛（含 71 所高校，秘书处清华 PPP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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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指导单位 

中国 PPP 咨询机构论坛（含 218 余家会员单位，秘书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研究中心） 

 

 数据和软件服务单位 

北京明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参赛作品征集主题 

地方政府债务与地方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 

⚫ 地方政府债务监管框架下合规融资 

⚫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及创新 

⚫ PPP 模式的实践情况、困境及可持续发展 

⚫ 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创新 

⚫ 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基础设施 REITS 

⚫ 新基建行业（大数据、智慧城市、医疗、物流、轨道交通等）发展 

区域综合开发 

⚫ 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产业规划研究 

⚫ 区域综合开发类项目（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未来社区、社区微基

建、交通 TOD、水环境治理 EOD、文化旅游等）运作模式 

项目履约管理 

⚫ 基础设施项目公共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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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设施项目公司治理 

⚫ 项目绩效管理/风险管理 

⚫ 项目争议及解决 

⚫ 社会资本退出与项目提前终止 

参赛选手可以在参考选题中选择一个、多个作为参赛主题，也可以在竞赛主

题范围内自行确定选题，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相关的经济、法律、财政、

金融、公共管理等专业领域前沿选题均可作为本届研究创新竞赛的参赛选题。 

由于本次竞赛主题相较往年更侧重实务性和创新性，所以在今年我们特别设

立了咨询智囊团，通过初审的参赛作品可以针对作品中的任何问题与智囊团沟通

探讨，完善作品，无论对于竞赛还是参赛选手来说这都是一次新鲜的尝试。 

注：参赛选手可以在济邦公司网站 www.jumbocn.com、济邦微信公众号

（Jumbocn 或扫描公告末尾二维码）中查找相关资料。 

 

 活动日程 

参赛报名截止日期：8 月 15 日 

作品初审提交截止：8 月 30 日 

初审结果公布：9 月 11 日 

完整成果提交截止：10 月 12 日 

复审结果公布：10 月 23 日 

终审答辩：暂定 11 月初 

颁奖典礼：11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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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具体赛程请关注济邦咨询微信公众号（Jumbocn 或扫描公告末尾二维码）。如有信息更

新，组委会将在第一时间发布更新公告。 

 

 参赛对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及境外个人、组织机构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竞赛。 

2) 参赛对象及作品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参赛者年龄在 45 岁以下（截

止 2020 年 7 月 1 日）。 

3) 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每个团队的参赛人数不得超过 5 人，可跨组织

组建团队。 

4) 本次竞赛中官方交流及作品展示的语言为中文。 

5) 济邦咨询及旗下子公司的个人及团队均不得报名参赛。 

备注：如果参赛作品对作者有排序要求，请在提交时做特别说明。 

 

 初审比赛规则 

1） 参赛作品类型包含：学术论文、调研报告、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案例分析、适用于基建领域的软件/平台。 

2） 除论文外，其他类型的作品投稿载体可多样化、灵活化，格式可以

为：Word 文档、PPT 文档、视频、软件/平台 DEMO。作品要求契合竞赛主题、

体现创新思想、逻辑结构完整、具有实际论述价值。 

3） 参赛作品均为原创，无知识产权纠纷。 

4） 初赛作品提交及评审要求： 

◆ 参加初审无需提交完整作品，只需提交 3-5 分钟作品视频介绍。 



匠心独运成就始终，济邦公益育英十二载 

7 

 

◆ 视频内容包含：作者个人介绍、作品主题、作品结构、创新方向&意义。 

◆ 视频大小不超过 300mb，格式为 flv/mp4，如已有作品（完整稿或初稿

均可）可同时上传参赛作品附件作为评审参考。 

◆ 提交途径：可将上传初审视频的网盘链接（附下载密码）发送至论文竞

赛邮箱，或直接通过 QQ 邮件发送。论文竞赛作品征集邮箱：

mkt@jumbocn.com。请在邮件中注明：作品名称、参赛者、学校（包含

院系）/单位、联系方式。 

◆ 评审要求： 

a) 符合征集主题要求； 

b) 立意及内容具有创新性； 

c) 结构完整； 

d) 逻辑合理； 

e) 具有论述价值； 

f) 对学术/行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复审比赛规则 

1) 论文类 

◆ 参选作品可以是竞赛前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过的论文（发表日期不得早

于 2018 年 9 月 15 日），投稿时需注明发表日期及发表刊物名称、刊号、期号等

详细信息。 

◆ 投稿前请参赛者与刊物发表方协商是否有权参加本次创新竞赛，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参加过前六届论文竞赛时提交过的论文不能再次提交。 

mailto:mkt@jumbo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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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格式请至济邦咨询官网 www.jumbocn.com 下载《论文格式说明

模版》。 

◆ 复审评审要求： 

a) 结构、行文和格式（15 分） 

论文格式是否正确，结构布局是否合理，逻辑是否连贯；语言是否得体，行

文是否流畅；材料是否准确、翔实，具有时效性；引用是否正确、严谨，出处是

否清楚。 

b) 选题理论和实践意义（30 分） 

论文的理论基础是否牢固，是否交代清楚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有无理论研

究价值；论文成果的学术贡献、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c) 选题的创新性（30 分） 

论文从何种视角来阐述论点，视角是否独特；是否参考了以往重要的相关文

献，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是否密切相关，是否反映该领域研究的发展状况，能否

用批判的眼光进行文献综述，指出了以往研究的局限、模糊及矛盾之处；有逻辑

地组织、分析、整合各类文献，而不是堆砌文献。 

d) 研究方法（25 分） 

论文所选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是否合理，材料或数据来源是否可靠；问

题分析严谨、有预见性。 

◆ 作品发表 

竞赛结束后，主办方会将所有获奖论文集结成册，向国家相关部门和单位发

送；有发表权限的获奖论文将登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并发表在济邦咨询的公众

号、内部刊物及网站上，论文将保留作者的署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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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论文类 

◆ 提交格式： 

a) PPT：ppt/potx/pptx/ppsx/pptm/ppsm 

b) 视频：flv/mp4 

c) 软件/平台 DEMO：可以采用录屏，flv/mp4 

◆ 评审要求 

a) 创新性（40 分） 

视角独特；采用的模式、方法、工具等确有创新因素。 

b) 方案设计（30 分） 

反映该领域的发展状况并针对以往局限、模糊及矛盾之处提出解决方案。 

c) 理论和实践意义（30 分） 

理论基础牢固，具有研究价值；逻辑严谨、有预见性；学术贡献、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可操作可推广。 

 

 终审答辩比赛规则 

以线上直播形式进行（每位参赛者答辩时长 20 分钟），包含： 

自由展示：15 分钟 

评审提问：5 分钟 

具体终审答辩细则会在 10 月复审结束后公告。 

 

 专家评委 

曹远征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 董事长 / 著名宏观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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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清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教授、博导 / 清华大学 PPP 研究中心 首席专

家 / 中国高校 PPP 论坛学术委员会 主任 

诸大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博导 /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

理研究所 创始所长 / 上海 2035 城市总体规划核心专家 

李开孟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 主任、研究员 / 联合国欧经

会政府间 PPP 理事局 副主席 / 中国 PPP 咨询机构论坛 秘书长 

曹富国 中央财经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 中央财经大

学 PPP 治理研究院 院长 /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采购研究所 所长 

王子安 台湾世曦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系统及机电事业群副总经理 

 

 参赛报名 

通过扫描本公告末尾报名通道二维码获得报名链接，还可通过济邦公司网站

www.jumbocn.com、济邦微信公众号（Jumbocn）论文竞赛 H5 报名通道提

交报名申请。 

参赛报名提交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15 日。 

初审作品提交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30 日。 

完整成果提交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12 日。 

上述时间如有变化，组委会将另行发布公告通知。 

 

 奖项设置 

1) 将评选出获奖人员 9 名，具体奖项设置如下： 

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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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1 名 研究赞助费 10000 元； 

二等奖 2 名 研究赞助费 5000 元； 

三等奖 3 名 研究赞助费 3000 元。 

非论文类： 

最佳创新奖 1 名 研究赞助费 5000 元； 

最佳贡献奖 1 名 研究赞助费 5000 元； 

最具潜质奖 1 名 研究赞助费 5000 元。 

2）获奖者可获得济邦咨询及合作伙伴华略智库等知名研究机构、律所、金

融机构、大型投资公司提供的优先录用及实习机会； 

3）上述所有获奖人员，均可获赠一本由济邦咨询编著的签名书籍； 

4）有发表权限的获奖论文国内核心期刊登载； 

5）获奖者将受邀参加由主办单位及合作伙伴组织的线下创新竞赛颁奖礼暨

研讨会，有机会就行业热点问题与行业内专家充分沟通与交流，中国大陆地区获

奖者参加研讨会的，全部费用由竞赛组委会承担；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获奖者参

加研讨会的，中国大陆地区内食宿及市内交通费用由竞赛组委会承担，其他费用

自行承担。（本活动举办形式视疫情情况决定） 

以上所设奖金为税前金额，统一由组委会代扣代缴所得税。 

 

 主办方联系方式 

活动网址：http://www.jumbocn.com 

联系人：李典、龚砚 

电话：021-64282300 转 276、274 

http://www.jumbo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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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1-64283996 

邮箱：mkt@jumbocn.com

报名通道二维码： 

 

 

微信号：jumbocn （济邦咨询）

 

 

地址：上海市定安路 55 号徐汇万科中心 A 座 5 层 

邮编：200035 

本次竞赛的最终解释权归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2020 第七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创新竞赛公告组委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