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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8 日，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北京市刘鸿儒基金会、《经

济观察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国下一站：机遇与选择”学术研讨会在上海

淳大万丽酒店顺利召开。 

本届年会吸引了来自政府、实业界、金融界、学术界，将近 300 多位专

家、学者前来参会，包括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中金首席经济学家

彭文生、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房四海、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

曙光、交大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复旦大学韦森教授、渣打银行中国研究

部主管王志浩等。 

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上，与会嘉宾结合自己的领域专长和实践经验，就中

国经济社会的现状问题、未来前途以及选择路径等多方面发表了各自独到的

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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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本次会议特开设了六大分论坛，深入探讨包

括世界经济复苏与中国经济走势、法律职业与中国制度转型、“十二五”展望

与中国城市化进程、深化金融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

制、制度转型、社会资本与公共治理等六方面议题，不同领域的专家就或具

体或宏观的议题与与会者分享了自己对中国前途的思考。深化金融改革、逐

步变革目前以行政权利为主导的金融管理体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建

立纳入不同利益诉求的公共决策机制、改革中国失衡的财政制度、呼吁市场

中法治环境的改善和司法的独立、变革户籍制度等话题，再次成为热议焦点。  

 

 

年会尾声，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女士总结了“中国下一站：机

遇与选择”的问题，她指出，目前中国的机遇与选择关乎三方面：第一是理

顺资源价格体系，第二是要合理地设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第三是要极大地

降低市场交易当中的制度成本，从而降低我国整个的交易成本。如果在这三

个方面有改变的话，那么中国三十年还是有的很好成长，否则未来不可期。 

右图： 

渣打银行中国研

究部主管王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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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24 日，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五道口上海校友会、长江四号上海

同学会共同主办，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承办的“艺术与慈善公益晚宴”在上海淳大万

丽酒店隆重举行。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中国驻国

际货币基金原执行董事、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魏本华，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

等应邀出席。 

 

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作为一个公益的、独立的智库，以雄厚的平台，致力于与世

界接轨，构建一个更为美好的金融市场。本次公益拍卖，通过义务认捐（即由与会嘉宾

认捐数额，捐赠由认捐者直接汇入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艺术品拍卖收入捐赠（即由

与会嘉宾捐赠玉石、书画、瓷器等艺术品，现场拍卖，善款均由竞拍者直接汇入刘鸿儒

金融教育基金会）等方式进行，所得及其它所有认捐收入，均计入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

会的账号，用做公益事业。所有认捐与公益拍卖所涉及的数额，将出具捐赠税前抵扣发

票。所有会议成本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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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11 日，由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展研究

所共同主办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城市化专题圆桌会议”，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

来自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以及政府部门、民间机构等学者、官员近 20 人参加会议。我院

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应邀参加此次研讨会，并就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等问题作了发言。 

与会者就本次圆桌会议的主题展开了充分研讨，一致认为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

是关乎中国城市化成败的两个重要的基本制度。 但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有重

大缺陷，是城市化的主要障碍。与会者一致认为，户籍制度不论是走“大城市先控

制、中小城市放开”的渐进式道路，还是走“现阶段完全放开”的道路，放开户籍

制度是肯定要做的。与会者还建议，将常住人口向户籍人口转化的速度作为考核地

方政府业绩的重要指标。  

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路径，与会者普遍认为土地所有权应该实行多元化，集体

土地和国有土地应该做到同地同权同价，并指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的房产和农

民的住宅一旦允许在城乡间流转，城市化会大大加快，房价会大大降低。在政府征

收农民土地这一问题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是公益性用地，政府可以征收也可以

购买，如果是非公益性用地，政府应留给农民和开发商直接以市场交易的方式谈判，

政府应完全退出，且农民有卖与不卖的自由。专家们还就宅基地、土地用途管制制

度、小产权房、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农民工就业与城市化等当前热点问题各抒己见，

展开激烈的讨论。共同加深了对市场经济下究竟何种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才能使城

市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公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理解。 

据了解，“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城市化专题圆桌会议”是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

会和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学术活动，自 2008 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

四届，已经成为国内知识界研究城市化问题的重要平台。这也是傅蔚冈博士连续第

二次参加此次圆桌会议，这表明我院在城市化问题方面的研究已经获得社会的初步

认可。

“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城市化”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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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25 日至 26 日，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办。第二届全球智

库峰会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本届峰会主论坛的议题是——“全球经济治

理：共同责任”，分段讨论“经济形势与通胀治理”、“G20 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问题。 

 

开幕式在北京盛大召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主持开幕式，国

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并发表演讲。他强调，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完善

和创新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各国共同发展。美

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英国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波兰前副总理科沃德克等外方嘉宾

出席开幕式并在会上发言。中国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外国前政要、有关国际组

织负责人、中外智库代表、中方企业代表等共 500 多人出席了开幕式。 

 

大会上，中外学者专家就“能源安全与核能”、“产业转移与重构”、“资本流动

与投资环境”及“全球经济治理与智库作用”四个议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展开了深

刻讨论；在提问环节，主讲嘉宾还回答了学者、记者的提问。 

 

我院执行院长傅蔚冈获邀参加此次峰会。在峰会期间，傅蔚冈与来自世界各地

的智库就会议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交流 

6 

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 

左图： 

国务院副总理李

克强出席峰会开

幕式，并发表演讲 



 

 

春夏  

 

 

 

 

2011 年 3 月 18-19 日，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主办、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北京）协办的“全球货币体

系改革”国际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分为闭门会议和公开论坛两部分。研

讨会的主题是“储备货币体系改革”，具体议题包括：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总体架构、提升

特别提款权（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 

出席此次闭门会议的专家学者包括：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创始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研究员，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北京市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魏本华先生。我院执行院长傅蔚冈

博士和聂日明也应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作了开幕致辞。易纲行长回顾了国际货

币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宗旨，并探讨了历史上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尝试，深入剖析了当

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包括储备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资本流动规模巨大且波动频繁、全

球流动性的此起彼伏、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的持续扩大），

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前景进行展望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短期来看，应加强对国际

资本流动和全球流动性的管理，提高对储备货币发行过的监督和约束，加强区域金融合作，

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设施，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从长期来看，实现储备货币多

元化，提升 SDR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使 SDR 篮子能够更好的反映全球经济的状况。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演讲中指出，金融体系本来是一个管理风险和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的市场，但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反而放大了整个系统的风险，全球储蓄没有配置到最有效

的地方。这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密切相关，斯蒂格利茨教授建议加强金融监管，加强跨境

资本流动监管，以及发行特别提款权替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把特别提款权发展成超主

权货币。对中国而言，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谨慎从事。 

与会专家学者们对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进行了深入剖析，共同探讨了全球货币体

系改革的方案和路径，并倡导采取适当调整的方式来约束美元本位。国际层面主要是将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为超国家主权储备货币，并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

即美元；区域层面是建立区域货币与美元抗衡和竞争，对抗美元一家独大；国家层面主要是

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专家们普遍认为，尽管储

备货币体系改革举步维艰，但是储备货币多元化必将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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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22 日，由济邦咨询公司发起主办的 PPP 沙龙活

动正式启动，来自产商界、学术界和政界的 20 多位嘉宾共聚一堂，

围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PPP、公共政策与投融资”等话题，

进行深入热烈的研讨。 

本次沙龙主题为“公共服务治理”，来自复旦大学的敬乂嘉教

授发表了题为《从美国监狱民营化看中国公共服务治理创新》的主

旨演讲。敬乂嘉教授分析认为，监狱民营化是国家狱政的补充部分，

有效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上不足。同时，目前中国公共

服务公私协作面临官僚制本身发育不充分、市场与社会的成熟度较

低和政府缺乏管理公私协作的能力等主要问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

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应邀作为评议人，就相关问题与与会者进

行了分享。 

PPP 沙龙是济邦咨询公司发起

的系列公益活动，旨在增进业内联

系，深化对相关议题的认识，共同

推动行业发展。 

济邦咨询公司董事长张燎表示，公司将定期举办 PPP 沙龙，

结合国内外 PPP 形势，协助民营部门更好地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

公共服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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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中国住房制度的改革与变迁 1980-2010 
 

【关键词】住房制度；住房建设；住房政策；住房保障 

 

本文全景式回顾了邓小平 1980 年关于住宅问题的讲话以来，中国住房制度从探索

实验阶段、双轨制并存阶段，到全面实现市场化的演变历程；更深入从住房供应、住房

存量与人均住房情况、住房投融资结构、住房消费行为等角度对 30 年住房事业发展的

绩效做了评估。 

本文最后指出，各个时期制定住房政策都需要着重考虑的 5 个基本要素，并从历史

经验中提出了对未来继续发展住房事业可以得到的启迪与借鉴。 

（作者系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陈宇峰，俞剑：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油价波动趋势与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国际油价预测；成品油改革；货币政策 

 

在全球经济的后危机时代，国际油价非但丝毫不受经济危机中萎缩的消费需求影响，

反而逆势上涨，这也将是未来几年内的一种常态性事实。如何解决这一轮能源价格的高

位上涨，已成为当前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亟需解决的政策难题，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政策博弈的一个新焦点。 

我们的众多研究表明，在国外油价继续走高和国内通胀日趋严重的夹击下，中国接

下去的货币政策也将面临着一个类似于美国在过去两次石油危机中所产生的“两难”选

择：稍有不慎的货币政策处理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国际油价的不利冲击，

而且紧缩的货币政策甚至会引发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严重的“滞胀”现象。 

（陈宇峰系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副主任；俞剑系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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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全球经济失衡和汇率政策
 

【关键词】经济失衡；汇率政策；储蓄率；顺差 

 

全球经济失衡、汇率政策、顺差等问题依然是当下关注焦点。 

本文在总结介绍了中外主流学者和机构相关方面的观点后，认为：汇率对贸易

平衡的影响是短期的，而且作用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 

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汇率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以及进

口产品和进口国自己生产的产品之间的替代率等。对中国经济的巨额顺差而言，国

民总体储蓄率的上升可能是贸易盈余的主要原因，而这是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效率所

导致的，使私营企业不能容易地从金融市场融资，致使这些企业提高储蓄率以应对

风险。 

目前，过于强调人民币要升值，将会对人民币产生巨大压力，从而阻碍中国对

金融市场的改革，给中国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过渡增加难度。长期而言，解决中国

贸易失衡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消除中国经济内部的扭曲。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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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  

 

 

 

吴晓灵  

 

从利率市场化来说，比较稳妥的利率市场化步骤，是加大贷款利率下浮的幅度，

甚至于可以取消贷款利率的下限。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就能给金融机构充分自主定

价权，对企业来说，获得更低的利率是好事。在目前资金趋紧的情况下，正是取消

贷款利率下限的好时机，银行要把利率下浮就会非常谨慎，对好的企业下浮，对不

好的企业上浮，这样就不会形成恶性竞争。 

而对于存款利率，受目前国际上低利率制约，存款利率上浮会吸引国际资本，

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对于负利率情况，政府可考虑为低收入人群出台“定额保

值储蓄”，以减少负利率伤害。 

 

 

韦森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能够有效增加市场上货币资金的流动性，符合之前市场的

预期。事实上，从去年 12 月起，央行已经在逐步放松货币政策，今年 1 月份实行的

公开市场操作就是其中之一。 

从目前情况来看，央行逐步放松货币政策的思路已较为清晰，存款准备金率将

进入下行通道。在未来几个月，央行很有可能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尽管目前 CPI 指数仍较高，但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应该不会影响到抗通胀目标。

前几个月国内 CPI 持续高位，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基础货币超发，而是在信贷的支持

下，广义货币大幅增长。现在 CPI 已经出现下降态势，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意在稳增

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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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春夏 

 

 

 

 

张仁良  

 

 

在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也是世界投资者投资人民币的平台。金管局的

数据显示，香港人民币清算银行有 184 家参加，其中 161 家属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

以及中资银行的海外分行，覆盖 6 大洲 30 多个国家。这代表良好的发展势头，相当

多海外银行选择香港，于香港的银行开设人民币代理帐户，扩大其人民币贸易结算、

投资等业务功能。这些海外银行存放在香港的人民币余额从 200 亿元增加至 1600

多亿元，香港银行借给海外银行的人民币由 130 亿元上升至 1200 亿元。这些都反映

了投资者对人民币融资功能的期待和对人民币产品进行投资的意愿。 

可以说，香港成功地利用了国家的政策，取得先行者的优势，建立初具规模的

市场，有利日后争夺全球的人民币业务。在国家政策的大框架之下，市场可以推进

多快，有赖业界能否把握时机，努力创新，推出合适的产品及服务。 

 

 

张春 

美元、欧元的经济代表性和价格稳定性，其实都没有 SDR 好。目前的 SDR 涵

盖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 4 种货币，而如果能够把金砖四国的货币包括进去，就

可以改善 SDR 全球经济代表性，而且增强 SDR 的稳定性。 

目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能再满足全球的经济发展和价格稳定的

需，SDR 成为全功能的超主权货币也不太现实，但是 SDR 有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国

际货币体系的货币基准。我相信国际社会应该更深入地探讨增加新兴市场货币以后

SDR 作为国际货币基准的可行性。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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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铜紫荆星章太平绅士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春夏  

 

 

傅蔚冈

 

1 从事商业行为都需要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从哪里来？在当下中国，对于绝大多数的

人而言，第一桶金最大的渠道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始积累和银行借贷。原始积累的弊病

在于周期太长，而银行借贷需要抵押品，这往往是绝大多数的创业者无法提供的。于是，

民间金融就成了绝大多数创业者的第一桶金。被公众所知悉的温州模式的资金来源，就

是来自民间借贷——在俗语中往往被称之为高利贷。 

民间借贷的利息之所以要高于银行利润，其理由也不复杂，因为物以稀为贵——在

正规金融不能够提供资金的地方，钱就更加值钱：同时，民间借贷往往没有抵押，一旦

借款成为坏账，那就意味着借款人颗粒无收，所以，更高的利息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风险。 

因为没有资产作抵押，一旦此笔借款无法收回，那就意味着很多人会因此而导致损

失。但是是不是因为有损失就该关闭民间金融?在我看来并不一定。因为任何行为都会有

风险，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风险，各个利益主体对风险作出判断，然后享受不同的收益。

那些将资金投入民间借贷市场的主体，应该想到今后会有这样的结果吧？ 

 

 

2 降低了经济适用房的申请标准之后，会有更多的市民符合申请人的资格。不过，在

多次降低准入门槛之后，原本经济适用房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属性日益消退，资产属性则

是逐渐增加。当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阶层可以有资格获得经济适用房，那么经济适用房

的供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同时，更多的申请人意味着经济适用房的运行成本会大幅度

增加，相关部门的寻租空间会日益增大。 

其实，经济适用房在理论上已被学者验证为并不是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好办法，而

各地的实践也大多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却为什么还要花大力气、费大

心思去开发经适房，住建部甚至以各地的开工数来对各地政府进行考核？恐怕这个问题

更值得深究。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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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春夏 

傅蔚冈

3 虽然进城务工者绝大多数都无法取得所在城市的户籍，但是他们还是要和城市居民

一样缴纳养老金。在养老金异地转账并没有实现、且农村尚未开始养老保险的时候，他

们所缴纳的款项绝大部分都被留在城市，为城市里的养老保险作贡献——而他们自己或

者自己父母的养老保险，只能通过个人储蓄来解决。 

当城里人在为三个劳动力才能够赡养一个老人而担忧时，谁又曾想过刚进城的农村

子女是要一个人负担两个人的养老？当城市在迈入老龄化时，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仅

给城里人解决养老，同时也要负担农村父母养老的这部分特殊群体的多重负担。这部分

人的制度安排妥当与否，将直接影响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城市化能否顺利实现。 

 

 

4 从土地管制的绩效来看，目前基于身份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已经不适应中国城市化

的发展需要，因此改进已迫在眉睫。 

首先，要改变基于身份的用途管制制度。目前中国土地的用途管制制度，本质上不

是基于“用途”的管制，而是基于“身份”的限制：集体所有的土地只能够用于农业用

途，而不能够成为建设用地；其次，要取消土地市场的价格双轨制，由市场来形成土地

的价格。当取消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之后，土地价格的双轨就会逐渐变为一轨，不仅有利

于耕地保护，也有利于城市发展所需建设用地。

声音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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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  

聂日明  

1 我们从不怀疑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但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可以无孔不入、无所不为。

我们认为，必须在宏观调控与正常微观经济运行中划出一条线来，哪些是宏观调控部门

可以干预的，哪些则是调控的禁区，界限必须清清楚楚。不厘清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

济政策的关系，宏观调控就永远是一盘乱账，就永远会出现“调控向左，市场向右”的

乱局，就永远会存在“打着调控谋私利”的猫腻。 

 

不得不指出的是，当前的宏观调控，已经没有更好的路线或政策选择。如果经济、

社会的各方各面没有做好应对方案储备，本轮经济周期动荡幅度必然很大，未来也许会

是一种危机式的调整。当然，在如此混乱的一种局面下，危机式调整未必是坏事，也只

有在危机状态下，才能聚合各方力量共度时艰。 

 

 

2 在日益开放、透明的社会环境，纳税人权利意识日渐觉醒之时，政府肆意损害纳税

人利益、浪费公共资源无疑将透支政府的信用，在各级政府信用已近破产之时，任何一

次透支行为，都有可能产生毁灭性后果。这时我们认为以往的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应及时

调整：让地方政府越过中央政府这一中介，直接向资金市场融资。从中央政府来说，解

除了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对中央政府信用的透支，以保持中央政府控制全局的威信。而

地方政府则直面以纳税人为基础的投资人，可以在多个方面优化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治理

机制。而解除省市级政府发债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向本地或全国发行市政债是一个较优

的措施。 

 

首先，面向直接资金市场的融资模式，将约束地方政府融资的规模、使用范围和效

率。投资人的理性行为，将大批量排除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本地投资人的长期理性，

还会提高民生投资的融资规模。其次，将逐渐建立地方政府对投资人、纳税人进而到选

民的负责机制，彻底改变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在食品安全、职业安全、环保、治安环

境等多个涉及纳税人幸福指标的项目，资金市场的动向将真正的给予地方政府压力，这

时财政公开、亲民政府、民主政治等也自然可以期待。 

声音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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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家嘴评论》是由研究院出版的系列研究报告。它立足上海、着眼全球，关

注中国与世界在发展过程中重要事件风云人物，记录、梳理和评论期间的宏观经

济、金融等事件，以科学、严谨和客观的态度，提供理性的分析和建设性的解决

方案，以期为公共与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提供洞见。 

 

 

 

 

 

 

 

 

 

 

 

 

 

2011 年 1-6 月，《陆家嘴评论》共出版 3 期，现列举如下： 

 

第四卷第 1 期（2011 年 3 月出版）总第 19 期 

第四卷第 2 期（2011 年 5 月出版）总第 20 期 

第四卷第 3 期（2011 年 6 月出版）总第 21 期 

 

 

 《思想库报告》是研究院出品的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

国改革之现实。长期聚焦于中国公共政策的各个领域，采用跨学科研究的视角，

为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提供了大量智识，成为与中国共同成长的思想力量。 

 

2011 年 1-6 月，《思想库报告》共出版 24 期，为第 307 期—330 期 

 

刊物 

 

16 





 

资助我们：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联洋支行  

开户单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账号：033173-0004-0006-787  

（资助者将获得 SIFL 当年所有研究成果并参与 SIFL 主办的活动） 

 

 

地址（Add）：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楼 1902 室 

1902, Building 1, No. 1199 Minsheng Road, Pudong, Shanghai, China 

邮编（Zip）：200135 

电话（Tel）：（+86）021-68545701 

传真（Fax）：（+86）021-68542335 

邮箱（E-Mail）：office@sifl.org.cn 

官网（Web）：http://www.sifl.org.cn 

微博（Weibo）：http://weibo.com/sifl 

mailto:office@sifl.org.cn
http://www.sifl.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