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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0 年回顾: 发展与挑战

童玉芬 周 文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70)

摘要 文章从多个方面回顾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创建二十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对该学科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进行

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阻碍该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并在实践层面上为该学科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和建议。作者研究发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自创建以来在学科建设、学科队伍、以及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硕

士点和博士点的建设在全国呈现“百花齐放”的蓬勃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与此同时，多项与该学科相关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获得立项，使得相关重大理论问题得以深入研究。但是，当前该学科的各分支学科依然缺乏更高层次的融合，学科发展缺乏自己特有

的基本理论，更缺少共识，具体表现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明确、研究内容和研究体系不严谨、缺乏特有的支撑理论、专门的分析框架

和研究视角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严重阻碍了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究其根源，又主要因为该学科的学科渊源导致在整合其他学科上

存在困难; 同时，各分支学科所属专业领域跨度大，学者难以驾驭; 另外，一直以来组织建设滞后、缺乏相应的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成为

了阻碍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另外，文章从实践层面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首先，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应尽快建立起相应的专门学会，提供相关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其次，应当重视教材建设，尽快组

织具有相当造诣的专家学者，编写一系列高质量的教材，以满足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再次，注意在相关一级学会年会中设立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题研讨会，相互邀请相关交叉领域里学者积极参与，从而促进学科交融和良性发展。最后，在相应的学

术期刊开设专门栏目，推动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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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

学科，同时也是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20 世纪后半叶以

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与资源、

环境矛盾突出。为解决我国在人口与资源、环境等方面日

益严峻的矛盾，加深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促进

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便于上世纪末应运而生。可以说，人口、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国外，

没有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对应的学科，也没有出

版过以《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为名的教材，更没有现

成的理论可以直接借鉴。即便如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创建 20 年来，学科建设也取得了快速发展，涌现出了

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应当

清醒的认识到，相比其他学科，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基本理论的研究没有取

得明显的进展，这些都有待相关领域的学者共同推动，以

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1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起源与发展

现状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应 20 世纪 70 年代可持续

发展的兴起，为解决我国面临严峻的人口与环境、资源及

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矛盾，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而设

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 1997 年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

时，将原理论经济学下属的二级学科———人口经济学变更

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涉及经济学、

人口学、资源环境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是典型的交叉学科。

这门学科起步时间很短但发展十分迅速。自从设立

以来，学科点建设迅速，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

成果，并已经培养出一大批硕士和博士，学科队伍迅速壮

大，促进了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限于资料的可得

·171·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年 第 28 卷 第 11 期 CHINA POPULATION，ＲESOUＲCES AND ENVIＲONMENT Vol. 28 No. 11 2018



性，本节主要从学科成立以来的硕士、博士点的建设、与该

学科相关的科研论文以及与该学科相关的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的立 项 情 况 来 阐 述 该 学 科 成 立 20 年 以 来 的 发 展

情况。

1． 1 硕、博士学科点大量涌现

自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初创以来，在学科建

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翟振武［1］和中国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整理可知，2000 年初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博士点仅有 4 个，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

学、武汉大学，到 2017 年，博士点已经发展到 29 个，硕士

点也达到 69 个。从学科点的设立来看，各个大学的博士

点单位有两种: 一种是独立申报，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

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新疆大学等; 另一种是

一级学科覆盖的博士点，即如果学校已经拥有理论经济学

一级学科，则可以自设。按照博士点和硕士点每个点最少

3 个方向，每个方向五个导师粗略估计，目前全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点的硕士、博士生导师保守估计在

1 470人左右，已经形成庞大的导师队伍。

从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在全国各省的

分布来看，该学科的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除

港澳台地区，中国没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士点或

图 1 2017 年全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士、
博士点数量分省比较(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图 2 2017 年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士、博士点数量
分区域比较(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博士点的只有青海、海南、黑龙江、西藏、重庆等少数几个

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他省份均有该学科的硕士点或

博士点。

1． 2 相关学术成果和教材比较丰富

除了学科点取得快速发展以外，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也涌现出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从目前已经看到的文

献来看，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是著作或者教材。关于著作

和教材，据不完全统计，自 1997 年学科成立以来，国内以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命名的出版教材达 22 部，而与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相关的学术专著则多达数十部。例

如，杨云彦主编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999 年版)

和张象枢主编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代表着早期

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探索。这些教材写成于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学科创建后不久，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

容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深刻的影响着后续的研究。进入

21 世纪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教材编写开始走向繁

荣，在 21 世纪前十年，又有多部教材问世，如钟水映主编

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008 年版) ，麻彦春主编的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王珍主编的《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和邓宏兵主编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等。2010 年以后，具有代表性的教材有朱群芳主编的《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概论》、王文军主编的《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等。另一类是公开发表的论文成果。随着

学科的创建，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的学术研究

也开始涌现。从 1997 年至今，与该学科主题相关的研究

论文十分丰富，但基本分散在各分支学科中，例如人口经

济学、人口与资源环境以及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从学科

发展来看，目前各分支学科均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各分支

领域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大量丰硕的学术成果［2 － 3］，据中

国知网查阅后的不完全统计，与这些分支学科直接相关的

成果非常多，但直接以“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为主题

的研究论文相对较少，从 1997 年以来只有 32 篇，主要从

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

学科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如吕红平［4］、李通屏［5］、童玉

芬［6］、吕昭河［7］、罗丽艳［8］等。这些直接的成果虽然数量

不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的发展，为学科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 3 多项相关的国家级项目获得立项

自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创建以来，与该学科相关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问题具有

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因而多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资助。本研究通过整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发现，由

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交叉的学科，研究人口、

资源、环境经济学相关问题的学者也多源于人口学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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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等学科。从人口学来看，自 2002 年人口学获得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开始，到 2017 年人口学共获 24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其中 3 项与人口、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相关，占总资助项目的 12． 5%。而从一般项

目来看，人口学自 1997 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

助开始，到 2017 年 20 年间共获得 375 项国家社科基金一

般项目资助，其中 28 项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

占总资助项目的 7． 4%。由此可见，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的相关内容是人口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而从理

论经济学来看，该学科自 2011 年开始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资助以来，共有 11 个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资助，其中 1 项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

关，约占 9%。而理论经济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资助则始于 1997 年，1997 年至 2017 年共有 210 项研究获

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其中 15 项研究的研究内

容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约占总量的 7． 1%。

而 1997 年以来，理论经济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资助的研究项目多达 1597 个，其中有 83 项研究所研究的

内容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约占总量的 5． 2%。

2 当前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表面上看，虽然该学科在学科点、科研成果和研究项

目立项等都增长迅速，数量众多，但在发展中却存在着如

下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与挑战，威胁到学科的健康发展。

2． 1 分支学科缺乏更高层面的实质性融合

从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来看，人

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构成了该学科三个

主要分支并起到支撑作用，但这三个分支学科分别在不同

的研究领域。而且目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各分支

学科都缺乏更高层面上的视角和综合考量，例如人口经济

学的研究很少考虑资源环境因素; 资源环境经济学则较少

将人口变量作为内生变量加以考虑; 而人口生态环境领域

的研究又时常缺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作为一门理论经

济学的二级学科，目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发展中，很

少有研究尝试通过经济学的视角把经济、人口、资源、环境

等几个重要的系统的联系起来，建立起该学科独有的理论

体系。从本质上看，经济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数属于

“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范畴，并

非严格意义上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因而，经济

学界还应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把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等

系统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建立起属于“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以推动人口、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口学

方面的研究也只侧重人口学特有的理论和方法，在经济学

的方法应用和理论解释上则相对较弱。同时，由于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跨度大，不同学科之间的话语

体系也不甚一致，导致上述几个分支学科之间在推动该学

科的发展上缺乏必要的合作与交流。

2． 2 对基本理论问题缺乏共识

2． 2． 1 对本学科研究对象的表述和认知各异

事实上，虽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经历了 20 年

的快速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博士和硕士，但是其研究对象

并没有十分明确。就目前的诸多观点来看，关于人口、资

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分为以下几大类。一类观

点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

源、环境、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9］，这一观点把重点放在

人口上，认为只要从人口角度去探讨资源、环境和经济学

问题都应被视为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第二类观点则认为

该学科是研究经济学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之间关系

的学科［10］，与第一个观点不同的是，该观点把重点放在

经济学上，认为只要用经济学的视角去解释人口问题、资

源问题、环境问题都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另一类观点

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研究人口、

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多重相互关系［11 － 13］，这一观点

认为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十分广泛，认为只要与人口、资

源、环境以及经济相关的研究，无论是对其中某一类要素

研究还是对其中要素间相互关系的研究，都应当被视为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另外，还有观点认为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质上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最终是为了实现可持续

发展［14］。最后一类观点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

研究人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总体全过程的经济

学［15］，这种观点使得该学科的研究对 象 更 加 笼 统 和 宏

大。由于学术界对该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缺乏统一的认

识，导致目前相关的研究不成体系，这最终也阻碍了该学

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2． 2． 2 学科体系结构缺乏完整性

由于教材编著者的学科背景不同，所编写的教材在体

系上也存在巨大差异，使得各教材在内容上存在很大偏

差，且缺乏跨学科的合作，多是“一家之言”。早期的一些

教材所建立的体系大多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少量

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内容［16 － 17］; 同时，也有教材偏重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探讨，但缺乏经济学的分析框架［18］。

在近十年来的出版的教材中，在体系和内容上则出现了更

大的差异和分化。一些教材侧重介绍人口、资源、环境、经

济之间的关系，例如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人口经济学

等［19］。另一些教材则把人口、资源、环境三个较为独立的

模块进行简单整合［20］，对内在机制很少进行深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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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教材则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纳入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21］，这使得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的内涵和外延更加难以确定，这也不利于该学科的进一步

发展。总的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仍然缺乏完整的学科体系，还需在经济学的基础上

把人口、资源、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内容的内在关

系进行进一步厘清和整合。

2． 2． 3 缺乏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目前的教材和研究，基本上都是把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分成了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三个

部分，有的还在此基础上加进了可持续发展，将人口、资

源、环境看作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因素。这种做

法将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学科割裂开来，同时硬性把三个独

立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使研究者很难将其理解为一个统一

的学科，削弱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价值。而且这

种做法主要是从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系统学综合视

角出发，在这种视角下，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

济学几个方面在该学科体系中是等同的，缺少经济学的视

角与研究方法，因此很难将其理解为一门经济学科。

2． 3 缺乏相应的专门理论支持

理论是一个学科存在的基本条件，只有拥有特有的基

础理论，才能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上有别于其他

的学科，也才能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但是从目前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来看，除了借用已有的资源环境

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缺

乏该学科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这是本学科

今后发展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直接影响到学科的可持

续发展。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二级学科，将人口、资源与

环境等纳入经济框架，他们这些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是什

么? 作为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经济活动，人口、资源、环境

是否可以被看作具有同样物质属性的条件进入经济活动

之中加以考虑? 如果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得到完美的

理论解释以及实证检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会缺

乏根基和立足之本。

3 阻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主

要原因

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存在种种问题，

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本文就对这些原因进行简单分析。

3． 1 学科渊源导致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在学科整

合上的困难

由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由人口经济学发展而

来，导致早期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大

多是人口学学者，因此早期的研究也多从人口学的视角去

理解和分析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经济学

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视角相对较为薄弱。随着人口、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的相关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各大院

校的经济学院、环境学院等相关单位都相继建立起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各自从自己的学科

背景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使得该学科的研究队伍日益

壮大，但来源也纷繁复杂。由于这些学者研究背景差异巨

大，而真正具有经济学背景、且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却

一直没有进入经济学主流，也导致了该学科经济学的分析

框架薄弱，没有很好的把人口、资源与环境这几大独立的

社会经济现象整合起来。

3． 2 学科领域跨度大，学者难以驾驭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跨度极大，从学科大类

上分，人口学和经济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资源、环境的

相关研究在很多方面从学科归属上看已经属于理工科的

范畴。即使同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能同时具有经济学和人

口学背景并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学者就十分有限，更

遑论同时在资源、环境等相关理工科领域也具有较高的造

诣。受学科背景的限制，同时掌握这几大学科的研究方法

和基本理论对很多研究者而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

也是该学科理论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3． 3 缺乏相应的组织建设和交流平台

学术交流应当有相应的学术组织和平台，学术组织的

缺位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

态的重要原因之一，自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成立二十

年来，设有硕士点或博士点的单位在全国已经接近上百

家，但是至今都没有相应的学术组织，直接相关的学术活

动也很少见，不同单位之间也缺乏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层面上的必要交流，大都处于各分支学科分头活动，

“闭门造车”的状态。而相比之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的姊妹学科人口学，全国拥有该学科硕士点或博士点的

单位不超过二十家，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学会及其下属分会

组织严密，学术活动频繁，吸引着众多从事相关领域的学

者进行相关学术研究，每年参加人口学年会的学者规模甚

至达到近千人之多。人口学对推动我国重大社会改革和

科学决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见相应的学术组织和

平台的重要性。

4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对策建议

4． 1 尽快建立相应的专门学会，提供交流的平台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下属的二级

学科，要实现健康发展，就应该要有相应的机构和组织，定

期或不定期的组织相关的学术活动，整合学术资源，吸引

更多的学者从事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以促进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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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因此，应当尽快建立相应的专门的学会，组织

相关的专家和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有重点的进行学术攻

关，以推动学科的发展。例如，可以由在经济学一级学会

下面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二级分会，广泛吸收人

口学和资源环境领域学者进入，参加跨学科交流。例如，

可以在中国人口学会下成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分会，

广泛吸收经济学和地理学以及环境学领域学者参与交流，

一定能够促进本学科的实质性发展。同时也可以在理论

经济学相应学会下面设立专门分会。

4． 2 重视教材建设，尽快组织教材的统一编写

教材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进行人才培养的

重要媒介，尤其对研究生而言，其所使用的教材会对日后

的科学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当前出版的教材由于缺

乏跨学科的合作和交流，大都是根据自己的学科背景所编

著的“一家之言”，导致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

象混乱，研究内容也抓不住重点，这既不利于学科的健康

发展，也不利于人才培养，同时也与该学科设置的初衷不

符。因此，作为一个学科跨度极大的交叉学科，教材编写

要更加谨慎，不能随意为之。同时，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的建设处于“百花齐放”之际，理论的发展、学科合作

及学术交流不能继续“万马齐喑”，应该尽快组织国内在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及相关领域有相当造诣的学者，

共同编著一部既能满足当前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又能反映国内和国际研究前沿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教材，以推动学科的健康发展。

4． 3 建议各类相关一级学会注意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专题分会

中国每年的各种年会有很多，但专门以“人口、资源环

境经济学”为主题的年会很少，这不利于学利的融合与发

展。以人口学为例，中国人口学年会是人口学界的重要的

盛会，该会议每年也会吸引众多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领域的资深专家汇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术活动

的开展，完全可以先借助人口学年会这一平台。在人口学

年会上设置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分会，首先组织在人

口学界较为活跃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的学者进

行学术交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该学术会议的影响

力，不断的吸引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人员

参与，通过人口学会这一活跃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良性发展。与此类似，国内经济学、

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年会均可举办相应的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分会，广泛邀请相应学者参与

和讨论，相互学习和借鉴，促学科融合发展。

4． 4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相应期刊开设专门栏目

当前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

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对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学这几

大模块的单独研究或其中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上，理论

研究相对滞后，需要大力加强对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建议相关的人口学和理论经济学

类期刊开设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栏，通过学术期刊的

导向作用 促 进 人 口、资 源 与 环 境 经 济 学 的 理 论 探 讨 和

创新。

( 编辑: 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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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 review on China’s Population，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in past 20 years

TONG Yu-fen ZHOU Wen
(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Econom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achievements of Population，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in the past 20 years from

various aspects，and comprehensively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n this basis，the reasons that hind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are analyzed deeply． At the same time，it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at the practical level． Since its

establishment，Population，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discipline team，and academic innov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ster’s degree and doctoral degree has shown vigorous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and has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a number of national-level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related to the discipline have been approved，and relevant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have been thoroughly studied．

However，at present，the sub-disciplines of the discipline still lack a higher level of integration，and the basic theory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still lacks consensus．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is that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discipline is not clear，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earch system are not rigorous，and lack of the supporting theories，specialized analytical framework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These problems have seriously hinder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The root cause is mainly due to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branch disciplines due to the disciplines of the discipline． At the same time，the sub-disciplines belong

to a large area of expertise，which is difficult for scholars to control． In addition，the organization has been lagging behind and lacks

corresponding academic exchanges． These become important reasons hinder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also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practice level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First of all，Population，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should establish corresponding specialized

associ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and provide a platform for scholars to conduct academic exchanges． Secondly，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organize experts and scholars with considerable accomplishments as soon as possible，and

prepare a high-quality textbook to meet the needs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personnel training． Third，we should establish a special

chapter on‘Population，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under the relevant level one to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Finally，special columns are set up in the corresponding academic journals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the basic theory of

disciplines．

Key word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Population，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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