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国际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经济增长的自然过程
1.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2.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3. 国际经济的产生

二、国际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发展的结果
1. 经济目标与福利
2. 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
3. 国际经济学的产生

三、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异同
1. 经济运行主体的异同
2. 经济运行目的的异同
3. 经济运行范围的异同
4. 经济运行机制的异同
5. 经济交流方式的异同

第二节 国际经济学的对象与结构
一、国际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1. 资源的国际配置
2. 福利的国际最大化分析
3. 国际经济活动往来的内在联系

二、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 国际贸易纯理论研究
2. 国际贸易政策研究
3. 国际收支研究
4. 外汇理论研究
5.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研究
6. 跨国公司研究
7. 经济发展研究
8. 经济一体化研究
9. 开放经济的宏观调节研究

10.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秩序研究

三、国际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特点
1.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2. 静态与动态相结合
3.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4. 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相结合
5. 理论与政策相结合
6. 吸收与评价相结合

第二章

国际贸易纯理论

第一节 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
一、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基本内容
1. 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基本概念与内容
2. 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简单数学说明
3. 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图形解释
4. 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其他有关叙述

二、对于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评价
1. 从国际贸易实际出发的评价
2. 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评价

第二节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
一、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的基本内容
1. 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的假设前提
2. 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的基本内容
3. 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的简单数学说明
4. 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的图形解释
5. 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的其他有关叙述(多国与多种产品模型)

二、对于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的评价
1. 从国际贸易实际出发的评价
2. 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评价
3. 我国理论界对比较利益学说的认识与评价

三、比较利益的分解
1. 得自贸易的利益

2. 得自分工的利益
3. 利益的合成分析与评价

第三节 国际贸易价格的确定
一、相互需求方程式
1. 相互需求方程式的基本内容和简单数学说明
2. 相互需求方程的图形解释
3. 相互需求方程式均衡的条件及对其评价

二、提供曲线及其分析
1. 贸易无差异曲线
2. 提供曲线的作图及说明
3. 国际贸易的均衡条件分析
4. 对提供曲线的评价

三、贸易条件与出口的贫困增长
1. 贸易条件与出口的贫困增长的图形分析
2. 出口贫困增长的条件与案例
3. 出口贫困增长的政策含义及对其的评价

第三章

国际贸易的现代与当代理论

第一节 H—O 模型及其分析
一、H—0 模型的基本命题
1. H—0 模型的提出与模型要解决的问题
2. H—O 模型的假设前提
3. H—0 模型的基本命题分析

二、H—0 模型的基本内容
1.

H—0 模型的基本内在逻辑关系

2.

H—0 模型的数学公式推导证明

3. 要素价格均衡及其分析

三、对 H—0 模型的评价
1. H—0 模型与比较利益学说的异同点
2. H—0 模型的政策含义与案例分析
3. 对 H—0l 模型的评价

第二节 列昂惕夫反论及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
一、列昂惕夫反论
1. 列昂惕夫反论的提出
2. 列昂惕夫反论的基本内容
3. 围绕列昂惕夫反论展开的争论

二、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
1. 人力资本说的基本内容与评价
2. R&D 学说的基本内容与评价
3. 信息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与评价

三、国际贸易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1. 国际贸易技术差距论的基本内容与评价
2. 国际贸易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的提出与假定前提
3. 国际贸易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的基本内容
4. 国际贸易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图形说明
5. 国际贸易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动态意义
6. 对国际贸易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

第三节 国际贸易的当代理论
一、产业内贸易理论
1. 产业内贸易理论的提出与假设前提
2. 产品的同、异质性
3. 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4. 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5. 需求偏好相似论
6. 规模经济的贸易利益
7. 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衡量指数
8. 对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评价

二、政策贸易理论
1. 战略政策贸易理论
2. 贸易扭曲理论

第四章

国际贸易政策分析

第一节 国际贸易的关税分析

一、小国进口关税的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分析
1. 关税的概念
2. 小国进口关税的局部均衡的图形分析
3. 小国进口关税的几种经济效应与福利分析
4. 小国进口关税一般均衡的图形说明
5. 贸易均衡条件分析与评价

二、大国关税的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分析
1. 大国在国际贸易条件下的总供给曲线
2. 大国进口关税的局部均衡的图形分析
3. 大国关税的几种经济效应与福利分析
4. 大国关税一般均衡的图形说明
5. 贸易均衡条件分析与评价

第二节 国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分析
一、进口配额分析
1. 国际贸易中进口配额的概念
2. 进口配额局部均衡的图形分析
3. 进口配额的经济效应

二、进口配额与等额关税的比较分析
1. 进口配额与等额关税的图形分析
2. 进口配额与等额关税的政策含义比较
3. 对进口配额的评价

三、反倾销与反补贴分析
1. 倾销的界定
2. 倾销的危害性
3. 倾销的图形分析
4. 反倾销的经济效应分析
5. 补贴与反补贴的图形分析

第三节 幼稚产业的保护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1. 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沦
2. 新贸易保护理论

二、幼稚产业的保护分析
1. 幼稚产业的定义(M—B—K 标准)

2. 幼稚产业发展的局部均衡分析
3. 幼稚产业发展的一般均衡分析
4. 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含义与评价

三、关税的有效保护率
1. 关税保护与关税的有效保护
2. 关税有效保护率公式的推导与计算
3. 关税有效保护的政策含义与评价

第五章

国际收支分析

第一节 国际收支与国际收支表
一、国际收支与国际收支表
1. 国际收支的基本概念
2. 广义与狭义国际收支
3. 国际收支表的构成(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国际投资头寸)

二、国际收支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1. 国际收支表各项目之间的关系
2. 国际收支的盈余与赤字
3. 国际收支状况的含义与经济分析

第二节 国际收支的调节
一、国际收支的失衡
1

.一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含义

2. 一国国际收支失衡的经济影响

二、国际收支失衡调节的若干理论
1. 弹性法
2. 吸收法
3. 货币法

三、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措施
1. 外汇管制
2. 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其他政策措施

第六章

汇率决定的一般理论

第一节 外汇与汇率
一、外汇定义及其作用
1. 外汇的概念
2. 外汇的作用
3. 国际储备与最佳外汇储备规模

二、汇率定义与汇率的标价法
1. 汇率定义
2. 汇率的标价法
3. 汇率的多种表现形式

第二节 汇率决定的若干理论
一、汇率决定的传统理论
1. 铸币平价说
2. 国际借贷说
3. 传统购买力平价说
4. 汇兑心理说

二、二战后汇率决定的理论
1. 流动资产选择说
2. 目标汇率说
3. 货币主义的汇率理论

第三节 汇率决定的一般理论内容
一、一价定律与购买力平价理论(PPP 法)
1. 同一价格律
2. 不同国家中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3. 非贸易商品不符合购买力平价时的平价公式
4. 贸易商品也不符合购买力平价时的平价公式
5. 实际汇率分析与评价

二、利息平价与远期汇率的决定
1. 货币的内在价值
2. 费舍效应与国际费舍效应
3. 不考虑通货膨胀条件下的远期汇率决定公式
4. 升水(贴水)公式的推导

三、购买力平价法(PPP 法)的实际应用

1. 购买力平价法在国际经济中的应用
2. 购买力平价法应用的案例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3. 购买力平价法应用的评价

第七章

要素的国际流动

第一节 资本国际流动及其经济效应
一、资本国际流动
1. 资本国际流动的动因
2. 资本国际流动的主要形式
3. 国际资本的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

二、资本国际流动的经济分析
1. 资本国际流动的图形分析
2. 资本国际流动的福利分析
3. 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含义

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提出
2.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本内容
3. 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评价

第二节 劳动力国际流动及其经济效应
一、劳动力国际流动
1. 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原因
2. 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形式

二、劳动力国际流动的经济分析
1. 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图形分析
2. 劳动力国际流动的福利分析
3. 国际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含义

第三节 技术转移及其经济效应
一、技术的国际转移
1. 国际技术转移的动因
2. 国际技术转移的形式

二、国际技术转移的经济分析

1. 技术转移的新古典价格刺激模型
2. 中性技术进步说
3. 技术转移的周期理论
4. 国际技术转移的政策含义

第四节 国际要素转移的其他经济效应
一、两缺口模型
1. 缺口的概念
2. 两缺口模型
3. 两缺口模型的政策含义

二、外资引进的经济分析
1. 国际因素的恶性循环
2. 最佳外资引进分析
3. 债务指标及其政策含义
4. 案例分析:20 世纪 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

第八章

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

第一节 国际传导机制
一、国民收入模型的扩大
1. 简单开放国民收入模型
2. 加入商品、资本、劳动力流动的扩大的国民收入模型

二、国际经济非均衡传导
1. 国际商品流动的非均衡传导
2. 国际资本流动的非均衡传导
3. 国际劳动力流动的非均衡传导
4. 国际信息流动的非均衡传导

三、国际经济非均衡传导的案例分析
1. 1973-1974 年的世界经济衰退
2. 1997-1998 年的东亚金融经济危机

第二节 贸易乘数理论
一、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理论
1.乘数理论的提出

2.乘数理论的公式推导
3.乘数的政策含义

二、贸易乘数
1. 贸易乘数理论的提出
2. 贸易乘数的公式推导
3. 贸易乘数的图形分析

三、贸易乘数的政策意义
1. 贸易乘数的政策含义
2. 回应的贸易乘数及其政策含义
3. 对贸易乘数理论的评价

第三节 宏观经济的对内与对外均衡
一、经济的宏观目标
1. 宏观经济的四个目标
2. 经济的对内与对外均衡

二、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经济分析
1. 汇率与 BOP 曲线的关系
2.

IS—LM—FE 分析

3. 内外均衡的斯旺图分析

三、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政策分析
1. 开放条件下的财政、金融与汇率政策
2.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及政策搭配
3. 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
4. 固定与浮动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第九章

一体化与国际经济秩序分析

第一节 经济一体化分析
一、关税同盟与经济一体化分析
1. 关税同盟的提出与发展
2. 国际贸易的次优理论: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

二、关税同盟的经济分析
1. 关税同盟的图形分析
2. 关税同盟的福利分析

3. 关税同盟的政策含义

三、最优货币区分析
1. 最优货币区的提出
2. 单一货币的收益分析及其评价
3. 单一货币区的成本分析及其评价

四、经济一体化的经济与案例分析
1. 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分析
2. 经济一体化的案例分析

第二节 国际经济组织及其作用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及其作用
二、世界银行(World Bank)及其作用
三、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作用
四、地区经济组织及其作用

第三节 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与南北关系
一、国际经济秩序
1. 国际经济秩序的含义
2. 旧国际经济秩序分析
3. G—8 与国际经济秩序

二、新国际经济秩序
1. 南北经济关系分析
2. 新国际经济秩序的提出
3. 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第十章

结束语:经济全球化趋势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的演变: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与动因
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气类
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