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
姓名：郝煜

性别：男

联系方式：haoyu672@gmail.com

出生日期：1983 年 10 ⽉月 3 ⽇日

籍贯：⼭山西太原

电话：+86-18335139672

学历：2013 年 8 ⽉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获经济学博⼠士
2008 年 6 ⽉月，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获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硕⼠士
2006 年 7 ⽉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获经济学学⼠士
博士答辩委员会成员：Gregory Clark (主席), Christopher Meissner, and Burkhard Schipper
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史、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助教课程(2007 年-2013 年)：世界经济史、美国经济史、国际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管理会计、东亚经济。
现研究课题：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测量；通过姓⽒氏/⽅方⾔言的地区差异度量基因/⽂文化距
离。考察其对贸易、技术扩散和要素流动的影响；考察宗族异质性对地区公共品提供的影响。
发表：
(1) （英⽂文专著）Gregory Clark, with Neil Cummins, Yu Hao, and Daniel Diaz Vidal, “THE SON
ALSO RISES：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 Gregory Clark, Neil Cummins, Yu Hao, and Daniel Diaz Vidal, “Surnames: a New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 accepte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14.
(3) 郝煜, 2013:《中国的长期社会流动性：姓⽒氏⽅方法》，《经济资料译丛》第⼆二期。
工作论文：
(1) (求职论⽂文) “Social mobility of China, 1645-2012: a Surname Study.” With Gregory Clark, Job
Market Paper，submitted to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13.
(2) 《基因，历史长期延续性和路径依赖的⼀一个根源：G·克拉克经济史研究综述》, working
paper， 2013.
(3) “Descending Mainlander-Taiwanese: social mobility of Taiwan, 1945-2010”. Working paper, 2013.
(4) “Taiping Rebellion as a diversity shock: the failure of public primary schooling of Lower Yangzi in
the Republican Era, 1900-1949”, working paper 2013.
(5) 《⾰革命还是延续：评梁晨等<⽆无声的⾰革命>》, working paper, 2014.
(6) What explains the Hong Kong wage premium, 1871-1914: The effect of terms of trade, trade volume,
technology and sector interaction. Working pap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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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论文:

(1) “Diffusion of development: genetic and geographic proximity to Shanghai.”
(2) “Entrenched inequality and the role of kinships, evidence from Suzhou County.”
(3) 《群组视⾓角：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的⼀一个新测度》
(4) 《族群异质性和经济增长》

(5) "One man, one pen and one vote, provincial exam quotas that hold China together, 16451905."
(6) "No quota, no fair: the impact of abolishing exam system, 1905-1949."
(7) "Affirmative actions on regions not ethnicities: provincial quotas o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1949-2014."
其他学术和社会活动：
2010 年 7 ⽉月-2013 年 1 ⽉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Were there ever persistent social classes?
Economic and Social Mobility, 1250-2009.”
2007 年 6 ⽉月-8 ⽉月，《财经》杂志学术组实习编辑、记者。
奖励：
2012年，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 (EHA) Dissertation Fellowship（世界经济史学会博⼠士论
⽂文答辩奖学⾦金，每年3名）；
2011年-2012年，Summer Research Grant, All-UC Group in Econ History, 2011-2012 ;
2013年, Dissertation Fellowship, UC Davis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论⽂文答辩奖学⾦金)
2008年-2012年，Non-resident fellowship and TAship, UC Davis;
2006年-2008年，TAship, UC San Diego
2002年-2006年，北京⼤大学明德奖学⾦金, 2002-2006;
2005年，北京⼤大学社会⼯工作奖.
学术讲演和报告：
2014年7⽉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第⼆二届量化历史年会专题报告；
2013年11⽉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专题研讨会；
2013年7⽉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第⼀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专题报告；
2012年10⽉月，全加州经济史年会，会议专题报告；
2012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会议专题报告；
2012年5⽉月，UCLA跨学科中国研究年会（China Undisciplined），会议专题报告。
担任匿名审稿：
《欧洲经济史评论》（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澳洲经济史评论》（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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