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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第一节安排 

Concurrent Sessions 1 

（12 月 14 日下午 13:00-14:40 | 13:00-14:40, Dec. 14） 

 

专题一：资源与环境（一） 

地  点：方楼 305 

报告人： 

论文一：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有效性检验：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省级证据 

  董直庆/王辉，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二：清洁生产政策对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刘和旺/张双/郑世林，湖北大学/北京大学 

论文三：高铁开通改善了城市空气污染水平吗？ 

  李建明，湖南大学 

论文四：历史，预期，与碳锁定 

        靳玮，天津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靳玮，天津大学 

论文二：李建明，湖南大学 

论文三：董直庆/王辉，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四：刘和旺/张双/郑世林，湖北大学/北京大学 

 

 

专题二：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专场（一）：森林资源与发展 

地  点：方楼 306 

主持人: 易媛媛，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气候变化对中国森林火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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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士磊，北京大学 

论文二：森林碳汇政策的效率分析 

  田晓晖，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三：森林经营权的下放与合作经营的选择 

  易媛媛，北京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研究室 

论文二：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研究室 

论文三：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研究室 

 

 

专题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专场（一）：区域经济发展  

地  点：方楼 309 

主持人: 李兰冰，南开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中国城镇化是走大国大城还是其他道路：基于公共产品均等化的视角 

  范剑勇，复旦大学 

论文二：大学知识溢出与科技经费配置 

  朱希伟，浙江大学 

论文三：取之东隅，得之桑隅：中国式环境规制绿色绩效评估——基于“河长制”演进的经

验研究  

  余泳泽，南京财经大学 

论文四：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家精神与城市包容性研究  

  周密，南开大学 

论文五：地方产业集群、成本加成率分布与资源配置效率  

  刘玉海，大连理工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周密，南开大学 

论文二：刘玉海，大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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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三：范剑勇，复旦大学 

论文四：朱希伟，浙江大学 

论文五：余永泽，南京财经大学 

 

 

专题四：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交流专题（一） 

地  点：圆楼 202 

主持人: 吴琼，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CFPS 项目进展与数据更新 

  CFPS 项目组，北京大学 

论文二：最低收购价和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效应：来自 CFPS 的证据 

  刘锐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论文三：高阶收入风险、收入流动与不平等 

  邹建文，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四：中国家庭对收入冲击可以实现完全保险吗？ 

  宁磊，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五：房住不炒”背景下促进居民消费对策研究——基于 CFPS 的实证分析  

   张玉梅 ，河北大学 

论文六：人情支出为何居高难下?——来自行为经济学视角的证据  

  余丽甜，复旦大学 

评论人： 

CFPS 项目组，北京大学 

 

 

专题五：金融学（一） 

地  点：圆楼 302 

报告人： 

论文一：Migrant: Default and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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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文/胡金焱，山东大学 

论文二：空间视角下金融发展对产业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 ——以第二产业为例 

  喻旭兰/董均霞，湖南大学 

论文三：Factor models and the idiosyncratic volatility effect: Have we ever solved 

the puzzle? 

  李仲飞/黄若冰/彭昊明/李广众，中山大学 

论文四：社会连接：增强信任 VS 加强内部人控制 ——来自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证据 

  郑志刚/刘小娟/张浩/黄继承，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五：土地财政、内生货币和企业融资成本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验证 

  周彬/韩律，东北财经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周彬/韩律，东北财经大学 

论文二：郑志刚/刘小娟/张浩/黄继承，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三：李建文/胡金焱，山东大学 

论文四：喻旭兰/董均霞，湖南大学 

论文五：李仲飞/黄若冰/彭昊明/李广众，中山大学 

 

 

专题六：金融学（二） 

地  点：圆楼 303 

报告人： 

论文一：Coherent Preferences in Stock Market 

  石磊磊/Boris Podobnik/ Andrea Fenu/郭新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论文二：中国式增信的质押权衡：股权质押 vs. 房产抵押 

  张小茜/黄金龙/仇天逸，浙江大学 

论文三：债务能力与流动性管理:基于内生信贷约束的视角 

  牛华伟，南京审计大学 

论文四：结构性货币政策、渠道识别与特征企业融资约束 

  唐文进/丁赛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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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五：股票名称音律对公司价值影响研究 

  刘婷，内蒙古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 刘婷，内蒙古大学 

论文二：唐文进/丁赛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三：石磊磊/Boris Podobnik/ Andrea Fenu/郭新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论文四：张小茜/黄金龙/仇天逸，浙江大学 

论文五：牛华伟，南京审计大学 

 

 

专题七：女经济学者专场（一） 

地  点：圆楼 306 

主持人: 李晓华，华北电力大学 

报告人： 

论 文 一 ： Fertility, Child Gender, and Parental Migration Decision: A New 

Semi-parametric Method 

  Zibin Huang/Lin Lin，香港中文大学 

论文二：How does dowry work in the marriage market in contemporary China with 

imbalanced sex ratio? 

  马丽媛，Iowa State University 

论文三：家庭内不平等与女性劳动力供给 

  向晶，社科院人口所 

论文四：养育指导、营养供给与农村儿童健康 

       宋月萍/张婧文/刘蓓/王卫东，中国人民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王晴，北京大学 

论文二：林琳，香港中文大学 

论文三：宋月萍，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四：刘娜，湘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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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八：产业组织理论 

地  点：高层 404 会议室 

报告人： 

论文一：排序位置与商家市场势力 ——基于电商平台的分析 

  曲创/王赛，山东大学  

论文二：互联网平台中的消费者有限理性 ——来自网购平台的证据 

  刘重阳/曲创，浙江理工大学 

论文三：同时进入市场条件下的技术许可与企业兼并研究 

  蔡桂云/张丽霞，江西农业大学 

论文四：技术冲击下的平台竞争 ——用户分化效应与平台转型 

曲创/陈宁，山东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陈宁，山东大学 

论文二： 蔡桂云/张丽霞，江西农业大学 

论文三： 曲创/王赛，山东大学 

论文四：刘重阳，浙江理工大学 

 

 

专题九：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专场：不平等与微观行为 

地  点：高层 5 楼会议室 

主持人: 罗楚亮，北京师范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中国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度量 

  祁磊，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二：农村耕地分配不均等性的变化 

 梁晓慧，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三：Pay-as-you-go pensions and endogenous ret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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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盼，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四：母乳喂养时间越长对子女发展越有利吗？ 

  赵心慧，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五：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pension system in aging China 

  张昭，西安交通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梁晓慧，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二：杨新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论文三：杨澄宇，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四：袁晓燕，上海大学 

论文五：刘盼，北京师范大学 

 

 

专题十：发展经济学（一） 

地  点：高层 601 教室 

报告人： 

论文一：从产权到投资：失地风险与集体行动 ——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 

  张同龙，华南农业大学 

论文二：抗日战争、基层治理与当代经济发展 

  李飞跃/李京鸿，北京大学 

论文三：精准扶贫对初中生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 

  农汇福/朱宏佳/朱荣，中山大学 

论文四：Gravity and “Flying Geese”: Firm Investment Flows in China 

  张佳梁/张晓波，北京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张佳梁/张晓波，北京大学 

论文二：农汇福/朱宏佳/朱荣，中山大学 

论文三：张同龙，华南农业大学 

论文四：李飞跃/李京鸿，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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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十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一） 

地  点：高层 7 楼会议室 

报告人： 

论文一：全球 FTA 网络嵌入位置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的

检验 

 刘慧/綦建红，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二：技术进步、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开放 ——来自双边国家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杨晓亮/耿伟，天津财经大学 

论文三：跨国并购、汇率变动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盛斌/景光正，南开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盛斌/景光正，南开大学 

论文二：刘慧/綦建红，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三：杨晓亮/耿伟，天津财经大学 

 

 

专题十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专场（一） 

地  点：高层 8 楼会议室 

主持人: 朱欢，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金融科技、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尹应凯，上海大学 

论文二：最优金融结构、产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赵秋运，北京大学 

论文三：最优银行结构再探析——基于银行企业规模的结构匹配视角 

  叶德珠，暨南大学 

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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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一：叶德珠，暨南大学 

论文二：张骞，北京大学 

论文三：尹应凯，上海大学 

 

 

专题十三：宏观经济学（一） 

地  点：高层 9 楼会议室 

报告人： 

论文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 1978-2014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

分析 

 王弟海/李夏伟，复旦大学 

论文二：杠杆增速、部门差异与金融危机 ——“结构性去杠杆”的实证分析与我国杠杆政

策的讨论 

  纪洋/葛婷婷/边文龙/黄益平，北京大学 

论文三：异质性劳动力供给与我国最优结构性财政政策选择 

  邓红亮/陈乐一，湖南大学 

论文四：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冲击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刘玲/陈乐一/李玉双，湖南大学/嘉兴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刘玲/陈乐一/李玉双，湖南大学/嘉兴学院 

论文二：邓红亮/陈乐一，湖南大学 

论文三：王弟海/李夏伟，复旦大学 

论文四：纪洋/葛婷婷/边文龙/黄益平，北京大学 

 

 

专题十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专场（二）：世界经济  

地  点：高层 10 楼会议室 

主持人: 王永进，南开大学 

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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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一：Exports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icro-evidence from China 

  戴觅，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二：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China’s Processing Trade on Global Welfare 

  邓建鹏，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三：What You Import Matters: Capital versus Intermediate Goods 

  莫家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论文四：Impacts of Highways On Trade And Migratio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 

  徐扬，厦门大学 

论文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进口 

  毛其淋，南开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毛其淋，南开大学 

论文二：徐扬，厦门大学 

论文三：莫家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论文四：邓建鹏，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五：戴觅，北京师范大学 

 

 

专题十五：劳动经济学（一） 

地  点：高层 12 楼会议室 

报告人： 

论文一：参照对象选择倾向、预期受挫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态度 

 刘磊/郭梦凡/黄湛冰/李娟伟/尹丹，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二：异地中考、人口流动与子女教育 ——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

研究 

  贾婧/鲁万波/柯睿，安徽大学 

论文三：教育与民主：农村教育发展的乡村治理效应 

  靳卫东/刘小瑜，山东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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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四：土地确权促进了农户农机投资吗?——基于异质性农户模型的微观分析 

  孙琳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论文五：来自军营的印记：从军经历与老年人健康 

         赵纯凯/湛泳/陈华帅，上海财经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孙琳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论文二：靳卫东/刘小瑜，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三：赵纯凯/湛泳/陈华帅，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四：贾婧/鲁万波/柯睿，安徽大学 

论文五：刘磊/郭梦凡/黄湛冰/李娟伟/尹丹，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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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第二节安排 

Concurrent Sessions 2 

（12 月 14 日下午 14:50-16:30 | 14:50-16:30, Dec.14） 

 

专题十六：资源与环境（二） 

地  点：方楼 305 

报告人： 

论文一：环保考核压力下的政治性减排 

刘金科，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二：环境规制是否倒逼了创新驱动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刘和旺，湖北大学 

论文三：The Impact of Prenatal Exposure to Sunshine on Birth Outcomes: 

Evidence from China 

张欣/王艺琁/陈希/张勋，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四：产权与环境表现关系的再检讨：来自中国“国进民退”趋势的证据 

张砣/熊振兴，日本京都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张砣/熊振兴，日本京都大学 

论文二：张欣/王艺琁/陈希/张勋，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三：刘金科，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四：刘和旺，湖北大学 

 

 

专题十七：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专场（二）：环境税、碳税与碳交易 

地  点：方楼 306 

主持人: 徐晋涛，北京大学 

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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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一：中国污染物影子价格的测算与应用 

陈醒，北京大学 

论文二：环境税，污染物减排与企业绩效 

张炳，南京大学 

论文三：湖北碳交易市场的经济和环境影响评估——基于多区域 CGE 模型 

刘宇，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评论人： 

张晓兵，中国人民大学 

 

 

专题十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专场（一）: Financial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地  点：方楼 309 

主持人: 肖耿，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Linking the Hong Kong dollar to the SDR – An increasingly attractive 

option 

Geng Xiao，北京大学 

论文二：Large Banks, Economic Growth and New Business Creatio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cross 48 nations 

Guy Liu，北京大学 

论文三：Financial Deepening, Firm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Role of State Ownership 

Yunshang Wang，北京大学 

论文四：Research on Regional Difference, Interest Rate Fluctuation and Risk 

Co-movement of Lending Industry in China 

Yan Lin，北京大学 

 

 

专题十九：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交流专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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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圆楼 202 

主持人: 吴琼，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老龄化与农村老年人口多维贫困——基于 AF 方法的贫困测度与分解 

杨澄宇，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二：农户创业与贫困减缓：风险还是机遇 

单德朋，西南民族大学 

论文三：“新农保”的福利效应与政府信任 

随淑敏，重庆大学 

论文四：基本公共服务与民生获得感—宏观和微观证据 

廖福崇，复旦大学 

论文五：信息消费与家庭的幸福感--基于 CFPS 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张婧旭，天津工业大学 

论文六：Regional Disparity in Public Education Spending and Parenting Practices 

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张琳，近畿大学 

评论人： 

CFPS 项目组，北京大学 

 

 

专题二十：金融学（三） 

地  点：圆楼 302 

报告人： 

论文一：经济数据失真、信息优势和分析师预测 

林之阳/罗党论/Frank Zhang，厦门大学 

论文二：银行理财产品、货币政策传导与银行保本行为 

李诗云/黄益平，北京大学 

论文三：风险资本的国家所有权：双重目标及其最优投资策略 

刘烨/樊越琦，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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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四：信息不对称、卖空机制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 

 谭娜/常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五：基于价量概率波微分方程的交易量权重价格动态均衡模型 

 石磊磊/汪秉宏/郭新帅/李红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刘烨/樊越琦，南京大学 

论文二：林之阳/罗党论/Frank Zhang，厦门大学 

论文三：李诗云/黄益平，北京大学 

论文四：石磊磊/汪秉宏/郭新帅/李红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论文五：谭娜/常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专题二十一：金融学（四） 

地  点：圆楼 303 

报告人： 

论文一：创投双方匹配结构与风险投资退出表现 

付辉，江南大学 

论文二：CEO overconfidence and labor investment efficiency 

赖少杰/李小荣，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三：过度的金融资源会挤出企业家精神吗？ ——基于中小银行扩张进程的实证发现 

蔡庆丰/陈熠辉/林焜，厦门大学 

论文四：强制性去杠杆政策能够提振投资者信心吗？ ——基于 DID 模型的实证检验 

秦海林/高軼玮，天津工业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秦海林/高軼玮，天津工业大学 

论文二：蔡庆丰/陈熠辉/林焜，厦门大学 

论文三：赖少杰/李小荣，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四：付辉，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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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十二：女经济学者专场（二）：健康与照料 

地  点：圆楼 306 

主持人: 封进，复旦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Long-term care insurance demand in China 

  刘子宁，北京大学 

论文二：Maternity Leave and Health in China 

  Yanping Su/王晴，北京大学 

论文三：贸易自由化对老年人认知健康的影响——来自中国加入 WTO 的微观证据 

  余央央/封进/宋弘/赖汪洋，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四：医疗保险权益便携性是否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就业锁定”？ 

  洪灏琪/宁满秀，福建农林大学 

论文五：家庭老年照料对照料者药物服用影响的研究 

  陈璐/范红丽/郑素素，南开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陈璐，南开大学 

论文二：贾男，四川大学 

论文三：邹红，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四：余央央，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五：李琴, 华南农业大学 

 

 

专题二十三：微观理论经济学 

地  点：高层 404 会议室 

报告人： 

论文一：Strategic Analysis of Petty Corruption with Entrepreneur and Multiple 

Bureaucrats 

胡琳，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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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二：不确定监测下声誉效应的稳健性 

杨戈屿，天津大学 

论文三：How Lineage Structure Affects Social Network Formation: Based on Public 

Good Donation in Rural China 

刘慧婷/张彤，华南农业大学 

论文四：专利保护、技术创新与社会福利：一个动态博弈框架 

谢攀/张伊娜，陕西师范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谢攀/张伊娜，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二：刘慧婷/张彤，华南农业大学 

论文三：胡琳，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四：杨戈屿，天津大学 

 

 

专题二十四：发展经济学（二） 

地  点：高层 601 教室 

报告人： 

论文一：精准扶贫是否降低了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 CLDS 的实证研究 

傅扬/王修华，湖南大学 

论文二：外商投资能否带来技术转移？ ——来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证据 

张辉/张玲玉/刘冲，北京大学 

论文三：社会信任、风险分担与企业家精神——基于搜寻和委托代理框架的分析 

田柳/闫雯雯/刘涛雄，清华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田柳/闫雯雯/刘涛雄，清华大学 

论文二：傅扬/王修华，湖南大学 

论文三：张辉/张玲玉/刘冲，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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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十五：国际经济与贸易（二） 

地  点：高层 7 楼会议室 

报告人： 

论文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事实与机制 

孙京洲/祝树金/钟腾龙，湖南大学 

论文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与经济波动 

邓贵川/彭红枫，中山大学 

论文三：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 

周科选/孙林/蒋鑫琳/沈佳枫，浙江工业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周科选/孙林/蒋鑫琳/沈佳枫，浙江工业大学 

论文二：孙京洲/祝树金/钟腾龙，湖南大学 

论文三：邓贵川/彭红枫，中山大学 

 

 

专题二十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专场（二） 

地  点：高层 8 楼会议室 

主持人: 朱欢，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禀赋结构、创新结构与经济增长 

 张骞，北京大学 

论文二：How does green credit affect the R&D inves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panies in China? A mediation analysis  

徐新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三：为何高收入城市的最优管制容积率更低？——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曹靖曼，香港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赵秋运，北京大学 

论文二：曹靖曼，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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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三：徐新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专题二十七：宏观经济学（二） 

地  点：高层 9 楼会议室 

报告人： 

论文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钞小静/廉园梅/罗鎏锴，西北大学 

论文二：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ome inequality, and country risk 

王恩泽/李建强，青岛大学 

论文三：预期、经济周期与通货膨胀的内在关联及波动特征研究 

张英杰/张同斌，临沂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张英杰/张同斌，临沂大学 

论文二：钞小静/廉园梅/罗鎏锴，西北大学 

论文三：王恩泽/李建强，青岛大学 

 

 

专题二十八：经济金融大数据分析专场 

地  点：高层 10 楼会议室 

主持人: 沈艳，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Measuring China’s Stock Market Sentiment 

陈赟，北京大学 

论文二：历史即抵押——来自大数据征信的证据 

王靖一，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三：产业政策关联程度与企业绩效 

覃飞，北京大学 

论文四：The Weekly Rhythm of Vola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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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方，北京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王靖一，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二：覃飞，北京大学 

论文三：梁方，北京大学 

论文四：陈赟，北京大学 

 

 

专题二十九：劳动经济学（二） 

地  点：高层 12 楼会议室 

报告人： 

论文一：机器人对工业就业的影响：综合效应、生产率效应与结构效应 

吴清华/周晓时/李俊鹏，武汉大学 

论文二：幸福会传染吗——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经验证据 

郑晓冬，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三：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能改善父母精神健康吗？ 

张驰/施海波/张崇尚/吕开宇，中国农业科学院 

论文四：“两孩”政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半连续 DID 模型 

贾男/杨天池/周颖，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五：退役军人老年收入状况及政府补贴测算研究 

        陈华帅/闫津臣/湛泳，湘潭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陈华帅/闫津臣/湛泳，湘潭大学 

论文二：张驰/施海波/张崇尚/吕开宇，中国农业科学院 

论文三：郑晓冬，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四：吴清华/周晓时/李俊鹏，武汉大学 

论文五：贾男/杨天池/周颖，西南财经大学 

 

 

专题三十：CHARLS 专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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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经济学院高层一楼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 王格玮，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The Role of Social Norms in Old-age Support: Evidence from China 

  石雪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二：身份、社会养老保险与私人转移支付动机 

  马瑜，天津师范大学 

论文三：养老保险、政策信任与农村代际转移模式转变 

  沈小源，厦门大学 

论文四：Insurance against Health Shocks: Evidence from China 

  王格玮，北京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王格玮，北京大学 

论文二：王亚峰，北京大学 

论文三：王亚峰，北京大学 

论文四：王亚峰，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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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第三节安排 

Concurrent Sessions 3 

（12 月 14 日下午 16:40-18:00 | 16:40-18:00, Dec.14） 

 

专题三十一：资源与环境（三） 

地  点：方楼 305 

报告人： 

论文一：环境规制能否打破企业政治资源诅咒效应？——来自中国重污染行业民营上市公司

的经验证据 

  杨秋月/宋德勇，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二：法治完善是否促进地方绿色创新？ ——来自环境立法实施的证据 

  张凡/周力，南京农业大学经济 

论文三：低碳试点政策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研

究 

  王晓飞，青岛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张凡/周力，南京农业大学 

论文二：王晓飞，青岛大学 

论文三：杨秋月/宋德勇，华中科技大学 

 

 

专题三十二：环境与健康专场 

地  点：方楼 306 

主持人: 王敏，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空气污染与死亡率 

  王敏，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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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二：空气污染对北京医疗支出的影响 

  夏凡，北京大学 

论文三：水产品消费与慢性病 

  李硕，北京大学 

评论人： 

谢伦裕，中国人民大学 

 

 

专题三十三：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专场（二）: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Innovation in 
China 

地  点：方楼 309 

主持人: 张坤，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hina 

  Siyang Li，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论文二：Patenting in China: An examination of firm's patent disclosure strategy 

Kun Zhang，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论文三：Employee Ownership and Firm R&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Ting Ren，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Ting Ren，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论文二：Siyang Li，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论文三：Kun Zhang，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专题三十四：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专场：时间利用 

地  点：圆楼 202 

主持人: 高霞，内蒙古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金钱能买来时间吗？照料投入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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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凤莲/张胤钰，内蒙古大学 

论文二：休闲参与有助于个体工作绩效提高吗？ 

  王鹏飞/魏翔，河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论文三：时间配置的幸福密码 

 杜凤莲/赵云霞/王鹏飞，内蒙古大学/河南大学/洛阳师范学院 

论文四：上网时间、家庭创业与幸福感——基于中国时间利用和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陈胜蓝/刘晓玲/杜凤莲, 内蒙古大学/厦门大学 

论文五：时间配置对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影响效应 

  杜凤莲/李爽/王鹏飞, 内蒙古大学/河南大学/洛阳师范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王鹏飞/宋月萍, 河南大学/洛阳师范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二：杜凤莲/刘娜, 内蒙古大学/湘潭大学 

论文三：陈胜蓝/封进，内蒙古大学/复旦大学 

论文四：高霞/贾男，内蒙古大学/四川大学 

论文五：侯建昀/李晓华，河南大学/洛阳师范学院/华北电力（北京）大学 

 

 

专题三十五：金融学（五） 

地  点：圆楼 302 

报告人： 

论文一：媒体关注、报道基调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 

  冯巨章/曾礼萍，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二：社会网络与企业价值 

  林树/刘静/俞乔，南京大学 

论文三：CEO 期界、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突破性创新 

  孙晓华/翟钰，大连理工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孙晓华/翟钰，大连理工大学 

论文二：冯巨章/曾礼萍，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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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三：林树/刘静/俞乔，南京大学 

 

 

专题三十六：金融学（六） 

地  点：圆楼 303 

报告人： 

论文一：数字金融发展、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与有效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数据的分析 

  吴雨/李晓，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二：评估乘积误差模型：一种基于残差的方法 

  柯睿/鲁万波/贾婧，合肥工业大学 

论文三：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违规 

  张学志/李灿权/才国伟/周梓洵，中山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张学志/李灿权/才国伟/周梓洵，中山大学 

论文二：吴雨/李晓，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三：柯睿/鲁万波/贾婧，合肥工业大学 

 

 

专题三十七：政治经济学 

地  点：高层 404 会议室 

报告人： 

论文一：政府搬迁与土地价格 ——基于微观土地交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杨超/周墨/樊纲治，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二：撤县设区与地方政府债务 ——基于城投债视角的实证研究 

  杨超/张毅，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三：选举制度以及有效政党数量对于腐败的影响   

  Alejandro Saporiti/王一智，天津大学 

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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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一：Alejandro Saporiti/王一智，天津大学 

论文二：周墨，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三：杨超，江西财经大学 

 

 

专题三十八：发展经济学（三） 

地  点：高层 601 教室 

报告人： 

论文一：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经济效应——基于断点回归方法的估计 

  张凯霞，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二：基础设施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非均衡性研究 

  孙文杰/严文沁，南京审计大学 

论文三：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挤出抑或创造就业？——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经验分析 

  董直庆/赵景，华东师范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董直庆/赵景，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二：张凯霞，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三：孙文杰/严文沁，南京审计大学 

 

 

专题三十九：国际经济与贸易（三） 

地  点：高层 7 楼会议室 

报告人： 

论文一：OFDI 技术寻求动机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加成率？ 

  李洪亚，宁波大学 

论文二：出口固定成本、贸易模式选择与劳动力工资差距 

  刘东/方齐云，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三：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 

  协天紫光/樊秀峰/黄光灿，西安交通大学 

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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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一：协天紫光/樊秀峰/黄光灿，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二：李洪亚，宁波大学 

论文三：刘东/方齐云，华中科技大学 

 

 

专题四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专场 （三） 

地  点：高层 8 楼会议室 

主持人: 朱欢，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基于 R 语言的经济结构跃迁政策仿真研究 

  李武，上海大学 

论文二：Alibaba and Chinese exporters 

  高恺琳，北京大学 

论文三：我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动力、特征与演化 

  李敏，西安交通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李敏，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二：朱欢，北京大学 

论文三：李武，上海大学 

 

 

专题四十一：宏观经济学（三） 

地  点：高层 9 楼会议室 

报告人： 

论文一：经济周期、市场势力与对华贸易壁垒 

  赵文霞，天津社会科学院 

论文二：Do capital controls have spillover effects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 

  赵艳平，中国海洋大学 

论文三：技能耦合、蛙跳式技术与后发国家技术追赶：模型推演与数值模拟 

  胡晟明/董直庆，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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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 

论文一：胡晟明/董直庆，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二：赵文霞，天津社会科学院 

论文三：赵艳平，中国海洋大学 

 

 

专题四十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专场 

地  点：高层 10 楼会议室 

主持人: 黄卓，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消费信贷如何影响了消费？——来自蚂蚁金服随机实验的证据 

  王雪，北京大学 

论文二：金融发展、私营征信与公立征信：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熊鹏翀，厦门大学 

论文三：质押、算法与同乡，谁在驱动征信 

  王靖一，中央财经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熊鹏翀，厦门大学 

论文二：王靖一，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三：王雪，北京大学 

 

 

专题四十三：劳动经济学（三） 

地  点：高层 12 楼会议室 

报告人： 

论文一：社会性别规范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 

  胡林元/陈耿宇，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论文二：“为富”所以“不仁”？——可支配收入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研究 

  梁斌/冀慧，内蒙古大学 

论文三：快钱会使人更有创新能力吗--来自实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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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斌，内蒙古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梁斌，内蒙古大学 

论文二：胡林元/陈耿宇，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论文三：冀慧，内蒙古大学 

 

 

专题四十四：CHARLS 专场（二）  

地  点：经济学院高层一楼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 孟琴琴，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lf-rated health and 

levels of C-reactive protei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涂饶萍，扬州大学 

论文二：Healthcare Seeking Behavior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曾雁冰，厦门大学 

论文三：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railty and Healthcare Expenditure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Chinese Older Adults 

  金海钰，昆山杜克大学 

论文四：我国慢病防控政策对四种主要慢病知晓和治疗情况的影响 

 孟琴琴，北京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孟琴琴，北京大学 

论文二：孟琴琴，北京大学 

论文三：王晓宇，北京大学 

论文四：冯丽娟，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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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第四节安排 

Concurrent Sessions 4 

（12 月 15 日上午 08:00-09:40 | 08:00-09:40, Dec.15） 

 

专题四十五：中国的企业活跃度分析专场——基于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 

地  点：方楼 306 

主持人: 戴若尘，中央财经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中国的企业家创业创新--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介绍 

  戴若尘，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二：中小企业融资难吗？源自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的证据 

  徐丽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三：基于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的科创园区空置率测量 

  权盈月，北京大学 

论文四：基于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的中小企业活跃度测算研究 

  承子珺，北京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张晓波，北京大学 

论文二：权盈月，北京大学 

论文三：戴若尘，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四：徐丽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专题四十六：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专场 

地  点：方楼 309 

主持人: 方毅/邓创，吉林大学 

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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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一：中国金融周期的叠加机理及其与经济周期的交互影响 

 邓创，吉林大学 

论文二：货币政策规则与利率区制相依性检验——基于伪产出缺口的实证研究 

  张小宇，吉林大学 

论文三：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及其作用机理分析：基于 MWLasso-UMIDAS 的实证分析 

  刘汉，吉林大学 

论文四：Portfolio Optimization with Higher-order Stochastic Dominance 

        方毅，吉林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张小宇，吉林大学 

论文二：邓创，吉林大学 

论文三：方毅，吉林大学 

论文四：刘汉，吉林大学 

 

 

专题四十七：金融学（七） 

地  点：圆楼 302 

报告人： 

论文一：国际大宗商品金融化如何影响中国实体经济——以工业产出为例 

  刘璐，四川农业大学 

论文二：人力资本的价值：院士独立董事与企业创新 

  肖峻/朱密/杨菁菁/胡援成，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三：大数据征信使用是否提高了互联网信贷市场效率？  ——来自“人人贷”网贷平台

的分析 

  吴雨/李洁，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四：网络借贷中资产与负债的作用：基于需求侧和供给侧视角 

  胡金焱/李建文，山东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胡金焱/李建文，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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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二：吴雨/李洁，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三：肖峻/朱密/杨菁菁/胡援成，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四：刘璐，四川农业大学 

 

 

专题四十八：金融学（八） 

地  点：圆楼 303 

报告人： 

论文一：夫妻收入差距、经济脆弱性与金融资产投资 

  吕学梁/马翩翩，青岛大学 

论文二：银行业结构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实证分析 

  孙希芳/王静/王晨晨，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三：信息不对称、对外担保与股价崩盘风险 

  吴锴，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四：高管学术经历与公司股权融资成本 

  李小林/张子健/叶德珠，衡阳师范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李小林/张子健/叶德珠，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二：吴锴，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三：孙希芳/王静/王晨晨，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四：吕学梁/马翩翩，青岛大学 

 

 

专题四十九：CHARLS 专场（三） 

地  点：经济学院高层一楼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 陈燕凤 

报告人： 

论文一：子女外出对中国空巢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 

  刘晨，南京农业大学 

论文二：健康冲击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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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三：新农保参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老年人经济供养 

  王小增，福建农林大学 

论文四：扶贫救助政策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就业的影响 

  陈燕凤，北京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陈燕凤，北京大学 

论文二：王格玮，北京大学 

论文三：陈燕凤，北京大学 

论文四：王格玮，北京大学 

 

 

专题五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专场（四） 

地  点：高层 5 楼会议室 

主持人: 朱欢，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从数量到质量提升——基于省级开发区升级的研究证据 

李欣泽，北京大学 

论文二：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提升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

据库的匹配数据 

关书，大连理工大学 

论文三：产业结构距离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分析 

韩永辉，广东外语经贸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关书，大连理工大学 

论文二：李欣泽，北京大学 

论文三：朱欢，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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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五十一：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场（一） 

地  点：高层 7 楼会议室 

主持人: 李旭超，武汉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家庭农场新技术采用的收入效应 

  郭熙保/龚广祥，武汉大学 

论文二：分层社会中重影的医疗市场：资源错配、健康不平等及其矫正 

  叶初升/倪夏，武汉大学 

论文三：Low Fertility rate Behavior and low human Capital trap: Evidence from 

China 

  陈忠斌/梁丽，武汉大学 

论文四：僵尸企业的产业链效应与民间投资下滑 

  李旭超/赵婧/张璇，武汉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李旭超，武汉大学 

论文二：龚广祥，武汉大学 

论文三：倪夏，武汉大学 

论文四：倪夏，武汉大学 

 

 

专题五十二：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专场（一）：两阶段 DEA 专场 

地  点：高层 8 楼会议室 

主持人: 杨韶艳，宁夏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中国农村减贫效率：基于共同前沿非期望动态两阶段 DEA 的分析 

  杨国涛/王悦/常惠斌，宁夏大学 

论文二：中国农村减贫效率：基于非期望两阶段 EBM DEA 的分析 

  杨国涛/张特/东梅，宁夏大学 

论文三：中国创新效率对出口产品竞争力影响的国际比较分析 

  杨韶艳/侯欣然，宁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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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 

论文一：孙林，浙江工业大学 

论文二：李静，合肥工业大学 

论文三：孙林，浙江工业大学 

 

 

专题五十三：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专场（一）: 跨区域经济与金融 

地  点：高层 9 楼会议室 

主持人: 陈镇喜，华南理工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一带一路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研究 

  孙坚强，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二：我国基金家族“市场份额陷阱”问题：理论、实证与解释库的分析 

  许林，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三：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 bloc and spillover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 

heterogeneous agents approach 

  陈镇喜，华南理工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许林，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二：孙坚强，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三：沈德华，天津大学 

 

 

专题五十四：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专场（一）：英文专场 

地  点：高层 10 楼会议室 

主持人: 赵钊，华中科技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In 'Memory': How Do Long-memory Shocks Determine Housing Prices and 

Macroeconomic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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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堃，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二：Risk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ncrease in Large Portfolios: Nonlinear 

Shrinkage vs. Leverage Constraints 

  赵钊，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三：Knowledge Transfer and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贾潇，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四：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Specialization of Grain 

Culti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刘静怡，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五：The Effects of Cash Transfers to Medical Savings Accounts on Healthcare 

Utilization and Health   

孙雅，华中科技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孙雅，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二：段堃，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三：赵钊，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四：贾潇，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五：刘静怡，华中科技大学 

 

 

专题五十五：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专场（一）：经济增长与波动研究 

地  点：高层 11 楼会议室 

主持人: 王曦，中山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数据失真、货币政策失效与经济波动 

  王曦，中山大学 

论文二：打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黑箱：基于 HD-TVP-VAR 模型的风险网络研究 

  杨海生，中山大学 

论文三：经济增长目标，资本竞争与资本错配 

  徐现祥，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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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四：央行沟通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混频 FAVAR 模型研究 

  林建浩，中山大学 

论文五：外部资产结构与跨国经济波动 

        才国伟，中山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才国伟，中山大学 

论文二：徐现祥，中山大学 

论文三：林建浩，中山大学 

论文四：杨海生，中山大学 

论文五：徐现祥，中山大学 

 

 

专题五十六：劳动经济学（四） 

地  点：高层 12 楼会议室 

报告人： 

论文一：移动互联网使用对老龄化社会代际关系的影响 

  陈阳/逯进/苏妍，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二：人力资本积累、异质性流动与劳动就业收入 

  马银坡/史清华/唐鑛，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三：共同闲暇、女性退休外部性与男性劳动供给 

  刘璨/凌晨/邹红/魏静，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四：生计策略对精准脱贫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有多大？——基于 2660 个脱贫家庭的数

据分析 

  孙晗霖/王志章/刘新智，西南大学 

论文五：中国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精准扶贫： 社会资本的视角 

        王宇新，合肥工业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王宇新，合肥工业大学 

论文二：孙晗霖/王志章/刘新智，西南大学 

论文三：马银坡/史清华/唐鑛，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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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四：刘璨/凌晨/邹红/魏静，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五：陈阳/逯进/苏妍，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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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第五节安排 

Concurrent Sessions 5 

（12 月 15 日上午 09:50-11:30 | 09:50-11:30, Dec. 15） 

 

专题五十七：中国企业家精神研究专场--基于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研  

地  点：方楼 306 

主持人: 王睿新，北京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How Education Shapes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Compulsory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黄敖，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论文二：产业园区、营商环境与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基于 ESIEC 数据的证据 

  冯皓，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论文三：高技术产业高在哪里？基于 ESIEC 的企业及企业家基本特征分析 

  户俊鹏，北京大学 

论文四：外企工作经历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企业家的证据 

  杨笑寒 ，北京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冯皓，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论文二：户俊鹏，北京大学 

论文三：杨笑寒 ，北京大学 

论文四：黄敖，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专题五十八：区域经济学 

地  点：方楼 309 

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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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一：文明城市评选与城市经济增长 ——来自文明城市当选的准自然实验 

  乔俊峰/黄智琛，河南师范大学 

论文二：高速铁路建设推动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变迁了吗？ 

  李建明/王丹丹，湖南大学 

论文三：经济增长、房价上涨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苏冬蔚/廖佳，暨南大学 

论文四：“文明城市”评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一项准自然实验 

  逯进/赵亚楠/苏妍，青岛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逯进/赵亚楠/苏妍，青岛大学 

论文二：苏冬蔚/廖佳，暨南大学 

论文三：李建明/王丹丹，湖南大学 

论文四：乔俊峰/黄智琛，河南师范大学 

 

 

专题五十九：金融学（九） 

地  点：圆楼 302 

报告人： 

论文一：理财建议是万灵药还是金融素养的辅助品？——来自中国股票市场参与的证据 

  张旭阳/吴卫星/潘学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二：声誉约束、违约风险与投资者决策 ——基于网络借贷的实证研究 

  张笑，青岛大学 

论文三：现金分红能够提升公司的债务融资能力吗？ ——以成长型公司为例 

  秦海林/潘丽莎，天津工业大学 

论文四：融资支持还是财务危机：中小银行发展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慕庆宇/王凤荣，山东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慕庆宇/王凤荣，山东大学 

论文二：秦海林/潘丽莎，天津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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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三：张笑，青岛大学 

论文四：张旭阳/吴卫星/潘学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专题六十：金融学（十） 

地  点：圆楼 303 

报告人： 

论文一：中国企业环境责任表现是否有效：基于权益资本成本的研究 

  张剑/谭苏航/李佳珈，四川农业大学 

论文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广告强度 

  董大鑫/刘鹏/王转，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三：实地调研与“脱虚返实”  ——来自机构投资者咨询和监督的证据 

  孙澜澜/周梓洵，中山大学 

论文四：僵尸企业如何影响正常企业风险承担？ 

 王凤荣/郑志全/慕庆宇，山东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王凤荣/郑志全/慕庆宇，山东大学 

论文二：孙澜澜/周梓洵，中山大学 

论文三：董大鑫/刘鹏/王转，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四：张剑/谭苏航/李佳珈，四川农业大学 

 

 

专题六十一：CHARLS 专场（四） 

地  点：经济学院高层一楼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 冯丽娟 

报告人： 

论文一：The Impact of Multimorbidity on Healthcare Utilization and Expenditure: 

Evidence from China 

  丁丽曼，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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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二：The Cause and Consequence of Multimorbidity: Results from CHARLS 

  王晓宇，北京大学 

论文三：“互联网+”是否驱动了消费？ 

  陈波，深圳大学 

论文四：Self-rated health and its affecting factors for rural and urban older adults 

in China 

 冯丽娟，北京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王晓宇，北京大学 

论文二：王亚峰，北京大学 

论文三：王晓宇，北京大学 

论文四：王亚峰，北京大学 

 

 

专题六十二：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专场：国际经济学——国际分工新格局与新兴市场发展 
地  点：高层 5 楼会议室 

报告人：殷凤，上海大学 

论文一：“一带一路”与包容性增长：事实与证据 

  殷德生，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二：中国对外开放与全球命运共同体构建  

孙楚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三：中国制造业全球生产分割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龙飞扬，上海大学 

论文四：企业上游度、贸易危机与价值链传导的长鞭效应 

  吕越，对外经贸大学 

论文五：有效市场假说与福利损失再测算 

庞瑞芝，南开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庞瑞芝，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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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二：白云，武汉大学 

论文三：孙楚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四：龙飞扬，上海大学 

论文五：殷德生，华东师范大学 

 

 

专题六十三：陕西师范大学专场：丝路经济产业发展 

（协办单位：《统计与信息论坛》、《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地  点：高层 601 教室 

主持人：雷宏振，陕西师范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区知识密集型经济增长研究 

武增海/袁海，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二：中国 OFDI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创新 

贾妮莎/韩永辉/张皓越，陕西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三：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独立性对援助分配的影响 

胡建梅，河北工业大学 

论文四：“互联网+”背景下农业产业虚拟集聚度的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李鹏/王一帆/唐子璇/王宝洁，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五：文化产业人员从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兰娟丽/雷宏振/张宏宏/谢建洲，陕西师范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贾妮莎，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二：杨  博，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三：踪家峰，南开大学 

论文四：兰娟丽，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五：武增海，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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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六十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场（二） 

地  点：高层 7 楼会议室 

主持人: 杨冕，武汉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政府审计能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吗? 

  白云/刘敏，武汉大学 

论文二：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能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杨六妹/岳明阳/陈安琪/柏霖，武汉大学/厦门大学 

论文三：中国纵向生态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曹鸿杰，武汉大学 

论文四：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基于对 285 个地级市绿色生产率的稳健估

计 

  杨冕/徐江川，武汉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杨六妹，武汉大学 

论文二：白云，武汉大学 

论文三：杨冕，武汉大学 

论文四：曹鸿杰，武汉大学 

 

 

专题六十五：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专场（二）：精准扶贫 

地  点：高层 8 楼会议室 

主持人: 张会萍，宁夏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教育对中国农村的减贫效果：基于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分析 

 贺茜骞/杨国涛，宁夏大学 

论文二：医疗保险对中国农村减贫的作用：基于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分析 

  张晓欢/杨国涛，宁夏大学 

论文三：无土安置对移民就业和生计的影响 



45 
 

        罗媛月/王冬雪/张会萍，宁夏大学 

论文四：中介和调节效应视角下生态移民生态行为影响研究 

  东梅/于松，宁夏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李静，合肥工业大学 

论文二：李静，合肥工业大学 

论文三：杨国涛，宁夏大学 

论文四：杨国涛，宁夏大学 

 

 

专题六十六：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专场（二）: 金融经济与创新 

地  点：高层 9 楼会议室 

主持人: 杨科，华南理工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跨区域合并与潜在效率改善——来自西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证据 

  朱宁，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二：财务困境、金融对冲手段与企业外汇风险暴露 

  谷任，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三：城市群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的减霾效应研究——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孙菁靖，华南理工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沈智扬，中国进出口银行 

论文二：张利花，浙江工业大学 

论文三：高伟，中国矿业大学 

 

 

专题六十七：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专场（二）：中文专场 

地  点：高层 10 楼会议室 

主持人: 王班班，华中科技大学 



46 
 

报告人： 

论文一：碳排放交易能否诱发绿色创新？ 

  朱文博，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二：贸易冲突与合作：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解释 

  何宇，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三：人工智能、索洛悖论与高质量发展 

  程文，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四：地方环境政策创新如何有效推广？——基于河长制政策扩散的微观实证 

  王班班，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五：国际分工重构背景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袁翰坤，华中科技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袁翰坤，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二：朱文博，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三：何宇，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四：程文，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五：王班班，华中科技大学 

 

 

专题六十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专场（二）：微观经济行为与实验研究 

地  点：高层 11 楼会议室 

主持人: 杨扬，中山大学 

报告人： 

论文一：Procedural Justice or Procedural Excuse? : Strategic Adjudication of 

Eminent Domain Cases in High People’s Courts 

  占超群，中山大学 

论文二：Influence or preference? A new look at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王起健，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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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三：Bid Signaling in Royalty Auctions 

  徐欣毅，中山大学 

论文四：家庭结构与收入差距 

  罗楚亮，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五：Cheap-talk Communication in Procurement Auction 

  杨扬，中山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王起健，中山大学 

论文二：占超群，中山大学 

论文三：罗楚亮，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四：徐欣毅，中山大学 

论文五：王起健，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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