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公示

稿件号 作者 论文题目

189 高涵，李杰，陆铭，钟辉勇 中国的欧洲病：货币高估与地方政府债务

193 李郑涛

气候变化，适应性以及不平等性：基于中

国的证据

195 秦海林，戚建爽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优化国有企业的债务期

限结构么？——基于混改参与方信心的视

角

197 程开明，洪真奕

城市规模、就业密度与空气污染：理论模

拟与实证解析

213 钱龙，缪书超，钱文荣，高鸣

福兮、祸兮？：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户非农

创业的影响 ——来自 CFPS 的经验证据

215 刘又铭

独家版权和用户锁定: 基于中国版权改革

的研究

226 尹玉刚，刘亚辉，赵启程

为什么垄断企业在中国的定价更高？ 证

据与解释

231 强皓凡，肖康康，张陆洋

“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协调演进与经济

发展

241 周科选，涂建新，余林徽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污

染排放的影响 ——以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为例

250

黄子彬，方敏，韩立彬，陆铭，

张莉

区域收敛的幻觉：区域土地政策与空间错

配

256 孙瑾，罗翌桐

区域贸易协定条款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

影响

258 昌忠泽，李汉雄，毛培 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 —

—来自 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262 刘相锋，廖文军，王岭

限购政策效果、公众预期与政策异质性 —

—基于多期 DID 结构联立方程实证分析

266 张凤兵，王会宗

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铁公基”还是“新基建”？

271 翟天昶，李雷，王晶晶，司伟 含糖消费税有利于改善饮料消费状况吗？

——中国经验

274 孔祥利，夏金梅

新发展格局下农业劳动力城乡流动的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



277 王遥，王文蔚

环境灾害冲击对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效应研

究：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303 黄轲，朱莹

客户诉讼风险与供应商现金持有决策 —

—基于供应链风险传染效应的实证研究

305 邓啓平，赵劲松，谢雨心 传统宗族文化与现代人身保险业发展

311 蔡庆丰，王瀚佑

资本市场的信任与股价信息含量 ——基

于财务舞弊事件传染效应的研究

312

刘力源，Pantelous

Athanasios，谢寓心

资金的流入流出会影响基金经理的动态损

失厌恶吗？

336 陈奉先，贾丽丹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企业研发投

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350 高宇轩，徐佳，席丹

收入不平等、家庭收入阶层与居民负债行

为

368 宋德勇，李东方

环保政策过度执行的经济学解释 ——以

“煤改气”超额完成为例

382 王丹利，陆铭 城市化、土地权益与性别财产平等

410 杨继东，邹宏威，刘小鲁

文化距离与企业投资——基于企业用地匹

配数据的分析

413 姜富伟，李梦如，孟令超

调预期、防风险：央行金融稳定沟通效果

研究——基于文本分析的视角

417 张玉明，张娟娟，郭潇涵

“防风险”与“稳增长”两难吗？ ——基

于企业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探究

419 尹志超，蒋佳伶 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420 李青，吴延瑞

通信信息技术，技术扩散，与中国城市经

济增长

422 姜磊，温泉，周国富，朱一峰 博彩型偏好和股票异象

423 李炳财，倪骁然，王昆仑 税收激励、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来自政

策试点的证据

430 程华

地方政府官员强制退休与国有企业公司治

理

436 蔡庆丰，程章继

城市人才争夺会促进域内企业创新吗？—

—基于全国 229 个地市人才引进政策的准

自然实验

444 白永秀，周博杨，王泽润

产业扶贫政策与贫困户收入增长 ——来

自建档立卡数据的证据



450 严斌剑，翟允瑞 童年友谊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

459

王楚薇，许志华，李淑琴，李京

梅，单菁竹

生活污水治理公众支付意愿及行为效应分

析

463 牛华伟，尹港 可抵押性、现金持有与信用风险

467 曾倩，朱传奇

不确定性、信用利差与企业债券融资 ——

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471 周云波，黄杏子，沈扬扬，田柳

在消除贫困中增进幸福感——对“精准扶

贫”提升贫困群体幸福感的量化分析

476 张伟祐，李卓伦，卢克飞，张森

林业碳汇项目最优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基于甘肃省落叶松的模拟分析

479 樊沁怡，龚强 国有企业执行政府环境政策中的作用

483 林熙，刘啟仁，冯桂媚

智能制造是否助力绿色发展？——基于中

国工业企业机器人进口视角

485 丁焕峰，张蕊

工业智能化、要素流动与区域创新空间格

局

489 王炜哲

贤得所用：体制引力、人才配置与高质量

发展

498 钱雪松，张嘉辉，杜立

产能利用率对制造业企业影子银行行为的

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委托贷款数

据的经验证据

500 牛华伟，邢钰 信贷约束下的流动性与风险动态管理

502 任頲，肖有智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上市公司参与精准

扶贫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504 李勇辉，刘南南，沈波澜

城乡医保统筹是否缓解了农民工过度劳动

供给？

507 黄凯南，张继武
儒家文化能否抑制僵尸企业的形成？

508 武文杰，员彦文，史炜，关宏宇

近视的同辈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农村学生

的证据

509 员彦文，武文杰

交通网络可达性与转型期县域工业发展：

来自历史铁路的证据

511 南晓莉，段胜英 选择性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异质性

影响研究

512 廖嘉琪，张宁

环境规制与就业：来自中国“十一五”的

证据

517 梁银鹤，余爽

匹配加长，极化减少？：师生重复匹配对

学生成绩极化的影响



518 万里阳，张宁

空气污染与收入损失：来自中国的经验证

据

519 毛慧，付咏，周力，邵俊杰

风险偏好与中国城乡家庭相对贫困——基

于 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

521 李伯尧

巴赛尔协议 III 监管要求下利息支付对银

行信贷供给的影响

524 王亚军，郑晓冬，方向明，陈典

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

——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

验证据

533 江风，郭亮 学区、房地产市场与政府政策：来自中国

上海的经验证据

536 杨松涛

教育对育儿方式的影响：来自义务教育改

革的拟实验证据

538 周阳敏，张垒

制度资本、祠堂与“古制新塑”机理研究：

乡村振兴的中国古元素新动能实证分析

543 张同龙 理解产权：政府强制 VS 自发演化

546 邵学峰，陈实，颜诗桐，宋洋 共享经济下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问题研究

550

邹璇，杨旭，张旭鹏，付啟凡，

钟海国

产品赊销、应收账款与最优利润质量：基

于民营企业的研究

551 李晶，肖梦怡，王圣云

市场力量与产业政策：异质性视角下中国

工业部门增长的理论框架与驱动力

561 方森辉，蒋殿春

中外股权关联与中国企业双向投资——来

自持股合资子公司的证据

570 周晔馨，陈思玮，闫巨博 内外生的奖惩机制与儿童合作偏好

573 林辉，林必越 实际控制人参政、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

582 韩林松，徐刚 反腐倡廉与减贫绩效

584 李启航，张全飞，刘亦抟

破钟罩还是改字号？ 撤县设区能否提升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586 高翔，姜青言，杨翠红

加工贸易产能的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最

优化方法的出口完全增加值率变化趋势分

析

587 黄轲，蔡嘉瑶

县城城镇化建设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基于撤县设市改革的研究

594 刘辛，吴德旺 雾霾污染、环境治理与微观企业演化



596 曾利飞，蒋凯

收入分布、产品质量及汇率传递效应——

基于进口汽车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600 徐章星 数字普惠金融与小微企业劳动雇佣

602 魏锋，丁滨延 高管简历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

606 罗文杰，向训勇

空气污染真的消失了吗？——从空气到水

的污染替代

607 王蓬，胡士华

契约执行制度变革与企业“脱实向虚” —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区外地区的比较

614

黄益平，曹欣然，韩博昱，谢绚

丽

数字化转型，银行业风险“马太效应”与

形成机制

615 周力，张凡，黄季焜 交通设施建设与益贫式增长 ——基于农

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视角

617 张淑惠，李若飞，文雷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背景下结对帮扶

的区域匹配研究

620 江慧，易志高，朱婷

亲疏有别：谁在让家族企业“走偏”？ —

—基于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622 息晨，解伟，陈晓光，何盼

气象波动、气候变化与影院内观影需求：

来自中国高频观影数据的证据

624 左月华，陈卓 金融信息服务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吗？

625 江亦晗，姚加奕

危机抑或机会：疫情期间企业的“财务洗

澡”——基于 2018-2020 年企业财报文本

分析的证据

628 郑世林，张沛康

基础研究投入对理工科毕业生收入的影响

——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证据

633 周世军，陈博文

“机器换人”的就业冲击：机理、特征与

应对——来自中国制造业 A股上市公司的

证据

636 贾少卿，杨柳勇，周方召

地缘政治风险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

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642 胡乃元，苏丫秋，朱玉春

内部人身份认知对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

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集体效能感的

中介作用和亲社会倾向的调节作用

645 沈波，焦倩，孙祥 “二选一”视角下的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

648 蓝昊，Moreira Fernando，赵晟

房屋限售政策能抑制投机吗？ 来自中国

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652 聂景春，刘涵 替代性惩罚？农村学生健康干预溢出效应



的实验证据

664 梁润，王法，徐佳文

基于低频和混频动态因子模型的中国 PPI

通胀实时预测

665 幸梦莹，茅锐

农产品进口贸易自由化与产业转型、经济

发展

666 袁礼，周正

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如何激励企业绿色创

新？ —— 基于清洁型企业与混合型企业

专利分工的视角

668 朱哲毅，毛慧，付咏，任秦

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中国城乡家庭相对贫困

——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

670 周颖刚，肖潇

汇率变动、生产网络与股市反应 ——基于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的分析

675 景琳，闫友爱 信息结构与集体决策

680 凌晨，吴军煜，杨杨 营改增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

684 魏伊琳，向训勇

环境管制与企业污染行为 ——基于

2008 年《水污染防治法》修订的实证研究

689 王立勇，吕政

资产证券化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证

据与机制

705 石磊，陈乐一，李玉双

地方政府双重目标管理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708 侯建昀，杜凤莲

草原产权安全与劳动力转移：来自内蒙古

草原的证据

712 关成华，许婉婷，肖尧

文化多样性与城市创新 ——来自中国人

口普查的证据

714 余振，李元琨，李汛

中美贸易摩擦、企业家注意力配置与技术

创新

719 康世禧，谭景文，刘奥龙

三峡通航与城市经济发展 ——基于

DMSP/OLS 卫星灯光数据的研究

731 宁光杰，崔慧敏

信息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劳动力跨行业流

动？ ——基于任务类型与技能门槛的实

证研究

733 梁斌，宋鸿柯

空气污染与人力资本投资 ——基于时间

利用视角的微观证据

736 程永生

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

差异及动态演进研究

739 程欣，肖潇，周颖刚 数字货币是投机资产还是避险资产？



741 郝春虹，李琦，邢星 税收凸显性会影响消费选择行为吗？ —

—来自一项经济学自然实验的证据

742 冯旭南，李子健

中国 A股市场存在社会责任溢价吗？ —

—基于因子模型的实证分析

743 侯建昀，吉璟波，屈文清，兰洁

居民住房资产的经济影响：财富效应与房

奴效应？

753 钟森丽，杜凤莲 育儿的时间成本

756 王大哲，朱红根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减缓农村流动人口

相对贫困吗？

758 张燃，刘迎珠，李艳茹
担保债券与企业风险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