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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中国金融学年会组委会

第十八届中国金融学年会主席
吴育辉教授 厦门大学

第十八届中国金融学年会理事会主席
尹志超教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金融学年会秘书长
郑振龙教授 厦门大学

中国金融学年会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21 世纪初，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不断深
入，面临着加入 WTO 的新考验。如何更好地实现我国金融体系与世界国际金融体系的接轨，是对中
国金融研究的新挑战。尽管当时国内已有一些金融方面的协会，也有众多金融方面的期刊，他们均为
我国金融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仍缺少全国统一的、以大学为主的金融研究学术性年会，也
缺乏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期刊。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进一步增强国内金融研究的学术气氛，为我国金融教学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个
进行学术探讨的平台，提高中国金融研究的国际地位，2003 年 12 月 21 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 6 所高校发起，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
央财大、上海财大、西安交大、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大、天津大学、
天津财大、香港科技大学等 19 所高校和中国证监会的专家学者共聚北京，成立了中国金融学年会理
事会，讨论决定联合我国金融研究杰出大学和组织，组织中国金融学年会，并创办年会学术刊物《金
融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Finance）。自 2004 年起，中国金融学年会每年举行一次，时间在
每年 10 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由中国主要大学轮流承办，目前已成为中国最重要、学术水平最高的金
融学会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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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成员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廷求
陈守东
杜化宇
范祚军
韩立岩
侯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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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雪军
李 平
梁 琪
刘红忠
刘莉亚
刘锡良
刘晓星
龙 超
吕江林
聂建中
裴 平
钱水土
任森春
史永东
孙坚强
万解秋
汪 洋
王春峰
王 擎
王义中
吴冲锋
吴卫星
吴育辉
熊 熊
徐信忠
杨 丽
杨晓兰
易行健
岳 华
曾 勇
张铁铸
张 维
赵 昕
周春生
朱武祥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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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武汉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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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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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东南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台湾淡江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安徽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苏州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天津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
厦门大学
天津大学
北京大学
辽宁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广东金融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天津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长江商学院
清华大学

陈荣达
董纪昌
范小云
冯 玲
赫国胜
胡金焱
蒋永穆
金 桩
李心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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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力
刘少波
刘喜华
刘玉珍
陆 军
马亚明
潘 敏
彭红枫
饶育蕾
沈沛龙
宋清华
唐齐鸣
汪昌云
王爱俭
王 倩
王晓芳
魏国强
吴 军
伍燕然
邢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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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志超
喻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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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山
赵尚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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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南开大学
福州大学
辽宁大学
青岛大学
四川大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南京大学
《管理科学》
北京大学
暨南大学
青岛大学
北京大学
中山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
湖南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
中南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
吉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苏州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湖南大学
武汉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厦门大学
重庆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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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i Shleifer
哈佛大学教授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NBER 研究员。其研究领域广泛，包括公司治理、法律和金融、
行为金融以及制度经济学等。他在金融学领域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100 多篇学术论文发
表在国际顶级金融学与经济学期刊。出版了《掠夺之手》《没有地图：俄罗斯的政治策略
和经济改革》《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金融学导论》等多本书籍。现任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顾问编辑、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编辑，曾任 Journal of Finance 副主编、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编辑。Andrei Shleifer 教授也曾担任俄罗斯政府顾问和 LSV
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他也多次获得金融学领域的学术荣誉奖：如，金融定量研究
学会授予的玛瑞奖（Roger Murray Prize）和史密斯.伯林顿杰出论文奖（Smith Breeden Award），
这是金融领域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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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院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获得者（2013
年）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其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金融市场与金
融机构和中国经济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由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Management
Science, Economic Jour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刘俏教授与他人合作撰写的关于亚洲债券
市 场 和 亚 洲 金 融 体 系 的 书 籍 包 括 《 Asia ’ s Debt Markets: Prospects and Strategies for
Development》和《Finance in Asia：Institution, Regulation, and Policy》。他还出版了多本讲
述中国企业的变迁、中国发展故事的书籍，包括《Corporate China 2.0: The Great Shakeup》
《从大到伟大——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从大到伟大 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
观基础》《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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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超鹏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财务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自科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管理学青年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研究领域为中国制度背景下的公司财务、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研究，在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The Accounting Review、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等经济学与财务金融学领域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以及《经济研究》《管
理世界》等国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30 多篇。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霍英东青年教师基础研究基金等 7 项国家及省部级
科研课题；获得“中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国际财务管理学会（FMA）亚
洲年会最佳论文奖”、“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全美华人金融协会年会最佳论文奖”、“福建省五四青年奖章”、“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导师”等荣誉和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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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程




10月29日（厦门天元酒店）
时间

主要内容

地点

10:00-20:00

会议报到

厦门天元酒店

第三届中国金融学年会理事论坛

厦门天元酒店
5F 海峡厅

14:00-18:00

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与中国金融发展

20:00-22:00

理事会会议

厦门天元酒店
5F 海峡厅

10月30日（论坛召开，厦门天元酒店/网络同步直播）
时间

主要内容

07:30-08:30

会议报到

08:00-08:30

暖场视频

地点

开幕式、介绍嘉宾、致辞
厦门大学校领导致辞
08:30-09:00

09:00-09:10

09:10-09:30

厦门天元酒店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财务学系主任、第十八届中国
主持人：邱七星

3F 天元 C 厅

第十八届中国金融学年会理事会主席 尹志超 致辞

厦门大学管理

/网络直播

中国金融学年会秘书长 郑振龙 致辞

学院党委书记

金融学年会主席 吴育辉 致辞

优秀论文颁奖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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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要内容

地点

主旨演讲（一）
09:30-10:30

Expectations of Fundamentals
and Stock Market Puzzles
演讲嘉宾：哈佛大学 Andrei Shleifer 教授

主持人：陆军
中山大学岭南学
院院长、教授

主旨演讲（二）
10:30-11:10

关于有效碳价格形成机制和碳元的几点思考
演讲嘉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主持人：胡金焱
青岛大学党委书
记、经济学院教授

厦门天元酒店
3F 天元 C 厅

刘俏 教授

/网络直播

11:10-11:40

主旨演讲（三）

主持人：韩立岩

环境保护、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

北京航空航天大

演讲嘉宾：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吴超鹏 教授

主持人：惠晓峰
11:40-12:00

优秀论文一等奖报告

哈尔滨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教授

12: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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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午餐

14:00-15:45

学术分会场（1-18）、期刊编辑论坛及《管理科学》研讨会（上）

15:45-15:55

休息

15:55-17:40

学术分会场（19-34）及《管理科学》研讨会（下）

网络



10月30日（论坛召开，网络直播）
时间

主要内容
学术分会场（1-18）、期刊编辑论坛及《管理科学》研讨会
分会场 1

分会场 2

分会场 3

分会场 4

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

科技金融

科技金融

1组

3组

1组

3组

分会场 5

分会场 6

分会场 7

分会场 8

分会场 9

家庭金融

家庭金融

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

风险管理

1组

3组

1组

3组

2组

分会场 10

分会场 11

分会场 12

分会场 13

分会场 14

固定收益证券

金融改革与开放 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

货币理论与政策

2组

1组

1组

3组

2组

分会场 15

分会场 16

分会场 17

分会场 18

期刊编辑论坛

14:00-15:45

货币理论与政策 金融市场与机构 风险管理

金融市场与机构

4组

1组

3组

3组

15:45-15:55

《管理科学》
研讨会（上）

休息

学术分会场（19-34）

15:55-17:40

分会场 19

分会场 20

分会场 21

分会场 22

分会场 23

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

科技金融

科技金融

家庭金融

2组

4组

2组

4组

2组

分会场 24

分会场 25

分会场 26

分会场 27

分会场 28

农村金融

绿色金融

风险管理

固定收益证券

固定收益证券

1组

2组

1组

1组

3组

分会场 29

分会场 30

分会场 31

分会场 32

分会场 33

金融改革与开放 国际金融

货币理论与政策 货币理论与政策 货币理论与政策

2组

1组

分会场 34
金融市场微结构
2组

2组

3组

5组

《管理科学》
研讨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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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论坛召开，网络直播）
时间

主要内容
学术分会场（35-51）
分会场 36

分会场 37

分会场 38

分会场 39

金融市场与机构 资产定价

资产定价

资产定价

资产定价

分会场 35
2组

1组

3组

5组

7组

分会场 40

分会场 41

分会场 42

分会场 43

分会场 44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3组

5组

7组

9组

分会场 45

分会场 46

分会场 47

分会场 48

分会场 49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11 组

13 组

15 组

17 组

19 组

分会场 50

分会场 51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21 组

23 组

08:30-10:15 1 组

10:15-10:25

休息

学术分会场（52-68）
分会场 52

分会场 53

分会场 54

分会场 55

分会场 56

金融市场微结构 资产定价
2组
3组

资产定价

资产定价

金融工程

4组

6组

1组

分会场 57

分会场 58

分会场 59

分会场 60

分会场 61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4组

6组

8组

10 组

分会场 62

分会场 63

分会场 64

分会场 65

分会场 66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12 组

14 组

16 组

18 组

20 组

分会场 67

分会场 68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22 组

24 组

10:25-12:10 2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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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议程
时间
10 月 30 日
14:00-16:00

分会场 1

议题：期刊编辑论坛
主持人：吴超鹏（厦门大学）
《经济研究》金城武
《管理科学学报》熊熊

《会计研究》刘国强
《南开管理评论》程新生

议题：商业银行 1 组
主持人：刘晓星（东南大学）
金融开放、银行关联度与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
戴淑庚 林滨钊 余博
评论人：王超（南京农业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银行流动性创造如何影响系统性风险？——基于系统性风险分解的视角
岳华 王海燕 张海军 王金涛 韩彩霞
评论人：戴淑庚（厦门大学）
多元化经营、业务相似性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王超 刘晓星
评论人：王海燕（华东师范大学）

分会场 2

议题：商业银行 3 组
主持人：刘岩（武汉大学）
商业银行主要高管更替能加速不良贷款暴露吗？——基于继任来源与专业经验的
研究
张桥云 王伟丞
评论人：杨梦龙（湖南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地方性商业银行国有股权对关联贷款交易行为的影响研究
刘岩 程子帅 潘敏
评论人：王伟丞（西南财经大学）
银行年报语调可理解吗？——基于中国上市银行风险承担视角
杨梦龙 张强 刘轶 黄巍
评论人：刘岩（武汉大学）

分会场 3

议题：科技金融 1 组
主持人：明雷（湖南大学）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与系统性风险：基于新闻文本挖掘的研究
覃筱 王佑真
评论人：杨景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考虑大数据的中国银行业金融科技水平测度及应用研究
明雷 叶彬谭 杨胜刚
评论人：覃筱（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科技、中小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与风险——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
粟勤 杨景陆
评论人：明雷（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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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4

议题：科技金融 3 组
主持人：杨德勇（北京工商大学）
双重网络效应下科技金融政策创新绩效研究
李媛媛 陈文静 王辉
评论人：谢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数字金融发展的就业需求效应：来自 2000 万在线招聘岗位的经验证据
蔡卫星 林航宇 韦庆芳
评论人：王辉（河北工业大学）
数字金融发展、创新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差距
谢坤 宋清华
评论人：蔡卫星（广东财经大学）

分会场 5

议题：家庭金融 1 组
主持人：胡德宝（中国人民大学）
风险态度与家庭资产选择：基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分析
胡德宝 葛新宇 龙希程
评论人：路晓蒙（西南财经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主观住房收益与中国家庭非最优资产配置
许冰 王玉婷 Maxwell Pak 赵乃宝
评论人：胡德宝（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支出与家庭资产配置 ——基于要素预期回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和泽慧 路晓蒙 罗荣华 沈吉
评论人：王玉婷（西南财经大学）

分会场 6

议题：家庭金融 3 组
主持人：易行健（广东金融学院）
商业医疗险与健康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支出：理论分析与基于微观家庭调查
数据的经验证据
易行健 张凌霜 徐舒 周聪
评论人：吕学梁（青岛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签订劳动合同有助于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吗？
吴卫星 王睿 赵梦露
评论人：易行健（广东金融学院）
金融素养对家庭健康投资的影响分析
吕学梁 杨晓萌
评论人：王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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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7

议题：绿色金融 1 组
主持人：许年行（中国人民大学）
环境违法违规不受声誉惩罚？——来自我国环保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实证证据
吴晶妹 宋哲泉 梁墨
评论人：陈凌凌（厦门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政策的融资成本传导渠道研究
周闯 潘敏
评论人：吴晶妹（中国人民大学）
气候治理、转型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
陈国进 陈凌凌 金昊 赵向琴
评论人：周闯（江西财经大学）

分会场 8

议题：绿色金融 3 组
主持人：李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地区空气污染的“压力”与企业绿色并购的“动力”——基于 PM2.5 的实证发现
蔡庆丰 舒少文 程章继
评论人：朱玲（华中科技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Th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IPO Reviews in China
苗萌 左正禹
评论人：蔡庆丰（厦门大学）
Governments’ Fiscal Squeeze and Firms’ Pollution Emissions：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孔东民 朱玲
评论人：左正禹（中国人民大学）

分会场 9

议题：风险管理 2 组
主持人：余湄（对外经贸大学）
预算软约束下的金融监管与地方政府债务
邓明
评论人：黄梦琪（厦门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地方债务融资、监管套利与中国影子银行的兴起
张路 陈珏津
评论人：邓明（厦门大学）
融资平台整合与地方债务风险
郭晔 黄梦琪 许达
评论人：陈珏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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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10

议题：固定收益证券 2 组
主持人：刘杨树（厦门大学）
企业展期风险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机制研究
康晶 陈守东
评论人：朱菲菲（中央财经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发行文件可读性影响债券定价吗？——基于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文本分析
李凤羽 张彤
评论人：康晶（吉林大学）
风险信息披露能预测债券违约风险吗？——来自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经验证据
吴育辉 唐浩博
评论人：张彤（东北财经大学）

分会场 11

议题：金融改革与开放 1 组
主持人：杨晓兰（上海外国语大学）
科创板注册制下的审核问询与 IPO 信息披露——基于 LDA 主题模型的文本分析
俞红海 范思妤 吴良钰 马质斌
评论人：汪颖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沪港通降低了股价波动吗？——基于新冠疫情冲击下的经验证据
马亚明 马金娅
评论人：范思妤（南京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李志生 汪颖栋
评论人：马金娅（天津财经大学）

分会场 12

议题：国际金融 1 组
主持人：孙坚强（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规模、贸易成本和锚定效应： 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
芦东 余吉双 何青
评论人：孙坚强（华南理工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顺周期性及其异质性研究——兼论 A 股被纳入国际基准指
数的影响
谭小芬 虞梦微 朱菲菲
评论人：余吉双（中国人民大学）
跨境投融资便利、资本流动与经济稳定
孙坚强 张展培 杨馥菁
评论人：谭小芬（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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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13

议题：国际金融 3 组
主持人：吕江林（江西财经大学）
跨境资本流动、信贷配置风险与银行危机
谭小芬 苟琴 耿亚莹
评论人：刘晓宇（青岛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国际风险分担结构动态特征及 COVID-19 疫情影响研究
曹宏铎 张金鑫 李旲 熊思宇
评论人：耿亚莹（中央财经大学）
宏观审慎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特征分析——兼论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刘晓宇 陈晓莉
评论人：张金鑫（中山大学）

分会场 14

议题：货币理论与政策 2 组
主持人：张庆君（天津财经大学）
法定数字货币、货币政策效应与经济增长
花秋玲 史永东 邹新琦 邱泽鹏
评论人：张庆君（天津财经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国外负利率政策对中国经济溢出效应的系统仿真研究
阮加 倪健惠
评论人：花秋玲（吉林大学）
通货膨胀外部输入微乎其微还是雷霆万钧？——基于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惯性的
视角
张庆君 白文娟
评论人：阮加（北京交通大学）

分会场 15

议题：货币理论与政策 4 组
主持人：裴平（南京大学）
信贷约束的经济传导效应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抉择
陈创练 单敬群 刘晓彬
评论人：王先爽（清华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中国线上线下的价格粘性对比与货币非中性程度变化
姜婷凤 汤珂 刘涛雄 仉力
评论人：陈创练（暨南大学）
货币政策的量化度量——兼论“央行缩表”与“货币宽松”的关系
王先爽 张劲帆 任浥菲 刘力源
评论人：姜婷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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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16

议题：金融市场与机构 3 组
主持人：伍燕然（北京师范大学）
认知老化、股票投资经验与个人基金投资者技巧
伍燕然 李忠太
评论人：刘洋溢（西南财经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长期投资时域与基金投资收益
闫竹 王正位 廖理
评论人：伍燕然（北京师范大学）
Which Ability Matters to Investors: The Role of Market Volatility
Bing Han, Yangyi Liu, Ronghua Luo
评论人：闫竹（中央民族大学）

分会场 17

议题：风险管理 3 组
主持人：冯玲（福州大学）
Multivariate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s based on Generalized Fisher Transformation
Han Chen, Yijie Fei, Jun Yu
评论人:赵轶星（中山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6:20

财务危机企业纾困投资的风险控制 ——基于 18 个 AMC 对财务危机企业救助的案
例分析
江雪颖 谭智佳 陈义斌 朱武祥 邓钰欣
评论人：于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安全资产与中国房地产市场异象
于力 黄晓薇
评论人：邓钰欣（清华大学）
Optimal Commissions and Subscriptions in Mutual Aid Platforms
赵轶星 曾燕
评论人：费毅捷（湖南大学）

分会场 18

议题：金融市场与机构 1 组
主持人：白小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太关联而不能倒？——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部门间的关联风险传染
白小滢 张萧榕 刘勇
评论人：海婷婷（上海财经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6:20

金融对宏观经济韧性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郑长德 戚玉莹
评论人：白小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金融机构时变关联性测度研究——来自频域视角的新证据
欧阳资生 周学伟
评论人：郑长德（西南民族大学）
突发事件下的金融韧性与经济复苏
陆蓉 海婷婷 叶茜茜
评论人：周学伟（湖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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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19

议题：商业银行 2 组
主持人：程茂勇（西安交通大学）
The Effects of Data Assets on Bank Efficiency: False Prosperity and Promising Future
Maoyong Cheng, Yang Qu
评论人：刘语（中山大学）

10 月 30 日
15:55-17:40

Intangible Customer Capital and Bank Resilience
Joel F. Houston, Hongyu Sha, Yu Shan
评论人：程茂勇（西安交通大学）
联合贷款的合作机制及其监管启示
刘语 曾燕 张馨月
评论人：Yu Shan (Concordia University)

分会场 20

议题：商业银行 4 组
主持人：宋清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行政处罚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罚“机构”还是罚“个人”
柯孔林 许婉婷 何玉洁
评论人：邓贵川（中山大学）

10 月 30 日
15:55-17:40

监管处罚与银行风险行为：基于大数据分析
明雷 黄远标
评论人：柯孔林（浙江工商大学）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与银行风险承担
邓贵川
评论人：明雷（湖南大学）

分会场 21

议题：科技金融 2 组
主持人：张铁铸（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金融科技发展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了吗？
王小华 邓晓雯 李宁 温涛
评论人：孙航（东北财经大学）

10 月 30 日
15:55-17:40

银行金融科技发展与公司贷款成本——来自中国 230 家上市公司的证据
宋怡然 李明辉 王开升
评论人：王小华（西南大学）
A Lender in Need is a Lender Indeed: Role of Fintech Lending after Natural Disasters
Shusen Qi, Runliang Li, Hang Sun
评论人：宋怡然（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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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22

议题：科技金融 4 组
主持人：蒋海（暨南大学）
虚拟数字货币洗钱犯罪的风险、渠道及监管研究——基于 S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蒋海 唐绅峰 王溢凡 柳歆哲
评论人：林娟（厦门大学）

10 月 30 日
15:55-17:40

Investor Attention and Cryptocurrency Market Liquidity: A Double-Edged Sword
李彤 姚守宇 程飞阳
评论人：蒋海（暨南大学）
Are Stablecoins Stabilizing or Destabilizing the Crypto Market?
Juan Lin, Yang Ji, Peng Wang
评论人：李彤（天津大学）

分会场 23

议题：家庭金融 2 组
主持人：刘红忠（复旦大学）
收入不平等、家庭收入阶层与居民负债行为
高宇轩 徐佳 席丹
评论人：易行健（广东金融学院）

10 月 30 日
15:55-17:40

The Effect of the Digital Divid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尹志超 蒋佳伶 王涧秋
评论人：高宇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普惠金融是否缓解了收入风险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来自 CHFS 数据的经
验证据
易行健 毛钦兵 尹志超
评论人：蒋佳伶（北京联合大学）

分会场 24

议题：农村金融 1 组
主持人：杨德勇（北京工商大学）
金融科技与乡村产业振兴：“重农固本”还是“舍本逐末”？
孙继国 孙尧 胡金焱
评论人：何婧（中国农业大学）

10 月 30 日
15:55-17:40

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村地区扶贫成效评价 ——来自 CFPS 数据的实证检验
王宏涛 陈晓 王晓芳
评论人：孙尧（青岛大学）
新瓶装旧酒：缓解抵押约束对农户信贷的影响
程军国 刘璨 刘浩 何婧
评论人：王宏涛（西安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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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25

议题：绿色金融 2 组
主持人：戚树森（厦门大学）
Climate Change Risk and the Cost of Mortgage Credit
Duc Duy Nguyen, Steven Ongena, Shusen Qi, Vathunyoo Sila
评论人：彭俞超（中央财经大学）

10 月 30 日
15:55-17:40

生态法治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我国环保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高昊宇 温慧愉
评论人：戚树森（厦门大学）
绿色金融、贷款成本与空气污染防控
彭俞超 汪凡智
评论人：高昊宇（中国人民大学）

分会场 26

议题：风险管理 1 组
主持人：李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新冠疫情的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张英龙 李嵩松 惠晓峰 徐楠
评论人：常军（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10 月 30 日
15:55-17:40

基于调整后杠杆率的风险分布与评估
管超 余博
评论人：张英龙（哈尔滨工业大学）
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隐形风险评估方法研究——基于多元 Panel-Logit 回归分析
与 SVM 预测检验
常军 张元萍 宋婷婷
评论人：管超（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分会场 27

议题：固定收益证券 1 组
主持人：余湄（对外经贸大学）
政府参与缓解了债券市场的评级困境吗？——基于中债隐含评级的实证研究
史永东 郑世杰 王三法
评论人：林晚发（武汉大学）

10 月 30 日
15:55-17:40

城市间经济关联与城投债信用利差——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李昊骅 李心丹 刘益农 姚楚涵
评论人：郑世杰（东北财经大学）
评级包装与担保正溢价之谜
林晚发 刘岩 赵仲匡
评论人：李昊骅（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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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28

议题：固定收益证券 3 组
主持人：张维（天津大学）
基于 LSTM 和 MCM 的债券违约风险分析方法
陈学彬 武靖 徐明东
评论人：何欣（香港城市大学）

10 月 30 日
15:55-17:40

刚性兑付、经济周期波动与企业债券定价
刘颖 王曦
评论人：武靖（复旦大学）
Benchmarking Individual Corporate Bonds
Xin He, Guanhao Feng, Junbo Wang, Chunchi Wu
评论人：刘颖（中山大学）

分会场 29

议题：金融改革与开放 2 组
主持人：王爱俭（天津财经大学）
How the Dividend Tax Cut Policy Tied to Investment Horizon Influences Stock Price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2015 Dividend Tax Reform in China
郭念枝 孙秉文 肖惠琴
评论人：孙宁（中央财经大学）

10 月 30 日
15:55-17:40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A Dilemma
Hongbo He, Yiqing Chen, Hong Wan, Steven Miller
评论人：孙秉文（闽江学院）
基于地方政府土地供给变化视角对限购政策有效性研究
黄志刚 孙宁
评论人：贺红波（湖南大学）

分会场 30

议题：国际金融 2 组
主持人：喻平（武汉理工大学）
外部不确定背景下金融开放与发展对我国金融压力的影响——基于投资者预期不
确定视角
刘泊静 王爱俭
评论人：贾丽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0 月 30 日
15:55-17:40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s of Sudden Stops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王伟 徐子桐 范小云 杨昊晰
评论人：刘泊静（天津财经大学）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企业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陈奉先 贾丽丹
评论人：徐子桐（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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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31

议题：货币理论与政策 1 组
主持人：聂建中（台湾淡江大学）
结构性货币政策调控的普惠性金融服务效应
朱新蓉 刘银双
评论人：毛杰（上海大学）

10 月 30 日
15:55-17:40

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的宏观调控效果实证分析
龙超 李玲娟
评论人：刘银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与双支柱调控——基于连续时间宏观经济金融
方法
刘红忠 毛杰 罗德庆 颜镜洲
评论人：李玲娟（云南财经大学）

分会场 32

议题：货币理论与政策 3 组
主持人：朱新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货币政策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来自新冠疫情期间的检验
邓伟 王敏
评论人：赵仲匡（武汉大学）

10 月 30 日
15:55-17:40

Can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Effectively Guide Public Expectations?
刘莉亚 闵敏 谭姝颖 赵凡青
评论人：邓伟（南京财经大学）
中央银行前瞻指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企业家信心中介效应及其异质性
耿中元 蒋宗洋
评论人：闵敏（上海财经大学）

分会场 33

议题：货币理论与政策 5 组
主持人：韩立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贸易平衡的非对称影响研究——基于 NARDL 模型的实证
分析
姜伟 刘光辉
评论人：韩立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 月 30 日
15:55-17:40

一超多强还是三足鼎立？——基于全球货币“隐性锚”指数研究
张冲 叶茜茜 丁剑平
评论人：姜伟（青岛大学）
外汇调节、货币政策与人民币汇率
冯超楠 韩立岩
评论人：张冲（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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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金融市场微观结构 2 组

分会场 34

主持人：李平（电子科技大学）
The Framework for the Mechanism of SMEs Growth by Bigdata Method in Fintech
Huiqi Wang, Wei Yuan, Xianzhi Yuan
评论人：胡聪慧（北京师范大学）

10 月 30 日
15:55-17:40

Frequent Batch Auctions vs. Continuous Trading: Evidence from Taiwan
Roberto Riccó, Kai Wang
评论人：袁先智（中山大学）
价格笼子、流动性与价格发现效率：基于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证据
李松楠 刘玉珍 胡聪慧
评论人：Kai Wang（中央财经大学）

议题：金融市场与机构 2 组

分会场 35

主持人：刘玉珍（北京大学）
Why do Mutual Fund Managed by Banks Perform Better in China？
吴文锋 张皓月
评论人：罗翊烜（西南财经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What Should Investors Care About? Mutual Fund Ratings by Analysts vs.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
Si Cheng, Ruichang Lu, Xiaojun Zhang
评论人：张皓月（上海交通大学）
基金经理与卖方分析师存在合谋吗？
王擎 罗翊烜
评论人：卢瑞昌（北京大学）

议题：资产定价 1 组

分会场 36

主持人：鞠高升（复旦大学）
Micro Consumption, S-Shaped Consumption Utility, and Asset Pricing
鞠高升
评论人：金帛春（厦门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模糊溢价与特质波动率之谜
李悦雷 张念念 熊熊
评论人：鞠高升（复旦大学）
The World Price of Reference-dependent Preferences
Tse-Chun Lin, Zhaobo Zhu
评论人：张念念（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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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37

议题：资产定价 3 组
主持人：李斌（武汉大学）
Real-time Machine Learning in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Fundamental Signals
Bin Li, Alberto Rossi, Xuemin Yan, Lingling Zheng
评论人：胡春龙（山东财经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期权隐含非对称相关性风险及其股票收益率的预测
陈坚 吴奇艳
评论人：李斌（武汉大学）
IVOL vs IMAX - Predicting Stock Returns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Chunlong Hu, George J. Jiang, Dongming Zhu
评论人：陈坚（厦门大学）

分会场 38

议题：资产定价 5 组
主持人：汪昌云（中国人民大学）
投资者预期差与价值溢价
姜圆 汪昌云
评论人：陈业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动量效应与市场情绪：基于日夜收益率分解的研究
陈蓉 胡震 刘丽萍
评论人：姜圆（青海大学）
异质性投资者情绪联动与股票错误定价
吴卫星 陈业昕
评论人：胡震（厦门大学）

分会场 39

议题：资产定价 7 组
主持人：骆兴国（浙江大学）
Why are the Prices of European-style Derivatives over the American-style Derivatives？
Xuejun Jin, Jingyu Zhao, Xingguo Luo
评论人：颜镜洲（四川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公募基金改善了市场定价效率吗？—— 持股基金质量与股票收益
林兟 余剑峰 何为 熊熊
评论人：骆兴国（浙江大学）
高水位合约下对冲基金的稳健杠杆决策
母从明 颜镜洲 杨金强
评论人：林兟（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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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40

议题：公司金融 1 组
主持人：蒋永穆（四川大学）
党委“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能遏制国有企业“脱实向虚”吗？——基于准自然实验
的研究
曹朋 朱宏泉
评论人：张博（西南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契约执行环境与企业“脱实向虚”——自贸区与区外地区的比较
王蓬 胡士华 胡亚丽
评论人：曹朋（西南交通大学）
金融分权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及其路径分析
张博 谢家智 唐琳懿
评论人：王蓬（西南大学）

分会场 41

议题：公司金融 3 组
主持人：周孝华（重庆大学）
资本市场开放下境外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并购行为
赵小芳 张秋生 杨昊 赵文琦
评论人：刘慧（山东财经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政策不确定性、社会责任与企业并购
李聪 刘喜华 蓝恭旭
评论人：赵小芳（北京交通大学）
“距离”能否产生“美”？——基于文化松紧度距离影响企业异地并购的经验证据
刘慧 王营
评论人：李聪（青岛大学）

分会场 42

议题：公司金融 5 组
主持人：杨丽（辽宁大学）
捆绑的融资困境：银行负债结构与企业信贷获取
周开国 邢子煜 杨海生
评论人：姚守宇（天津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货币政策、特质性银行信贷供给与企业信贷期限结构
沈军 马丽冬 梁汝娇 钟惠平
评论人：邢子煜（中山大学）
Does Rollover Restriction of Short-term Loans Exacerbate Market Instability?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程飞阳 王春峰 房振明 姚守宇
评论人：马丽冬（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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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43

议题：公司金融 7 组
主持人：张俊生（中山大学）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Markets on Managerial Opportunistic Behavior——Evidence
from CEOs’ Tone Manipulation
Hua Cheng, Tingting Liu, K. C. John Wei
评论人：黄益东（上海外国语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Hidden Gender Discrimination: Masculine Names Help Female CEOs Enter into the
Board
王建新 张敏 许琳
评论人：程华（南开大学）
Can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Promote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and
Mechanisms
Xiaolan Yang, Yidong Huang
评论人：许琳（山东大学）

分会场 44

议题：公司金融 9 组
主持人：惠晓峰（哈尔滨工业大学）
信贷资源配置与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活动
赵尚梅 王荟博 李伟
评论人：彭涛（中山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信用城市建设能否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刘冲 李涛 吕之安 刘莉亚
评论人：李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税收优惠、创投基金募集与初创科技型投资
彭涛
评论人：李涛（上海财经大学）

分会场 45

议题：公司金融 11 组
主持人：牛华伟（中国矿业大学）
可抵押性，现金持有与信用风险
牛华伟 尹港
评论人：郎赫男（上海财经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劳动诉讼与企业现金持有
姚加权 张锟澎 胡茗雅 冯绪
评论人：牛华伟（中国矿业大学）
僵尸企业如何影响正常企业储蓄决策？
冯玲 郎赫男 奚君羊
评论人：张锟澎（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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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46

议题：公司金融 13 组
主持人：李广众（中山大学）
The Effect of Privatization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New Evidence from China's
Ownership-transfer-privatization
Yaya Shi, Yuqiang Cao, Ningru Zhao
评论人：余俊彪（香港理工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Public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vent in
China
Maoyong Cheng, Zhenjun Li, Chen Ma, Vikas Mehrotra
评论人：赵宁如（南京审计大学）
Stimulating Innovation or Managing Numbers?
Po-Hsuan Hsu, Ji-Chai Lin, Junbiao Yu
评论人：程茂勇（西安交通大学）

分会场 47

议题：公司金融 15 组
主持人：王康（北京工商大学）
Academic Independent Director Resignations and R&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Shaopeng Cao, Chunfeng Wang, Ji (George) Wu, Zhenming Fang, Xin Cui
评论人：王康（北京工商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Different from the beginning: Family firms origin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程晨 李宛蓉
评论人：曹绍朋（天津大学）
股权激励何以促进企业创新——来自中关村海淀科技园的微观证据
王康 汪雪婷
评论人：程晨（郑州大学）

分会场 48

议题：公司金融 17 组
主持人：乔政（西安交通大学）
Too Hard to Escape: China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杨昊 张秋生 赵小芳
评论人：毛越（中南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Cost-effective Arbitrage of Misvalu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Debt and Equity: M&A
Choices and Financing Price Effects
Lawrence Kryzanowskia, Yulin Nie
评论人：杨昊（北京交通大学）
Tail Risk and Stock price informativeness: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危平 朱琦 毛越
评论人：聂玉林（河北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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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49

议题：公司金融 19 组
主持人：李曜（上海财经大学）
The Share Repurchase Puzzle Evidence from Market Timing
马鹏飞 李程程 王筱琼
评论人：何枫（天津财经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股份回购降低了股票市场流动性吗？
李曜 胡涛
评论人：马鹏飞（吉林大学）
Media Coverage and Stock Liqiudity
张小涛 孙晓阳 张维 何枫 Brian Lucey
评论人：李曜（上海财经大学）

分会场 50

议题：公司金融 21 组
主持人：夏崇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Heterogeneous Agents and Learning in Continuous-Time
Chuan Ding, Yang Li, Zhenyu Cui
评论人：夏崇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Flexibility, Option Value of Leasing, and Investment
李凯 由林青
评论人：李阳（西南财经大学）
Trust and Contracts: Empirical Evidence
Francesco D’Acunto, Jin Xie, Jiaquan Yao
评论人：由林青（北京大学）

分会场 51

议题：公司金融 23 组
主持人：罗琦（武汉大学）
城市营商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
周战强 余玲
评论人：左俊青（中山大学）

10 月 31 日
08:30-10:15

舆论环境与企业绿色投资
何宇 赵宣凯 屈琳珊 魏冉
评论人：余玲（中央财经大学）
The Price of Out-of-integrity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on
Employees
Junqing Zuo. Wei Zhang, Xu Feng
评论人：何宇（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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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52

议题：金融市场微观结构 1 组
主持人：马勇（湖南大学）
Retail Investors’ Accessibility to the Internet and Firm-Specific Information Flows:
Evidence from Google’s Withdrawal
Wentao Ren
评论人：高雅（大连理工大学）

10 月 30 日
14:00-15:45

Attention Constraint, Public Information, and Strategic Trading
江灏 马勇 王天阳
评论人：任闻涛（南京大学）
Information Shocks and Asymmetric Return Reactions in China
Ya Gao, Xing Han, Youwei Li, Xiong Xiong
评论人：马勇（湖南大学）

分会场 53

议题：资产定价 2 组
主持人：陈坚（厦门大学）
Is RMB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Priced i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乔统帅 韩立岩 丁文捷 李东辉
评论人：吴见彬（南京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中国股市的预期收益率界限
胡韡 杨荔海 郑振龙
评论人：乔统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A Model for Daily Global Stock Market Returns
Oliver Linton, Haihan Tang, Jianbin Wu
评论人：杨荔海（香港城市大学）

分会场 54

议题：资产定价 4 组
主持人：史永东（东北财经大学）
ESG 的阿尔法、风险收益关系与资本市场效率
史永东 王淏淼
评论人：葛瑶（厦门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E-commerce Livestream Flows Growth and Cross-sectional Stock Returns
张然
评论人：王淏淼（东北财经大学）
Local Labor Market and the Cross Section of Stock Returns
葛瑶 乔政 郑昊
评论人：张然（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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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55

议题：资产定价 6 组
主持人：陈选娟（上海财经大学）
Lottery Preference and Anomalies
姜磊 温泉 周国富 朱一峰
评论人：向鸿（香港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The Low-risk Anomaly and Uncertainty
曹志奇 吴文锋
评论人：朱一峰（中央财经大学）
Insider Trading and Anomalies
向鸿
评论人：曹志奇（上海交通大学）

分会场 56

议题：金融工程 1 组
主持人：陈蓉（厦门大学）
Overnight and Intraday Option Return Asymmetry in Chinese Option Market
郑振龙 许鋆 陈蓉
评论人：朱敏（上海师范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离散红利支付下的欧式期权定价：一种精确的红利加权模型
余喜生 姚雨薇
评论人：许鋆（厦门大学）
Posterior Probability Inference and Model Based Jump Detection in Financial Market
朱敏 宋玉平 郑昕
评论人：余喜生（西南财经大学）

分会场 57

议题：公司金融 2 组
主持人：程晨（郑州大学）
“弯道超车”：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佟岩 李鑫 田原
评论人：代昀昊（华中科技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Have Bygones been Bygones? The Imprint Effect of Family Business Origin on TFP in
China.
程晨 李思茗 韩佳峻
评论人：李鑫（北京理工大学）
时间就是效率：通勤成本与企业生产率
代昀昊 安铮 王砾
评论人：程晨（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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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58

议题：公司金融 4 组
主持人：游家兴（厦门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中国上市公司舞弊研究
王艳艳 郑天宇 于李胜 滕传浩
评论人：Peng Liang（西安交通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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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庆丰 王瀚佑
评论人：郑天宇（厦门大学）
Rookie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Corporate Fraud
Min Bai, Douglas Cumming, Chia-Feng (Jeffrey)Yu
评论人：王瀚佑（厦门大学）

分会场 59

议题：公司金融 6 组
主持人：张小茜（浙江大学）
区域资金流动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基于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周先平 韩至杰 王雨薇
评论人：张雷（南京财经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混改有利于缓解民企融资约束吗？
张小茜 朱佳雪
评论人：韩至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数字化转型缓解小微企业信贷配给机理研究
张雷 盛天翔 陈东平
评论人：张小茜（浙江大学）

分会场 60

议题：公司金融 8 组
主持人：李茂良（厦门大学）
Share Pledging and Corporate Securities Fraud
Lawrence Kryzanowski, Mingyang Li, Sheng Xu, Jie Zhang
评论人：赵潇洋（厦门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股权质押加剧了个股流动性风险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张君萍 李平 曾勇
评论人：李铭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杠杆“撬动”的股权质押危机——基于场内质押开放的准自然实验
陈海强 赵潇洋 李东旭
评论人：张君萍（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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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61

议题：公司金融 10 组
主持人：黄娟娟（厦门大学）
法律约束视角下企业违规与公司治理——基于新《证券法》的准自然实验
毕燕璐 孙宁
评论人：张超（中山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交通成本、人力资本流动与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基于高铁时刻表的证据
李嘉楠 黄晓萍 肖金利
评论人：毕燕璐（中央财经大学）
安全生产与公司治理——基于央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政策的冲击
曹春方 张超 郑国坚
评论人：李嘉楠（厦门大学）

分会场 62

议题：公司金融 12 组
主持人：肖珉（厦门大学）
Establishing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and Private Firm’s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程磊 孙震
评论人：张珺（福州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替换老股东”V.S.“引入新股东”：国有股权改革如何推动国企经营机制转换？
郑志刚 刘兰欣 朱光顺 黄继承
评论人：程磊（武汉大学）
国企归核化能提升企业价值吗？ ——来自“三供一业”移交的经验证据
冯玲 张珺
评论人：刘兰欣（中国人民大学）

分会场 63

议题：公司金融 14 组
主持人：罗进辉（厦门大学）
气候变化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刘聪聪 凌崚 罗党论
评论人：王泽豪（厦门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Geopolitical Risk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贾少卿 杨柳勇 周方召
评论人：刘聪聪（中山大学）
The Impact of Trade War on Firm Innovation: A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Peng Liang, Nan Hu, Daniel Chen, Morgan Swink
评论人：贾少卿（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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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公司金融 16 组

分会场 64

主持人：廖冠民（中国人民大学）
CEO 性格特征、机构投资者治理与企业金融化
赵昕 单晓文 王垒
评论人：陈文川（厦门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经理人组织认同影响了企业捐赠吗？——基于方言距离的视角
饶育蕾 李双敏 陈地强
评论人：单晓文（中国海洋大学）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企业金融化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基于政府审计调节
效应
陈文川 李文文 李建发
评论人：李双敏（中南大学）

议题：公司金融 18 组

分会场 65

主持人：余明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现代流行病危机与公司违约风险
何恭政 潘子魁 赵晨方 顾研
评论人：黄宇漩（湖南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Does Nonpunitive Regulation Diminish Stock Price Crash Risk?
陆静 邱于航
评论人：何恭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社会责任与公司风险：基于新冠疫情冲击的证据
黄宇漩 杨胜刚 朱琦
评论人：邱于航（重庆大学）

议题：公司金融 20 组

分会场 66

主持人：刘杨树（厦门大学）
Cyclical Compensation Incentives and the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王玉龙
评论人：马蕗淳（中山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股权激励及其契约要素与企业风险承担
陈鹏程
评论人：王玉龙（深圳大学）
Do CEOs Manage Firm Risk to Achieve Compensation Goals?
马蕗淳
评论人：陈鹏程（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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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公司金融 22 组

分会场 67

主持人：洪洁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anager-specific Shocks,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Diversification Effects
Jieying Hong, Rui Zhang
评论人：郑伟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Optimal Ownership in Entrepreneurial Financing Decisions under Rational Inattention
张毓华 母从明
评论人：洪洁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Information Asymmetry, Non-Learnable Payoff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Zhigang Qiu, Weinan Zheng
评论人：张毓华（南昌工程学院）

议题：公司金融 24 组

分会场 68

主持人：王艳艳（厦门大学）
Are There Externalities of Private Firm News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Public Firms’
Investment
Feng Chen, Yi Ding, Xingqiang Du, Xiaoqiao Wang
评论人：白旻（北京科技大学）

10 月 31 日
10:2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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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亦晗 姚加奕
评论人：汪晓樵（香港中文大学）
技术溢出能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吗——基于分析师预测的行为研究
于李胜 王艳艳 李文涛 王泽豪
评论人：江亦晗（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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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杂志金融理论与金融市场专栏稿件研讨会
金融创新与支持实体经济
2021 年 10 月 30 日

地点：厦门大学

主评专家：杨胜刚教授，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史永东教授，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主 持 人：惠晓峰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致欢迎词
14:00~14:15

蓝

华，《管理科学》杂志常务主编

介绍专栏的情况和程序
惠晓峰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题目：政策不确定性对新能源企业投资的影响——考虑投资者有限理性的分析

14:15~15:00

作者：赵晓丽，高 立，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
胡星炜，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吴

攀，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

题目：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金融化——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15:00~15:45

作者：孙泽宇，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孙 凡，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题目：碳中和视域下控排企业参与碳市场的风险测度与战略选择研究
作者：宋亚植，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

15:45~16:30

李

银，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刘天森，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仲飞，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题目：资本市场开放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沪（深）港通制度的实证
16:30~17:15

作者：王婉菁，南京大学商学院
朱红兵，河海大学商学院
张 兵，南京大学商学院

17:15~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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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主办/承办单位简介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Xiamen University），简称厦大（XMU） ，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 1921
年创办, 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也是国家“211 工程” 和“985 工程”重点建
设的高水平大学。2017 年，厦门大学入选国家公布的 A 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建校以来, 学
校秉承“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的校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一所
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居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建校迄今，学校
已先后为国家培养了 40 多万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厦大学习、工作过的两院院士达 60 多人。
学校设有研究生院、6 个学部以及 30 个学院和 16 个研究院，形成了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管理科学、艺术科学、医学科学等学科门类在内的完备学科体系。学校
现有 18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 ，拥有 5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9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学校设有 32 个博士后流动站；36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5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8 个交叉
学科；1 个博士专业学位学科授权类别，28 个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授权类别。2017 年，化学、海洋科
学、生物学、生态学、统计学５个学科入选国家公布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2777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2045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 73.6%（下同）；拥有博士学位的有 2363
人，占 85.1%。学校共有两院院士 21 人，文科资深教授 1 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 27 人，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 1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5 人、青年学者 13 人，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52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6 人，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5 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7 人、教学名师 1 人、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2 人、
青年拔尖人才 14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入选者 26 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入选者
8 人，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 136 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48 人；国家创新研究群
体 10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1 项、教育部创新团队 9 个。
学校现有在校学生 40000 余人（含外国留学生 1208 人），其中本科生 20651 人、硕士研究生 16712
人、博士研究生 4737 人，本研比约为 1:1。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发起的“高
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优秀原则和创新实践研究典型案例”，我校是中国也是东亚地区唯一入选高校。
学校获第六、第七、第八届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5 项。4 个专业入选教育
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基地，11 个专业（13 个项目）入选国家卓越教育计划；2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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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12 个专业入选首批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29 门课程入选国家
级精品课程，20 门课程入选教育部精品资源共享课，10 门课程入选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44 门课
程入选国家首批一流本科课程，94 门课程入选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现有 6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
3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3 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46 名教师入选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厦大毕业生是最受社会欢迎的群体之一，年均就业率保持 95%以
上。学校坚持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推动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紧密结合，入选国务院第三批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教育部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教育部首批中美青年创
客交流中心，牵头发起成立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联盟，获“国创计划十周年”最佳组织奖、全国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优秀组织奖等。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共获 13
金 6 银 13 铜，成功承办第四届大赛，两次夺得总决赛亚军。
学校设有 200 多个研究机构，其中，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 2 个（牵头单位），国家重点实验室 4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1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2 个，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实验室 3 个，国家研究院 1 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1 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5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3 个，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 个，教育部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5 个。近 5 年，学校自然科学科研实力大幅提升，在《科学》《自然》《细胞》
上发表论文 12 篇；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3 项，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 项；6 人获“全
国创新争先奖”，3 人获“中国青年科技奖”，3 项成果获中国专利优秀奖。学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
实力雄厚，近五年共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34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7 项；18 项成果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其中一等奖１项；
在台湾研究、南洋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经济研究、会计研究、南海研究等领域已经形成特色，实力
雄厚。
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深入开展，已与境外 250 多所高校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与 51 所世界排名
前 200 名的高校开展实质性交流合作。学校积极参与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已与北美洲、欧洲、 亚洲、
非洲等地区的大学合作建立了 15 所孔子学院，并获批建设“孔子学院院长学院”。在对台交流方面，
已成为台湾研究的重镇和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的前沿。2014 年 7 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奠基，
成为中国首个在海外建设独立校园的大学，被中央媒体誉为镶嵌在“一带一路”上的一颗明珠；已开
设 16 个专业，在校生 5000 余人、教职员工 360 余人，专任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 80%以上。2017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学校成功举办“美好青春我 做主”艾滋病防治宣传校园行——走
进厦门大学活动与第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展示中国形象、福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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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魅力、厦大风采，受到各方高度肯定。
学校拥有完善的教学、科研设备和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学校共有三个校区和一个海外分校。拥
有纸质图书馆藏 451 万册、电子馆藏 885 万册，固定资产总值 126 亿元，仪器设备总值 46 亿元。校
园高速信息网络建设的规模、水平居全国高校前列并成为 CERNET2 的核心节点之一。厦大校园依山
傍海、风光秀丽，已成为公认的中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校园之一。
中共厦门大学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深化了厦门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在建校百
年之际，全面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新中国成立百年之际，跃居世界一流大学前列。2021
年 4 月 6 日，厦门大学迎来 100 周年华诞。迈进新百年，厦门大学将持续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之路，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https://www.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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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厦门大学管理学科历史悠久，早在 1921 年厦门大学创建之初就成立了商学部。经百年岁月沧桑，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始终秉持校主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精神和“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如今已经
发展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十大商学院之一。在 2003 年全国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的评估中，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位列第三。2007 年，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科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首批五个“工商管理一级学
科国家重点学科”之一。2013 年教育部学科评估，厦门大学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在参评高校中位列全
国第五。2017 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厦门大学工商管理一级学科获评 A 类学科。
2019 年厦门大学经济学与商学进入 ESI 全球前 1%行列。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现提供完整的管理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在会计学、企业管理、
财务学、市场营销学、技术经济及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旅游管理等专业设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
位授权点，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 2 个一级学科均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其中工商管理、会计学、
财务管理、电子商务、管理科学、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 7 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拥有会计学科中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依托管理学院
会计、财务学科优势，厦门大学建立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院，这是
中国财务管理与会计学科中唯一的一个“985 工程”二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厦门大学是中国
大陆最早提供会计博士学位教育的院校之一，培养了中国第一位经济学（会计学）博士等众多优秀会
计人才。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毕业生中有将近 1/2 从事财务、会计和金融工作，被誉为中国“CFO 的黄
埔军校”。
学院拥有一支国际化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165 人，其中教授 76 人，副教授 57 人，
70%以上的教师都曾经在欧美等地留学、进修或从事过研究工作。师资队伍中包括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学科评议组成员 2 人、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1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人、“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2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2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1 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 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2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 13 人、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 15 人、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入
选者 2 人、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 6 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 1 人、中宣部宣
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理论界）1 人。
学院教师科研成果丰硕，在“十三五”期间，学院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1 项、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3 项，学院教师共出版著作及教材 90 部，在国内外权威和核心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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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表论文 1200 余篇，其中包括在 UTD-24、FT50 等全球商学院公认的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75
篇、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会计研究》和《金
融研究》等中文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21 篇。学院教师先后荣获国家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和教学
成果奖 31 项。学院各类科研项目经费在厦门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名列前茅。
学院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一流的教育。在人才培
养中，学院强调将专业教育与社会责任相结合，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
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科创竞赛中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锤炼“讲奉献、有作为”的践行者。五年来，学院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委”，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全国大中专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国家级、省级优秀
团队，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之“创新创业好青年”，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福建省大学生
“创业之星”标兵、“创业之星”等荣誉称号。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具有悠久的国际化办学的历史。目前学院与美国西北大学等超过 50 所世界一
流大学具有稳定、常态化的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国际化战略已经覆盖到了学生、师资、科研、课程
设置、企业联系、国际合作研究等各个层面。学院还分别在 2011 年、2013 年和 2020 年以优异成绩
通过 AMBA（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EQUIS（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和 AACSB（国际商学院
协会）的商学院国际认证，成为国际标准商学院之一。

https://sm.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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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财务学系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财务学系成立于 2008 年，前身为企业管理系下设的“理财专业”。财务学系
隶属于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工商管理”（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科在 2017 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获评 A 级），设有“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和“财务学”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财务学系目前已有
专职教师 25 人，其中正教授 13 人，副教授 5 人，助理教授 7 人。系主任为吴育辉教授，副主任为沈
哲教授。
财务学系致力于推进厦门大学财务学科的发展和学科队伍建设，努力将财务学系打造成为国内
顶尖、国际一流的研究和教学基地，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级财务管理人才和科研人才。
为此，财务学系配备了国内顶级的师资团队。财务学系教师中，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 1 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 人；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1 人；长江学者 1 人；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4 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 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2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入选者 1 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 人；青年长江学者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6 人；
福建省闽江特聘教授 3 人；厦门大学特聘教授 1 人。
经过多年的沉淀和积累，财务学系在科研方面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果。在科研项目方面，财务
学系教师先后主持了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项目，以及 50 多项国家级面上
项目和青年项目，累计获得资助金额超过 3500 万元人民币，人均主持的国家级项目超过 2 项。在论
文发表方面，财务学系教师已经在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The
Accounting Review,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view of Finance,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Financial Management 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 20 多篇，并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等国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超过百
篇。在成果获奖方面，财务学系教师多次荣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的一、二、三等奖，
科研实力在中国首屈一指。
为了更好地培养高素质人才，财务学系的课程设置遵循“宽口径，厚基础、保优势，有特色”
的原则，参考了国际顶尖商学院的课程设置，开设了包括会计学、财务管理、金融学、数理分析等四
大模块的 30 多门专业性课程。在教学方法方面，注重运用理论、方法和应用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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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生展示现代化企业的财务管理和海内外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我们的学生先后荣获“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金奖、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全国总决赛特等
奖、“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等国家级奖项。在
教学成果方面，财务学系教师先后出版各种教材几十部，获得了包括“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奖”、“国
家精品课程”、“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奖”等在内的数十项荣誉称号。
同时，财务学系教师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承担了大量来自世界银行、政府部门、证券交易所、
企事业单位、证券公司等的横向课题，并先后兼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委员会委员、 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制度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以及美的集团、招商蛇口、兴业银行、兴业证券、福耀玻璃、
华大基因、东阿阿胶、华润三九、建发股份、厦门国贸、厦门空港等多家优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经过多年的努力，财务学系（含财务学系前身理财专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财务管理人
才和科研人才。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去向包括政府机关（中国人民银行、国税局等）、金融机构（招商
银行、南方基金、国信证券、中国人寿等）、国有企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招商局、中国建筑等）、
大型民企（华为、阿里巴巴、万科等）以及大型外资企业（毕马威、德勤、安永等）。此外，超过
1/3 的财务学系本科毕业生到海内外著名高校（如芝加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帝国理工学院、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继续深造。科研人才方面，我们培养的研究生获得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奖”，不少博士生毕业后跻身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
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并在国内外顶尖学术刊物发表高质量论文。

https://sm.xmu.edu.cn/xygk/xszx/cwx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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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简介
《经济研究》编辑部
《经济研究》创办于 1955 年，是综合性经济理论类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本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推动与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
己任，立足中国现实，坚持学术性、时代性、创新性和前沿性，致力于发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事业中重大现实问题的高水平理论研究类文章，忠实地为经济理论学习与研究者、经济政策决
定与执行者以及社会各界朋友服务，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而努力。
近十多年来，《经济研究》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密切关注现代经济学的新
的研究成果，强调对我国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多年多
次获得各种奖项。
1998 年，《经济研究》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1999 年被评为中国
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2000 年获第二届“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奖”和首届“国家期刊奖”两
项大奖（唯一入选的经济理论期刊）；2002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一等奖”和第二届“国
家期刊奖”；2009 年被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评为“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唯
一入选的经济理论期刊）；2010 年，本刊门户网站被评为“全国出版业网站百强”；2012 年成为国
家社科基金首批资助的学术期刊；2012—2020 年，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连续九年评为当年度“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
刊（人文社会科学）”，并在所有被评的中文期刊中连续位列前茅；连续三次（2013 年、2015 年、
2017 年）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为“百强社科期刊”；2016 年 9 月，被中国（武汉）期刊交
易博览会组委会评为“2016 期刊数字影响力 100 强”（学术类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推出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报
告（2018 年）》中，《经济研究》继续被评为经济学科仅有的“顶级”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
盘版）》电子杂志社和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
文社会科学•2020 版）显示：2019 年，《经济研究》的影响力指数（CI）为 1414.214，学科排名居于
首位；同时，《经济研究》的两年复合影响因子和两年期刊综合影响因子分别为 15.063 和 10.699（他
引影响因子分别为 14.728 和 10.364），五年复合影响因子和五年期刊综合影响因子分别为 20.354 和
12.316（他引影响因子分别为 19.970 和 11.932），历年文献总被引频次为 59093。
《经济研究》官网：www.er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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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研究》编辑部
《会计研究》杂志创刊于 1980 年 3 月，是财政部主管、中国会计学会主办的国家一级学术
期刊，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确定的管理科学 A 类重要期刊，是 CSSCI 来源期刊中惟一的
会计类学术期刊，是学术界公认的会计学权威期刊。
《会计研究》内容涵盖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公司治理、审计等多个领域，读
者群体主要是国内外具有较好理论基础的会计研究人员和实务工作者。40 多年来，刊物紧密结
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突出学术前瞻性、政策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致力于推动会计
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已经成为集中反映我国高质量会计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
《会计研究》制定了严格的审稿用稿制度，建立了“三审终审制度”、“双向匿名审稿制
度”，确保审稿过程科学、严谨、客观、公正；同时，在保证用稿质量的前提下，注重发现和
培育学术新人，鼓励拓展会计学新领域，鼓励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开展理论研究。。
《会计研究》官网：
http://www.asc.net.cn/AccountingResearch/MagazineProfile.aspx?type=profile

《管理科学学报》编辑部
《管理科学学报》现为教育部为主管单位，天津大学为第一主办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为第二主办单位的管理科学学术类期刊。学报现任主编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
科学部主任吴启迪教授。副主编为高自友教授，李一军教授，寇纪淞教授。执行主编为天津大
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张维教授。编辑部主任为张维教授，李敏强教授。
《管理科学学报》创刊于 1998 年，现为月刊，128 页。学报设置主要栏目为专论、论文，
研究简报，应用研究以及科学基金管理 5 个栏目。2019 年新增栏目为“新时代、新思考”专题
研究。根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2018 年引证报告，本刊的影响因子达到 1.676，总被引频次 2064。
《管理科学学报》业务上依托主办单位天津大学双一流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支撑；主
办单 位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 员管理科 学部指导学报 的发展与 运营，并与兄 弟期刊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管理科学学报英文版）积极合作。
2017 年《管理科学学报》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并开始试运营。
《管理科学学报》官网：jmsc.t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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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管理评论》编辑部
《南开管理评论》创刊于 1998 年，是由南开大学主办、国家教育部主管的学术刊物。自创刊伊
始，《南开管理评论》即确立并一直坚守“以促进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为宗旨，刊发关注中国管理实
践热点与难点的研究成果，追踪国际管理理论前沿，服务中国管理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办刊方针，坚
持“实、新、精”的用稿原则，致力于打造中国工商管理学科高端学术平台。
自创刊以来，刊物坚守公司治理、服务营销、创新创业、财务会计等特色栏目，坚持质化研究与
量化研究相结合，坚持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坚持将学术理论制高点和实践应用相结合，坚持将全
面关注和重点研究相结合，坚持将提高学术质量和关注社会评价相结合，坚持将创建期刊品牌与建设
作者队伍相结合，坚持将完善自身发展与搭建中国管理期刊生态平台相结合。经过多年努力，《南开
管理评论》已成为中国管理学界知名学术期刊，与国内外管理学界研究者建立了长期的学术合作关系，
吸引了众多优秀学术成果，对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及管理学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
社会知名度不断提升。
《南开管理评论》官网：https://nbr.nankai.edu.cn/

学说平台介绍
“学说”是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互联网金融实验室孵化，并且基于全面的金融数据采集技
术（中文期刊文献采集、SSRN 文献采集、SSCI 文献采集、人物信息采集聚合、机构聚合、人物关
联关系聚合等）与强大的搜索功能（ES 搜索引擎开发、文献搜索功能、人物搜索功能、机构关联等）
的垂直于金融领域的学术社交平台，主要服务于高校经管类、金融类研究生、相关专业学者、研究人
员以及专业金融从业人员等。
“学说”平台主要覆盖以下功能板块。
1）论文模块，聚合了中、英文经管类期刊文献、工作论文 600 余万篇；
2）学者信息聚合与学术社交：学说圈，通过机器学习提取论文中的学者信息和学者关系，形成
学者信息聚合页面和学术关系图谱，由此为开展学术社交打下基础；
3）学术直播与在线会议：搭建完善的线上学术会议平台和工具，基于学术数据库的在线会议可
以展示更为丰富的与会者信息，与更多的学术场景相融合，面向更精准的用户形成更有效的互动；
4）视频模块：聚集了国内外主流的学术会议、论坛等相关视频，让国内学者、学生更容易地找
到集合的专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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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议信息：汇聚全球学术会议、各类研讨会的信息及报名通道，为大家提供聚合的内容信息；
6）招聘模块：各大院校、研究机构、企业等的招聘信息的汇总发布，以及线上招聘会等活动的
组织。

闽都中小银行教育发展基金会
闽都中小银行教育发展基金会（“Mindu Educational Fund”缩写“MINDUEF”）于
2009 年 1 月获福建省民政厅批准设立，原始基金为 1800 万元人民币，是一家非公募性质
的基金会。基金会宗旨：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弘扬“嘉庚精神”，秉持“大教育、大科研、大公益”的理念，积
极资助教育、科研、扶贫、环保、医疗、文化、体育等公益项目，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
发展。
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基金会历年累计对外公益捐赠逾 8546 万元。秉承“大教育、
大科研、大公益”的理念，闽都基金会成功参与打造了包括“汇爱行动”公益平台、“厦
一站•汇团圆”关爱留守儿童全国性公益活动、中国金融研究杰出贡献奖等多个知名公益
品牌或活动，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未来，闽都基金会将进一步弘扬嘉庚
精神，持续壮大教育、科研、扶贫、赈灾等社会公益事业。

主要项目
· “汇爱行动”公益平台
“汇爱行动”公益平台由闽都中小银行教育发展基金会联合厦门国际银行、凤凰公
益共同打造，平台旨在搭建教育扶贫和精准扶贫的桥梁，为践行基金会社会责任作出积
极贡献，平台下设“厦一站·汇团圆”关爱留守儿童公益项目、“厦一站·梦想课堂”
支教行动、“汇爱育人”教育扶贫公益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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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春藤”爱心教育资助计划
“常春藤”爱心教育资助计划主要围绕中小学及各高校等各层级教育实施公益捐助，
旨在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协助高校教师学者开展学术研究。主要包含资助高等院校
教育与资助中小学教育发展公益项目，成立至今，先后资助了包含厦门大学、集美大学、
福州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在内的几十所学校。

· 中国金融研究杰出贡献奖
中国金融研究杰出贡献奖由闽都中小银行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奖金金额达人民币
100 万元，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两届。此项目旨在鼓励在金融领域学术研究、学科建设
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并鼓励金融学界的创新发展，助力营造金融理论研究
的良好环境。

·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系列项目
2019 年 12 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并从武汉市蔓延到全国。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闽都中小银行教育发展基金会先后资助捐赠武汉市、福建省相关医院
及美国华人医院、华人社区等医疗物资，累计捐赠 737.5 万元，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助
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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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20 号基金大厦 901、902
邮编：361004
电话：0592-5070157
邮箱：mindue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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