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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为了方便您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安排，请参阅本会议手册并特别提醒您

注意以下事项。 

一、会程安排 

10月 14日 10:00-21:00报到。地点：中央财经大学（学院南路校区）学术会堂一

层大堂。（请预计晚于 20:00 抵京的代表务必提前与会务组李丰老师 13810664288 联系

查询入住酒店信息并自行办理入住，并于 15 号上午 7：30-8:30 到中央财经大学学术

会堂二层补充报到手续） 

10月 15日上午，开幕式暨主旨报告会。地点：学术会堂二层 206报告厅。 

10月 15日下午，分组讨论、常务理事会。分组讨论会场分布在学术会堂、MBA 中

心与图配楼（统计与数学学院）各会议室。 

10月 16日上午，名家讲坛及闭幕式。地点：学术会堂二层 206报告厅。 

10月 16日午餐后，代表离会。 

二、住宿地点 

1.融金中财大酒店（总台电话：010-62289999，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 

2.康福瑞假日酒店（总台电话：010-62186218，海淀区学院南路 33 号） 

3.金辉国际大酒店（总台电话：010-62263512，海淀区学院南路 48 号） 

退房时间：13：00 前退房不收当天房费，18：00 前退房加收半天房费，18：00

后退房，加收全天房费。 

三、就餐安排 

早餐：07：00-08：00  请凭酒店早餐券用餐；  

午餐：12：00-13：30  请按照报到领取餐券到指定餐厅就餐； 

晚餐：18：00-20：00  请按照报到领取餐券地址就餐 

（注意：为了保证就餐时间和秩序，请各位参会代表根据餐券到指定酒店餐厅就

餐，用餐时请出示会务组印发的餐券，餐券请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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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意事项 

1.请参会代表提前熟悉会议手册，按照会议日程安排准时参加各项学术活动。若

会议议程时间、地点安排临时有变化，会务组将会及时提前通知。最新会议动态请关

注 http://sam.cufe.edu.cn/academic/99604.html  

2.会议期间，请与会代表佩带统一派发的代表证参加各项活动。请遵守会场纪律，

提前进入会场，认真聆听主旨报告、名家讲坛和其他代表演讲。切记请将您的手机至

于振动或静音状态。 

3.会议期间，如无特殊情况，请不要离会单独活动。外出活动请注意安全。请保

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离开房间时，请随手关门。 

4.与会代表若回单位报销需要本次会议的纸质邀请函，请您在会议期间向会务组

索取。 

5.请需要开具发票的代表务必提前与所在单位财务部门联系确认所需发票类型。

会务组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两种。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需要提供单

位抬头；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提供①单位名称②纳税人识别号③地址、电话④开

户行及账号⑤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书复印件。发票将于会后 10个工作日内以快递统一

寄出。 

6.为了不影响您按时返程，建议您提前预定返程票，以免延误行程。 

7.北京秋天昼夜温差大，请参会者注意防寒保暖。 

8.会议期间如需帮助，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联系方式： 

（1）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李丰老师，手机：138 1066 4288 

      （2）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秘书处 

王喜峰老师，手机：150 0125 6989 

陈星星老师，手机：135 8167 7406     
 

 

 

http://sam.cufe.edu.cn/academic/99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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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简表 

日 期 时 间 事  项 地  点 

10 月 14日

（周五） 

10:00-21:00 报到  学术会堂一层大堂 

18:00-20:00 自助晚餐 餐券指定位置 

10 月 15 日

（周六） 

07:00-08:00 自助早餐 下榻酒店餐厅 

07:30-08:30 报到  学术会堂二层 

08:30-09:00 大会开幕式 学术会堂二层 206 报告厅 

09:00-09:30 合影留念 学术会堂楼前 

09:30-12:00 大会主旨报告 学术会堂二层 206报告厅 

12:00-13:30 自助午餐 餐券指定餐厅 

14:00-18:00 

同步论坛 

专题论坛 1 学术会堂 702会议室 

专题论坛 2 图配楼 414会议室 

专题论坛 3 学术会堂 603会议室 

专题论坛 4 MBA中心阶梯教室 A28 

专题论坛 5 学术会堂 606会议室 

专题论坛 6 图配楼 415会议室 

专题论坛 7 图配楼 314会议室 

专题论坛 8 学术会堂 604会议室 

专题论坛 9 MBA中心教室 A02 

专题论坛 10 学术会堂 602会议室 

专题论坛 11 图配楼 506会议室 

15：50-16：10 茶歇  

17:10-17:55 常务理事会 学术会堂 706 会议室 

18:00-20:00 自助晚餐 餐券指定餐厅 

10 月 16日

（周日） 

07:00-08:00 自助早餐 下榻酒店餐厅 

08:30-09:30 

名家讲坛 

名家讲坛 1 学术会堂 604会议室 

名家讲坛 2 学术会堂 603会议室 

名家讲坛 3 学术会堂 702会议室 

名家讲坛 4 学术会堂 606会议室 

名家讲坛 5 图配楼 514会议室 

名家讲坛 6 学术会堂 602会议室 

09:30-10:00 茶 歇（学术会堂二层 206报告厅前） 

10:00-11:00 大会闭幕式 学术会堂二层 206 报告厅 

11:30-13:00 自助午餐 餐券指定餐厅 

13:00- 代表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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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10月 14 日（星期五） 

10：00-21：00 
会议代表报到 

（地点：中央财经大学（学院南路校区）学术会堂一层大堂报到处） 

18：00-20：00 自助晚餐                                    地点：餐券指定餐厅 

10月 15 日（星期六）   

07：00-08：00 早餐                                           地点：下榻酒店餐厅 

07：30-08：30 报到                                           地点：学术会堂二层 

08：30-09：00 开幕式                               地点：学术会堂二层 206报告厅 

主持人：李富强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 介绍主席台上的嘉宾； 

2.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教授致欢迎辞 

3.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长李平研究员致开幕词 

09：00-09：30 
集体合影                                  地点：学术会堂楼前 

（注：请与会代表参加集体合影后马上回到会议室参加“主旨报告”） 

 

09：30-12：00 主旨报告（发言 40分钟，提问 5分钟）  地点：学术会堂二层 206报告厅 

主持人：王立勇 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梁华教授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演讲题目：A Hybrid of Single Index Models and Additive Models 

2.张正军教授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演讲题目：Autoregressive Tail-index Model for Financial Time Series 

3.钟文瑄教授 （美国佐治亚大学） 

演讲题目：Leverage sampling to overcome the computational challenges for big spatial data 

12:00—13:00 自助午餐                                  地点：餐券指定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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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8:00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 1：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一）                          地点：学术会堂 702会议室 

召集人：石磊（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教指委委员，云南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院长） 

作者 论文题目 

王霞、洪永淼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Based Testing for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A 

Nonparametric Regression Approach 

蔡宗武、方颖、徐秋华 
Inferences for varying-coefficient panel data models with 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 

蔡宗武、方颖、田丁石 Semi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a partially varying coefficient expectile model 

于刚、高巍、王维国、王

少平 

Estimating Dynamic Binary Panel Data Model with Random Effects: A Computational 

Note 

穆贝雳、张征宇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Heteroscedastic Binary Choice Models with 

Endogenous Dummy Regressors 

王俏、王文举 
Is Chinese Labor Market Effici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onparametric 

Analysis 

魏宏杰、孙燕 Model Selection in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s with Varying Coefficients 

崔国伟、李昆鹏、王少平 
On Testing for Structural Break of Coefficients in factor-augmented regression 

models 

吴鑑洪 
Robust Determination for  Number of Common Factors in the Approximate Factor 

Models 

郑挺国、党钰 季节调整对我国经济周期测度的影响—基于含有季节成分牵拉模型的实证 

汪玲玲、白仲林 估计 MS-DSGE 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的 EM 算法及其应用 

杨海文等 空间权重矩阵研究综述 

叶宗裕 ADF 单位根检验法的替代方法 

陈军才、林海明 对应分析法的改进与应用 

贾玲敏、王建国 存量新增企业分块预测模型的构建及应用 

张无畏、李绍荣 基于三角形中线的三次产业结构变迁路径研究 

尹向飞 中国科技创新支撑了经济增长吗？——基于动态的视角 

冯攀、钱军辉 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函数型主成分分析和预测 

韩猛、缪言、白仲林 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外生结构冲击识别—基于结构动态因子模型的分析 

路兰、高齐圣 复杂网络视角下商业银行空间布局分析——以青岛市中国建设银行为例 

杜阳、柳颖、白仲林 政府采购招标结构模型的非参数识别与估计 

张元庆、陶志鹏 广义嵌套空间模型变量选择研究——基于广义空间信息准则 

黄志福 长时记忆高频金融时间序列的条件统计特征 

陈生明、张亚斌、叶阿忠 基于半参数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区域节能减排效应研究 

杨政、郭炳坤、曾勇 基于广义交叉验证准则的面板数据模型平均估计 

李俊功 门限向量乘积误差模型的估计与应用 

谢佳春等 云南沿边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效应分析—基于 2006-2008年 2053户农村家庭数据 

刘明、黄恒君 

 

 

 

 

 

 

异方差 G-Q 检验的应用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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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2：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二）                           地点：图配楼 414会议室 

召集人：马薇（天津财经大学理工学院教授） 

作者 论文题目 

胡小文、许冰、汪国琴 利率风险的宏观经济影响研究 

叶震南、刘杨树、屈文洲 聚类三阶段滤波：一种改进的样本外预测方法 

马双、茅灵杰 是歧视还是遗漏变量的偏误——基于微观数据的群体间工资差异分析 

汪晓恒、叶阿忠 空间视角下国际直接投资与社会福利——基于半参面板空间滞后模型 

张海燕 基于向量 SV 模型我国股市收益波动关联分析 

王新兴 三期 OLG 人口模型与 Bayesian VAR 实证检验 

李毅 Intrinsic Mode Functions Analysis for Compositional Data Vectors 

尹向飞 中国技术进步的源泉与演化：基于要素分解视角 

钟梅 基于 B 型关联度及 GIOWA 算子的组合预测模型——以我国就业人数为例 

李宏飞 logistic 模型组合算法——基于缺失自变量的分类方法 

夏南新 非线性因果性检验研究 

陈永伟、张策、王夏华 有序 probit 模型中的非线性结构变化检验 

周旋、陶长琪 空间面板模型选择的检验和选择 

刘洋、陈守东、毛志方 房价泡沫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贝叶斯非参数 IMS-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 

陈海燕 非平稳面板数据截面相关和结构变化检验及其交互效应分析 

刘照德、林海明 因子分析五个争论的解析 

专题论坛 3：经济增长、宏观经济                               地点：学术会堂 603会议室 

召集人：娄峰（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研究员、室主任） 

作者 论文题目 

刘金全、刘达禹、郑荻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趋势性特征研究 

邹薇、程波 教育贫困为何不降反升？——基于教育投资、工作经验回报的实证分析 

陈磊、孟勇刚 经济周期、物价周期与宏观冲击的非对称性 

杨继生、马潇萌 新农合的支出效应与收入效应 

郑挺国、黄佳祥 公众预期、货币政策立场与中国宏观经济动态 

杨云、陈乐一、李玉双 物价冲击、利率调整规则与宏观经济稳定 

陈婷、叶阿忠 
空间视角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半参数空间面板 VAR模型 

喻开志、陈翔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境与沿海省份进出口贸易比较研究 

吕光明、李莹 我国工资超劳动生产率增长背后的故事：基于省份面板模型的经验分析 

谭小芬、马永娇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基于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金春雨、王伟强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选择的合理性研究 

——来自时变协整模型的经验数据 

焦翠红、董直庆、王林辉 技术进步偏向性会存在跨国传递吗？ 

喻崇武 “大跃进”危机的触发：“浮夸风”与急功近利 

任羽菲 
当前中国是否存在流动性陷阱风险 

——基于货币增速剪刀差与资产价格非线性关联的视角 

郝淑双 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 PPI 的传导特征 

刘丰、王维国 生育政策、人口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与 OECD 国家间的比较分析 

朱松平、叶阿忠 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与区域性通货膨胀——基于 SGVAR 模型的研究 

文乐、覃一冬、彭代彦 中国的房价上涨与人口半城镇化——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实证研究 

张梁梁、杨俊 社会资本、闲暇效应与经济增长 

陈磊、咸金坤、隋占林 
我国新型金融状况指数的构建与物价预测 

——基于动态模型选择方法的 TVP-FAVAR 模型 

杨茜淋、张士运 京津冀产业转移政策模拟分析——基于多区域 CGE 模型 

林秀梅、张廷廷 中国经济增长供给侧动力结构分析——基于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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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4：金融、保险                                        地点：MBA中心阶梯教室 A28 

召集人：何诚颖（国信证券监事会主席、发展研究总部总经理、教授） 

作者 论文题目 

牛霖琳、洪智武、陈国进 
地方政府性债务隐忧在国债中的定价与风险传导 

——基于国债收益率与城投债利差的分析 

叶阿忠、周贵杰、陈宝恋 人民币汇率的区域性价格传递效应 

欧阳志刚、薛龙 新常态下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对特征企业的定向调节效应 

刘金全、徐宁、丁娅楠 理解我国名义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时变特征 

王红林、周颖刚等 
Property Investment and Rental Rate under Housing Price Uncertainty: A Real 

Options Approach 

He Chengying 等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Horizontal Spread Strategy of Options 

姚东旻、张日升、李嘉晟 指数效应存在吗？——来自“沪深 300”断点回归的证据 

方意、郑子文 中国银行业风险形成机理及压力测试研究：基于行业信贷视角 

王艺明、刘一鸣 慈善捐赠、政治关联与融资约束——基于我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牛霖琳、林木材、洪智武 人民币汇改事件对美国利率期限结构的外溢作用 

常亮、谭娜、连玉君 基于参数自体抽样检验的非平衡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卢宗辉等 
中国股市跨界风险的传递路径与防范方案研究 

——基于“主体控制、三位一体”的风险防范体系设计 

帅昭文、沈根祥 动态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因子变换及其应用 

李双杰、宋佳、白玉莹 中国 P2P 网贷市场有效性研究 

魏琪 银行特许权对贷款价格的影响研究——兼论我国商业银行的议价能力 

朱炯 信贷、贫困与不平等：来自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证据 

蒋彧、袁成 Income and insurance consumption in China-A regional study 

张萌旭、李怡睿、高琪 
Gold and government bonds as safe-haven assets against stock market turbulence 

in China 

范黎波、杨金海、魏韩微 全球市场一体化：在全球情景下对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的检验 

宋晓薇、徐晔 金融集聚、空间外溢与全要素生产率 

程磊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Sudden 

Deaths of Politically Connected Independent Directors 

陈娟、张亚斌 我国众筹市场上投资者行为研究--来自众筹平台“众筹网”的经验证据 

刘金全、张都、艾昕 新常态下 CPI 与 PPI“背离”的货币成因分析 

林明裕 沪港通后两地股市投资组合 VaR 的度量研究——基于 GARCH-M-Copula 模型 

明雷、杨胜刚、宋丹丹 
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performance sensitive debt with contingent 

convertibility 

毛志方、陈守东 我国股指期货与股票现货基差动态门限的研究—基于非参数 TAR 模型的分析 

文丹艳、马超群、邓嘉宜 基于高频信息的市场异象研究——来自中国 A 股市场的实证证据 

关禹、王雪标 扩展的 Vasicek 模型与短期利率预期 

郭琰琰、赵艳云 Dynamic Factor VaR Measurement for Large Portfolios in an Emerging Market 

聂思玥 价格发现的变化及其解释——来自 AH 交叉上市股票的证据 

李小林、司登奎、张仓耀 “泰勒规则”、股票价格与人民币汇率动态决定 

肖威 中国社会保险是否增进了人们的幸福感 

宋晓薇、徐晔 金融集聚、空间外溢与全要素生产率 

程磊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Sudden 

Deaths of Politically Connected Independent Directors 

陈娟、张亚斌 我国众筹市场上投资者行为研究--来自众筹平台“众筹网”的经验证据 

刘金全、张都、艾昕 新常态下 CPI 与 PPI“背离”的货币成因分析 

林明裕 沪港通后两地股市投资组合 VaR 的度量研究——基于 GARCH-M-Copula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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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5：资本市场                                          地点：学术会堂 606会议室 

召集人：郑尊信（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 论文题目 

张泽、苏刚、王志强 开仓策略、交易绩效与投资者特征 

李庆、陈敏 单指标半参数期权定价模型 

刘金全、李博瑞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资产价格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刘金全、陈德凯、解瑶姝 我国货币供给对股票市场影响机制的时变特征检验 

艾永芳、佟孟华 公司战略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吗？ 

林思涵、陈守东、刘家亦 我国股票市场投机泡沫的实证研究 

尚玉皇、郑挺国 短期利率波动测度与预测 

郭俊峰 企业家的“影响力”与企业的异地并购 

雷雷等 “沪港通”对股市表现有促进作用吗？ 

尹康 EKOP 模型框架下知情交易概率估计的改进 

郭文伟、陈妍玲、陈顺强 房地产产业链泡沫相依结构演化及其危机传染效应 

陈磊 股灾期间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量价关系 

田萍、冯艳慧 沪、港股市区制转移特征对比分析 

何妍 基于 Garch 族模型的沪深 300指数波动性研究 

薛英杰等 基于多技术指标的股票决策研究 

李东杨 中国资本市场监管问题研究 

孙洁、金鑫 基于已实现协方差的股指期货套期保值实证研究 

朱莎 我国股市收益率结构突变及市场间的相关性研究 

张敏、廖慧 美国金融市场对中的溢出效应大吗？ 

周杨雯倩 中国证券分析师投资建议的有效性及其影响研究 

专题论坛 6：财政、税收                                         地点：图配楼 415会议室 

召集人：李占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 

作者 论文题目 

张虎、赵炜涛、宫舒文 财政支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基于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的实证分析 

彭旭辉、彭代彦 财政激励与土地征收：谋利冲动还是无奈之举 

庞晓波、李丹 中国政府债务风险与财政政策空间——兼论财政缓冲重建调整导向 

李昕怡、项后军 出口退税、行业集中度与出口行业“盯市”行为研究 

李宏飞 基于 DCC-GARCH 的网络搜索量与股票收益率的动态联动研究 

吕光明、李莹 我国城镇机会不平等因何而生？来自 CHIP2008 的经验证据 

田时中、李光龙 
财政分权视角下中国环境污染综合评价：1998-2014 

——基于省际工业污染面板数据的实证 

杨阳 
Does Negative Media Shock Matter for Political Turnover In China? Evidence From 

Coal Mine Accidents 

甘东海 财政鼓励，公共支出和产量之间关系基于浙江省 

王妍、杨东 金融摩擦、私人投资与财政支出乘数 

薛非凡 公共财政支出效率评价——以河南省为例 

王晓娟 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 

李慧菁 金融市场风险度量：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廖信林、汪玉兵 我国地方财政脆弱性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彭冲、汤二子、黄溶冰 政府审计协同发展与财政支出效率：理论与实证 

曹园、杨再贵 农居保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与替代率 

蓝嘉俊、吴超林、魏下海 生育率、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曦璟、高艳云 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论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与转移支付减贫效应 

卢方元、李彦龙 政府介入、企业规模与高技术产业 R&D 效率 

刘云忠 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联动和互动效应的测度研究 

尹彦辉、胡文锦、白仲林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离散博弈分析 

蒋锋、吴文君 
Hybri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nd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Performance 

in CNY Exchange Rate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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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7：投资、贸易                                        地点：图配楼 314会议室 

召集人：魏龙（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 论文题目 

王磊、魏龙 全球价值链重构、分工利益流转与中国产业升级路径 

李晓、项后军、何康 自贸区的影响与资本流动——以上海为例的“自然实验”估计 

林小伟、叶阿忠、刘卓怡 对外贸易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区域扩散效应——基于 G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杨连星、张杰 反倾销如何影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元边际 

殷克东、李雪梅、刘哲 考虑止盈止损的机会约束下均值-CVaR 投资组合模型研究 

宫健、高铁梅、曲哲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与国内外经济因素影响机制研究 

李根强、潘文卿 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存在“微笑曲线”吗？——基于投入产出的双重视角 

刘嘉玲、刘雅琴、余谦 企业 R&D 合作投资策略的临界条件分析 

郭根龙、鲁慧鑫 
生产性服务业 FDI 是否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门槛面板回归模型的检验 

王玲玲、王土兰、彭定贇 再分配怎样调节收入差距 

金钊、谢杰 投资动机、政治风险和对外直接投资 

李晓伟、高潇博、朱帆 市场需求、服务贸易逆差及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本土市场效应的微观考察 

刘松林、王菲、李庆利 基于贸易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的中国进口贸易与产业发展关系研究 

陆蒙华 谁能促进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口替代、投资还是出口导向 

詹君恒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创意产品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和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韩中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贸易失衡的再测算——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 

孙彦林、陈守东 基于股市和汇市成交量信息视角的股价波动预测 

刘芃岍 我国开放式基金业绩评价体系研究 

段志民 国际贸易、技能调整与就业结构变迁 

专题论坛 8：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地点：学术会堂 604会议室 

召集人：张焕明（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院长、教授） 

作者 论文题目 

卫瑞 Inter-regional Production Chain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范新英、张所地 城市创新效率测度及其对房价分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黄先海、诸竹君、王煌 僵尸企业的负外部性 

席旭文、齐红倩 农业转移人口行为视角下市民化倾向与福利 

周兵等 企业社会责任、产品市场竞争与财务绩效 

王林辉等 有偏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和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 

张焕明、卢二坡、陈年红 分权式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及差异影响的实证研究 

张无畏、李绍荣、彭红丽 基于三角形中线的三次产业结构变迁路径研究 

蒲勇健、王渝 旅游城市的城市营销与旅游服务业产业组织的一种最优机制设计 

叶阿忠、周贵杰、陈宝恋 人民币汇率的区域性价格传递效应 

赵西亮、李建强 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调整 

林秀梅、孙海波 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非线性特征 

吴齐、杨桂元、吴礼斌 区域绿色经济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关联分析 

王勇、赵昕东 食品价格波动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崔广亮、刘硕、高铁梅 适度城市化率、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 

杨广青、林丹丹 TPP 对中国纺织品产业贸易的影响分析 

廖迎 产业政策、行业风险和企业创新 

卢方元、常艳华 高新技术产业 R&D 投入产出互动关系研究 

储震、杨桂元 供给侧改革视阈下中国楼市泡沫的组合测度与化解路径 

赵靓、吴梅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研究 

刘成坤 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的我国高技术产业 R&D 效率研究 

吴翔、何丹、房蕊蕊 吉林省碳排放、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杨东亮 集聚经济学研究的国外进展 

陈生明、陈晓玲 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 

张虎、韩爱华、周智敏 金融资源分布、金融创新与区域金融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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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俊涛 能源价格变动对长江经济带宏观经济影响 

李俊青、刘鹏飞、刘帅光 契约执行效率、契约依赖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刘卓怡、邢晓卫、林小伟 区域物流、货物运输保险和经济增长 

叶梁 土地价格对社会创新的影响 

阎晓莹 外部冲击作用下的产业政策效果研究 

王宇新 外出务工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 

鄢卓 我国健康产业发展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关联影响 

李佳鹏 我国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韩愿强 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彭永樟、陶长琪 制度邻近下知识势能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杨立勋、李瑞杰 中国城镇游客周期测评及其影响因素动态分析 

葛通 中国经济供给侧的区域产业结构 

苏章杰、陈飞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决定性因素 

徐齐利、聂新伟、王文举 资源软约束、环境硬约束与产能过剩 

专题论坛 9：环境、资源                                            地点：MBA中心教室 

召集人：肖强（兰州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数理统计系主任） 

作者 论文题目 

李平、陈星星 两阶段 DEA 模型下我国八大经济区域能源消耗产出效率差异研究 

涂正革、黄必红、谌仁俊 环境政策、大气污染与公众健康——来自中国地级市 1989-2012 年的证据 

王会娟 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测度及驱动因素分析 

廖明球 二氧化碳排放的 IO-SDA 模型及其实证研究 

李峰、王文举 中国省际间碳减排相对成熟度研究 

王章名 中国研发投入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实证研究 

魏晓萌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北京市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陈真玲 能源效率社会物理城市跃迁 

郑红玲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李真 中国出口隐含环境成本及真实贸易利益研究 

齐红倩、王志涛 中西部地区污染产业承接与居民健康效应 

赵琼 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与 OECD 国家的数据 

朱敏龄、吴茂华 收入差距下的环境影响机制分析 

赫永达 中国能源类行业周期波动及其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研究 

朱贺 自然资源型产业效应与资源瓶颈化解途径研究-基于投入产表的分析 

李恒宇 基于 VAR 模型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响应研究 

时乐乐、赵军 基于使用者成本法的新疆油气资源价值折耗研究 

Cheng Wan 策略性分权与公共物品的供应 

陈欣 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有效性研究 

石建华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中国省际能源回弹效应测算 

田时中 煤炭消耗、污染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 

贾珊 中国区域生态效率与新型城镇化推进 

何剑、王欣爱 中国产业绿色发展的时空特征分析 

张焕明、李小胜 
“十二五”中国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改进的共同前沿模型的

分析 

王伟、徐颖 城市垃圾分类回收逆向物流三方主体进化博弈行为分析 

杜阳、白仲林 准入政策、竞争效应与商业银行市场进入博弈的实证分析 

邓光耀 
全球碳生产率的动态演进和结构分解分析—基于 41 个国家（地区）和 35 个行业的比

较研究 

张文城 全球价值链中的碳排放责任分担：基于价值俘获视角 

宋晓薇 环境规制、金融资源空间配置与区域技术创新 

陈娟、周建 相对地位、地位变化及中国省际能源消耗影响机制 

刘晓艳 “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中国人口结构解析 

王新兴 资源禀赋、要素供给与环境外部性的动态均衡问题 

汪卢俊 FDI 促进区域市场整合了吗？——以京津冀地区为例的研究 

韩海波、邱晓静 ARCH 模型的非线性结构研究 

贾非等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迁移性检验——基于 pstr模型的实证研究 

韩君 生态环境质量约束的能源资源供给量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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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10：大数据理论与方法                                 地点：学术会堂 602会议室 

召集人：王立勇（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 论文题目 

蔡跃洲、付一夫 全要素生率增长中的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 

闫晓莹 黑市交易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 

刘文革、何惠 中国区域参与价值链分工程度和演变趋势 

汪毅霖 大数据预测与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学预测：基于方法论的思考 

万相昱、唐亮 基于主体计算经济学的建模体系与平台化技术 

王志楠 招聘网站用户满意度研究 

张绿原、谢磊 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测——基于支持向量机与朴素贝叶斯分类器的对比研究 

林海明 大数据对统计学的改变 

高华川、白仲林 中国月度GDP同比增长率估算 与经济周期分析 

专题论坛 11：实验经济学及其他学科                             地点：图配楼 506会议室 

召集人：易荣华（中国计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作者 论文题目 

连洪泉、周业安、陈叶烽 不平等厌恶、互惠信念和合作行为——来自公共品实验的证据 

蓝嘉俊、方颖、魏下海 性别比失衡对婚姻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一孩政策”准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 

丛佳荻、王维国 子女特征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 

董永庆 中国儿童健康不平等及其分解 

李 莹、刘鹏飞 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有多大？——基于 CHNS 1989-2011 的实证研究 

李志云、张文婕、朱宪辰 规则内生与合作绩效的实验回顾——内生溢价还是垂直溢价？ 

喻崇武、王国成 全球公共品博弈中的匹配机制——以气候保护为例 

汪毅霖 让公民发声：投票对公共品自愿提供的影响——异质禀赋的实验室实验 

田永杰、王文举 非对称惩罚权和随机供应视角下的渠道成员行为与绩效 

尹钊、张迪 基于神经网络和一般均衡的出租车供求匹配及补贴影响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15:00-16:10 茶歇                                      

17:10-17:55 常务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联席会议        地点：学术会堂 706会议室 

18:00-20:00 自助晚餐                                     地点：餐券指定餐厅 

10月 16 日（星期日） 

07：00-08：00 早餐                                         地点：下榻酒店餐厅 

08:30—09:30 名家讲坛（同步进行） 

名家讲坛 1：多水平经济计量模型研究                            地点：学术会堂 604会议室 

主讲人：石磊（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云南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院长） 

名家讲坛 2：浅谈大数据分析在中国经济领域的应用                地点：学术会堂 603 会议室 

主讲人：沈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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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讲坛 3：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问题        地点：学术会堂 702 会议室 

主讲人：蔡跃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技经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 

名家讲坛 4：高维 VAR 模型的估计                                地点：学术会堂 606 会议室 

主讲人：王辉（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 

名家讲坛 5：Assessing Smog Extremes and Recognizing Smog Zones in China  

地点：图配楼 514会议室 

主讲人：邓露（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副教授） 

名家讲坛 6：我国产能利用率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地点：学术会堂 602 会议室 

主讲人：樊茂清（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09:30—10:00 
茶歇                            地点：学术会堂二层 206报告厅前 

注：请代表于 10:00前准时移步到学术会堂 206报告厅参加闭幕式 

10:00—11:00 闭幕式                           地点：学术会堂二层 206报告厅 

主持人： 学会副理事长 

1.宣读优秀论文奖表彰决定 

2.为优秀论文获得者颁奖 

3.宣读学会突出贡献奖表彰决定 

4.颁奖并接受学会赠送纪念品 

5.2016年年会承办单位代表发言 

6.年会交接仪式 

7.2017年年会承办单位代表发言 

8.学会领导总结讲话 

9.会议闭幕 

11：30-13：00 自助午餐                                    地点：餐券指定餐厅 

13：00- 
代表离会 

（请与会代表提前与酒店办好退房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