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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周六）上午  开幕式及特邀报告 

地点：东北财经大学  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开幕式 

（8:20-8:40） 

主持人：齐鹰飞 

致辞： 

1. 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  王维国 

2.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陈海强 

3. 《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  李志军 

合影留念（8:40-9:00）  地点：图书馆楼前 

特邀报告 

（9:00-10:00） 

主持人：陈海强 

1. 嘉宾：南开大学  张晓峒 

报告题目：当代计量经济模型体系 

时间：9:00-9:30 

2. 嘉宾：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  林光平 

报告题目：大数据时代，计量经济学何去何从？ 

时间：9:30-10:00 

茶歇（10:00-10:20）  地点：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外 

特邀报告 

（10:20-11:50） 

主持人：陈磊 

3. 嘉宾：《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  李志军 

报告题目：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 

时间：10:20-10:50 

4. 嘉宾：安徽财经大学  宋马林 

报告题目：生态补偿视域下的中国大气污染治理实践 

时间：10:50-11:20 

5. 嘉宾：厦门大学  陈海强 

报告题目：股东网络是否增大股票崩盘风险 

——基于 A 股的经验证据 

时间：11:20-11:50 

午休（1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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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组报告  第 1 组 

12月 8日（周六）

下午 

地点：博学楼 303 

 

主持人：张同斌 

1-1. 报告人：郭刚正  华中科技大学 

题目：Testing for moderate explosiveness 

时间：13:30-14:00 

评论人：李欣珏  厦门大学 

1-2. 报告人：李欣珏  厦门大学，德国洪堡大学 

题目：Penalized adaptive forecasting with large information sets and 

structural changes 

时间：14:00-14:30 

评论人：郭刚正  华中科技大学 

1-3. 报告人：薛畅  香港中文大学 

题目：腐败如何影响了经济增长？ 

——基于省纪委书记经历的工具变量分析 

时间：14:30-15:00 

评论人：迟淑娴  上海财经大学 

1-4. 报告人：迟淑娴  上海财经大学 

题目：中国财政体制纵向失衡的测度及其非线性增长效应 

时间：15:00-15:30 

评论人：薛畅  香港中文大学 

茶歇（15:30-15:45）  地点：博学楼 311 

1-5. 报告人：刘泽琴  厦门大学 

题目：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综合效应评估 

时间：15:45-16:15 

评论人：孟勇刚  东北财经大学 

1-6. 报告人：孟勇刚  东北财经大学 

题目：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常态——时点识别与波动特征分析 

时间：16:15-16:45 

评论人：刘泽琴  厦门大学 

1-7. 报告人：韩颖杰  厦门大学 

题目：评估房产税的经济影响：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校准方法 

时间：16:45-17:15 

评论人：范佳毅  厦门大学 

1-8. 报告人：范佳毅  厦门大学 

题目：过渡税率、实际税负与企业发展 

时间：17:15-17:45 

评论人：韩颖杰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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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组报告  第 1 组 

12 月 9 日（周日）

上午 

地点：博学楼 303 

 

主持人：周洪涛 

1-9. 报告人：李苑菲  东北财经大学 

题目：购买性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 

时间：8:15-8:45 

评论人：赵丽娟  厦门大学 

1-10. 报告人：赵丽娟  厦门大学 

题目：利率传导、房地产市场与货币政策立场转变 

时间：8:45-9:15 

评论人：李苑菲  东北财经大学 

1-11. 报告人：王蕊  东北财经大学 

题目：经济不确定性与中国经济增长 

时间：9:15-9:45 

评论人：卢全莹  中国科学院大学 

1-12. 报告人：卢全莹  中国科学院大学 

题目：世界原油供给阻滞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测算 

时间：9:45-10:15 

评论人：王蕊  东北财经大学 

茶歇（10:15-10:30）  地点：博学楼 311 

1-13. 报告人：张帅  天津大学 

题目：竞自持能够降地价吗？——来自理论模型和微观数据的证明 

时间：10:30-11:00 

评论人：侯帅圻  东北财经大学 

1-14. 报告人：侯帅圻  东北财经大学 

题目：我国政府消费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效应分析 

——基于省级城乡面板数据的实证识别 

时间：11:00-11:30 

评论人：刘宽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15. 报告人：刘宽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题目：基于网络搜索大数据对中国真实失业率的估计及奥肯定律

的再验证 

时间：11:30-12:00 

评论人：张帅  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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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组报告  第 2 组 

12 月 8 日（周六）

下午 

地点：博学楼 305 

 

主持人：佟孟华 

2-1. 报告人：田丁石  厦门大学 

题目：Assessing tail risk using expectile regressions with partially 

varying coefficients 

时间：13:30-14:05 

评论人：李明阳  厦门大学 

2-2. 报告人：李明阳  厦门大学 

题目：Fundamental pricing in Shanghai stock prices: correcting 

downward biases in the first impression 

时间：14:05-14:40 

评论人：田丁石  厦门大学 

2-3. 报告人：和文佳  中央财经大学 

题目：系统性风险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兼论监管套利与脱实向

虚问题 

时间：14:40-15:15 

评论人：邓燕飞  华东师范大学 

2-4. 报告人：邓燕飞  华东师范大学 

题目：多垄断垂直生产链、粘性信息与货币政策 

时间：15:15-15:50 

评论人：和文佳  中央财经大学 

茶歇（15:50-16:05）  地点：博学楼 311 

2-5. 报告人：蒋晓宇  厦门大学 

题目：货币政策环境、宏观审慎监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 

时间：16:05-16:35 

评论人：关禹  东北财经大学 

2-6. 报告人：关禹  东北财经大学 

题目：货币政策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时间：16:35-17:05 

评论人： 宋美霖  吉林大学 

2-7. 报告人：宋美霖  吉林大学 

题目：“刚性兑付”下银行影子的监管困境研究 

——基于杠杆率监管视角 

时间：17:05-17:35 

评论人：蒋晓宇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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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组报告  第 2 组 

12 月 9 日（周日）

上午 

地点：博学楼 305 

 

主持人：王远林 

2-8. 报告人：邢秉昆  东北财经大学 

题目：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真的不重要吗？ 

——基于关联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时间：8:15-8:50 

评论人：杨继彬  中山大学 

2-9. 报告人：杨继彬  中山大学 

题目：风险投资具有咨询功能吗？ 

——来自异地风投在异地并购中功能研究的证据 

时间：8:50-9:25 

评论人：周悦  吉林大学 

2-10. 报告人：周悦  吉林大学 

题目：惯性效应、择时策略与投资价值 

——基于农业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 

时间：9:25-10:00 

评论人：邢秉昆  东北财经大学 

茶歇（10:00-10:15）  地点：博学楼 311 

2-11. 报告人：吴曼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题目：理性的投资者：P2P 网贷投资者分散化风险管理的理

论与实证研究 

时间：10:15-10:50 

评论人：阮睿  中国人民大学 

2-12. 报告人：阮睿  中国人民大学 

题目：资本市场开放如何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时间：10:50-11:25 

评论人：张志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13. 报告人：张志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题目：个体投资者关注、分析师覆盖与特质波动率之谜 

时间：11:25-12:00 

评论人：吴曼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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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组报告  第 3 组 

12 月 8 日（周六）

下午 

地点：博学楼 307 

 

主持人：王学新 

3-1. 报告人：郭俊杰  厦门大学 

题目：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债务融资 

时间：13:30-14:00 

评论人：周彩  东北财经大学 

3-2. 报告人：周彩  东北财经大学 

题目：土地财政、企业杠杆率与债务风险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 

时间：14:00-14:30 

评论人：杨翱  厦门大学 

3-3. 报告人：杨翱  厦门大学 

题目：商业银行杠杆水平、金融稳定与宏观审慎政策 

时间：14:30-15:00 

评论人：吴钊颖  复旦大学 

3-4. 报告人：吴钊颖  复旦大学 

题目：媒体报道情绪、分析师有限理性与股价波动 

——基于机器学习文本情感分析方法的行为金融视角 

时间：15:00-15:30 

评论人：郭俊杰  厦门大学 

茶歇（15:30-15:45）  地点：博学楼 311 

3-5. 报告人：马玥  东北财经大学 

题目：现金持有对风险承担价值增值过程的调节作用研究 

时间：15:45-16:15 

评论人：姜盼  厦门大学 

3-6. 报告人：姜盼  厦门大学 

题目：市场操纵、流动性与股票预期收益率 

——基于 A 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时间：16:15-16:45 

评论人：龙晓旋  暨南大学 

3-7. 报告人：龙晓旋  暨南大学 

题目：股票流动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的经验证据 

时间：16:45-17:15 

评论人：赵越  中国人民大学 

3-8. 报告人：赵越  中国人民大学 

题目：分析师文本语调会影响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么？ 

——基于文本分析和中介效应的检验 

时间：17:15-17:45 

评论人：马玥  东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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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组报告  第 3 组 

12 月 9 日（周日）

上午 

地点：博学楼 307 

 

主持人：宋雯彦 

3-9. 报告人：杨天池  西南财经大学 

题目：二孩生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基于“两孩”政策的半连续 DID 设计 

时间：8:15-8:50 

评论人：谢婼青  上海社会科学院 

3-10. 报告人：谢婼青  上海社会科学院 

题目：基于专家约束的中国工业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综合评价 

时间：8:50-9:25 

评论人：千茜倩  复旦大学 

3-11. 报告人：千茜倩  复旦大学 

题目：投资人付费模式对发行人付费模式评级质量的影响 

时间：9:25-10:00 

评论人：杨天池  西南财经大学 

茶歇（10:00-10:15）  地点：博学楼 311 

3-12. 报告人：燕鑫  四川大学 

题目：国有企业隐性担保、预期破产成本与破产风险 

时间：10:15-10:50 

评论人：程欣  厦门大学 

3-13. 报告人：程欣  厦门大学 

题目：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影响力增强了吗？ 

基于“五通”的视角 

时间：10:50-11:25 

评论人：张美莎  西安交通大学 

3-14. 报告人：张美莎  西安交通大学 

题目：关系型借贷、营商环境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时间：11:25-12:00 

评论人：燕鑫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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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组报告  第 4 组 

12 月 8 日（周六）

下午 

地点：博学楼 308 

 

主持人：周闯 

4-1. 报告人：杜重华  东北财经大学 

题目：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tality rates and income in 

China:a nonlinear panel data approach 

时间：13:30-14:00 

评论人：王贞  复旦大学 

4-2. 报告人：王贞  复旦大学 

题目：退休后提升医保待遇合理吗？ 

基于收益成本分析框架的研究 

时间：14:00-14:30 

评论人：丛佳荻  东北财经大学 

4-3. 报告人：丛佳荻  东北财经大学 

题目：Retirement expectations under pension reforms: How do 

people respond to increases in legislated retirement ages 

时间：14:30-15:00 

评论人：钟京东  北京大学 

4-4. 报告人：钟京东  北京大学 

题目：健康知识获取、地区实际工资率与流动人口劳动时间 

——基于健康资本模型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 

时间：15:00-15:30 

评论人：杜重华  东北财经大学 

茶歇（15:30-15:45）  地点：博学楼 311 

4-5. 报告人：薛景  东北财经大学 

题目：Profile likelihood estimation for randomly varying coefficient 

model with endogeneity 

时间：15:45-16:15 

评论人：易巍  厦门大学 

4-6. 报告人：易巍  厦门大学 

题目：中国版 Bayh-Dole Act 促进高校创新吗？ 

时间：16:15-16:45 

评论人：林志帆  厦门大学 

4-7. 报告人：林志帆  厦门大学 

题目：分析师关注下的企业创新：真抓实干还是装点门面？ 

时间：16:45-17:15 

评论人：尹俊雅  上海财经大学 

4-8. 报告人：尹俊雅  上海财经大学 

题目：高新区政策的技术追赶效应：基于内外资企业 TFP 差距

的分析 

时间：17:15-17:45 

评论人：薛景  东北财经大学 

 



- 9 - 
 

论文分组报告  第 4 组 

12 月 9 日（周日）

上午 

地点：博学楼 308 

 

主持人：张同斌 

4-9. 报告人：张伟广  东北财经大学 

题目：“捡起芝麻丢了西瓜”：僵尸企业对就业增长的排挤效应 

时间：8:15-8:45 

评论人：张钟文  清华大学 

4-10. 报告人：张钟文  清华大学 

题目：行业间的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时间：8:45-9:15 

评论人：王全景  西安交通大学 

4-11. 报告人：王全景  西安交通大学 

题目：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双重委托代理成

本、融资约束、预算软约束的机制探索 

时间：9:15-9:45 

评论人：谭莹  北京师范大学 

4-12. 报告人：谭莹  北京师范大学 

题目：人力资本配置、异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时间：9:45-10:15 

评论人：张伟广  东北财经大学 

茶歇（10:15-10:30）  地点：博学楼 311 

4-13. 报告人：吴传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题目：长得好看真的有利于工作吗？——兼论青年劳动力相貌对

就业表现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时间：10:30-11:00 

评论人：孟佶贤  吉林大学 

4-14. 报告人：孟佶贤  吉林大学 

题目：高等教育扩招对中国城市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 

时间：11:00-11:30 

评论人：罗吉  广西大学 

4-15. 报告人：罗吉  广西大学 

题目：Better late than never: the “long tail” nature of rural special 

education and its correction mechanism 

时间：11:30-12:00 

评论人：吴传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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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组报告  第 5 组 

12 月 8 日（周六）

下午 

地点：博学楼 310 

 

主持人：陈飞 

5-1. 报告人：丁俊菘  复旦大学 

题目：中国特色的评比表彰与地方治理 

时间：13:30-14:00 

评论人：曹鸿杰  武汉大学 

5-2. 报告人：曹鸿杰  武汉大学 

题目：地方政府环境支出行为空间策略互动：传导机制与再检验 

时间：14:00-14:30 

评论人：程锐  西北大学 

5-3. 报告人：程锐  西北大学 

题目：土地供给、房价上涨与产业升级：兼论区域发展效率与公平 

时间：14:30-15:00 

评论人：卢允之  中山大学 

5-4. 报告人：卢允之  中山大学 

题目：政府扶持与区域创新产出：基于区域创新体系视角 

时间：15:00-15:30 

评论人：丁俊菘  复旦大学 

茶歇（15:30-15:45）  地点：博学楼 311 

5-5. 报告人：刘朝良  复旦大学 

题目：环境规制、劳动力配置与城市发展 

时间：15:45-16:15 

评论人：崔广亮  东北财经大学 

5-6. 报告人：崔广亮  东北财经大学 

题目：城市专业化、多样化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东北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时间：16:15-16:45 

评论人：胡玉梅  复旦大学 

5-7. 报告人：胡玉梅  复旦大学 

题目：土地杠杆与地方政府债务积累模式 

时间：16:45-17:15 

评论人：于晨阳  重庆大学 

5-8. 报告人：于晨阳  重庆大学 

题目：经济转型背景下能源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时间：17:15-17:45 

评论人：刘朝良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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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报告人：杨阳  复旦大学 

题目：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与我国企业出口 

时间：8:15-8:45 

评论人：侯佳  法兰克福大学 

5-10. 报告人：侯佳  法兰克福大学 

题目：Why are the estimates of the trade effects of the Euro: varying 

samples and inter-industry specialization 

时间：8:45-9:15 

评论人：李行云  西南财经大学 

5-11. 报告人：李行云  西南财经大学 

题目：出口网络联结下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张 

——基于路径、社群与邻伴的视角 

时间：9:15-9:45 

评论人：毛杰  复旦大学 

5-12. 报告人：毛杰  复旦大学 

题目：东道国选举周期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时间：9:45-10:15 

评论人：杨阳  复旦大学 

茶歇（10:15-10:30）  地点：博学楼 311 

5-13. 报告人：王毅  浙江大学 

题目：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时间：10:30-11:00 

评论人：刘妍心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5-14. 报告人：刘妍心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题目：价格溢出网络中的全球主要钢铁市场角色： 

基于复杂网络模体 

时间：11:00-11:30 

评论人：刘华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5-15. 报告人：刘华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题目：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看中美贸易摩擦 

时间：11:30-12:00 

评论人：王毅  浙江大学 

 

 

注：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 18:30 在科学报告厅举办迎新晚

会，欢迎各位博士生同学光临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