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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为了方便您了解线上会议期间的会程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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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上午，开幕式暨主旨报告会。会议方式：腾讯会议；腾讯会议 ID：859 

183 778。 

10 月 23 日下午，平行论坛、学会理事会。平行论坛方式：腾讯会议，会议 ID 见 

会议具体日程。 

10 月 24 日上午，主旨报告、平行论坛。主旨报告方式：腾讯会议；腾讯会议 ID：

762 220 866；平行论坛方式：腾讯会议，会议 ID 见会议具体日程。    

二、注意事项 

1.请参会代表和学界同仁参照会议日程安排准时参加各项学术活动。会议动态请关

注郑州大学商学院微信公众号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微信公众号通知。 

 

 

2. 我们期待关心上述议题的学界同仁参与会议，由于线上会议的特殊性，为保证

会议顺利进行，请与会者遵守如下会议规范： 

（1）请在会议开始前 15 分钟进入会议室等候区，将个人昵称改为“姓名-工作单

位”格式，方便主持人识别和通过。 

（2）全体与会人员自觉关闭摄像头与话筒，专题召集人根据会议议程控制好发言

顺序和发言时间。 

（3）为切实保障知识产权，请与会者自觉遵守学术规范，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不截

屏、不录像。未经报告人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报告论文的研究结果（包括但不限于

图表、理论模型推导、计量模型、实证结果、实验结果等）向外界传播，如发现侵权

和复制论文行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将违者必究，并将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杂志社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处公开。 



 3 

（4）线上讨论严格遵守国家宣传和意识形态纪律，禁止讨论意识形态和敏感性话

题。某些涉及现实问题讨论，主持人要把握好时间和尺度，杜绝漫无目的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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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简表 

  

日 期 时 间 事  项 方  式 

 08:30-09:00 大会开幕式 

腾讯会议，ID：859 183 778 

09:00-10:15 

大会主旨报告

（第一单元） 

李雪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 

洪永淼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甘  犁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10:15-11:30 

大会主旨报告

（第二单元） 

刘金全 广州大学 

苏良军 清华大学 

沈  艳 北京大学 

11:40-13:20 午  休  

13:30-18:10 

平行论坛 

每篇论文报告

30 分钟（作者

宣讲 20 分钟，

专家点评 10 分

钟） 

平行论坛 1 

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一） 
腾讯会议，ID：543 390 327 

平行论坛 2 

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二） 
腾讯会议，ID：638 257 712 

平行论坛 3经济增长 腾讯会议，ID：348 639 957 

平行论坛 4宏观经济运行 腾讯会议，ID：208 979 992 

平行论坛 5货币、银行 腾讯会议，ID：745 418 393 

平行论坛 6资本市场、保险 腾讯会议，ID：687 754 396 

平行论坛 7财政、税收 腾讯会议，ID：945 868 653 

平行论坛 8投资、贸易 腾讯会议，ID：420 712 350 

平行论坛 9 

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腾讯会议，ID：944 521 048 

平行论坛 10环境、资源 腾讯会议，ID：385 887 157 

平行论坛 11 

大数据理论与方法 
腾讯会议，ID：911 418 153 

平行论坛 12 

数字经济、实验经济学及其

他学科 

腾讯会议，ID：437 807 403 

17:00-18:00 理事会  

10 月 24 日

（周日） 

08:30-10:10 

大会主旨报告

（第三单元） 

陈诗一 安徽大学 

腾讯会议，ID：762 220 866 
张世伟 吉林大学 

王少平 华中科技大学 

周亚虹 上海财经大学 

10:10-12:10 平行论坛 1 腾讯会议，ID：312 845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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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 

每篇论文报告

30 分钟（作者

宣讲 20 分钟，

专家点评 10 分

钟） 

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一） 

平行论坛 2 

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二） 
腾讯会议，ID：870 744 381 

平行论坛 3经济增长 腾讯会议，ID：139 684 385 

平行论坛 4宏观经济运行 腾讯会议，ID：361 553 196 

平行论坛 5货币、银行 腾讯会议，ID：557 582 249 

平行论坛 6资本市场、保险 腾讯会议，ID：778 119 641 

平行论坛 7财政、税收 腾讯会议，ID：147 507 858 

平行论坛 8投资、贸易 腾讯会议，ID：908 516 341 

平行论坛 9 

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腾讯会议，ID：806 338 808 

平行论坛 10环境、资源 腾讯会议，ID：482 487 854 

平行论坛 11 

大数据理论与方法 
腾讯会议，ID：803 898 248 

平行论坛 12 

数字经济、实验经济学及其

他学科 

腾讯会议，ID：519 773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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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 

10 月 23 日（星期六）   

08:30-09:00 开幕式                          腾讯会议，ID：859 183 778 

主持人：李海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党委书记、副所长） 

1. 介绍出席年会的嘉宾； 

2. 郑州大学校领导致辞； 

3.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会长李雪松研究员致辞。 

09:00-11:30 主旨报告（每位嘉宾发言 20分钟） 腾讯会议，ID：859 183 778 

第一单元主持人：王文举（北京物资学院 党委书记） 

1.李雪松（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演讲题目：疫情冲击下的结构分化与均衡发展 

2.洪永淼（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席教授、国家杰青，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演讲题目：经济学、管理学实证研究需要注意的十大问题 

3.甘  犁（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席教授、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教授）（线上） 

演讲题目：迈向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第二单元主持人：易行健（广东金融学院 副校长） 

4.刘金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教授） 

演讲题目：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及战略转变 

5.苏良军（讲席教授与国家人才计划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演讲题目：Profile GMM Estimation of Panel Data Models with Interactive Fixed Effects 

6.沈  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演讲题目：Confidence Interval for Treatment Effects Estimation Using a Panel Data Approach 

13:30—18:10 平行论坛 

专题论坛 1：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一）                             腾讯会议号：543 390 327 

召集人：韩清 教授（上海社科院统计学与数量经济研究室主任） 

点评人：张延群（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王群勇（南开大学，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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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陈强,刘伟强,张志远 

（上海财经大学） 

Specification Tests for the Volatility Function in Diffusion Model Under 

Microstructure Noise 
线上 

邸俊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 
基于微观地理信息的集聚指数与创新集聚 线上 

冯曲,王纬 

（南洋理工大学） 
Factor Augmented Nonstationary Panels with Multiple Structural Breaks 线上 

唐盛芳 

（厦门大学） 
估计部分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 线上 

王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binary threshold crossing and binary choice 

models with distribution-free random variable 
线上 

张晨阳,王立勇 

（中央财经大学） 
基于 Elastic Net 的工具变量选择研究 线上 

沈舒,陈强 

（上海财经大学） 

考虑正负跳跃与下行风险的波动率预测 

——基于 LM 跳跃检验法的研究 
线上 

李锐,贾敏雪,许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夫妻退休、家庭生产与食品消费平滑——基于双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线上 

谢沛霖,张露,唐咏家 

（厦门大学） 

ETF 与标的证券交易特征网络联动效应 

—基于时变权重矩阵的空间自回归模型 
线上 

专题论坛 2：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二）                            腾讯会议号：638 257 712 

召集人：陶长琪 教授（江西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点评人：虞吉海（北京大学）、冯烽（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张玉春 隔代抚养、父代退休与子代生育时间选择——基于法定退休年龄的断点回归 线上 

吴吉林 

（厦门大学） 

Adaptive estimation of near-stationary autoregression with time-varying 

variances 
线上 

肖地发,吴鑑洪,王露

 （上海师范大学） 

Estimation and testing of the factor-augmented panel regression models with 

missing data 
线上 

章上峰,李秀杰  

（浙江工商大学） 
双向固定效应部分线性变系数面板模型轮廓最小二乘估计 线上 

欧阳婉桦,徐晔,陶长琪 

（江西财经大学） 
空间动态面板非线性 Logistic 模型的稳健 LM 检验及应用 线上 

廖辉,冯树辉 

（上海社会科学院） 
MESS 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与应用研究 线上 

张林  

（西南大学）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与空间收敛性 线上 

黄杰  

（暨南大学） 
中国八大城市群城市韧性的空间差异及其动态演进 线上 

王凯风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环保税应当具有更强的税率累进性吗？ 

——基于新凯恩斯主义 DSGE 模型的理论与实证 
线上 

专题论坛 3：经济增长                                             腾讯会议号：348 639 957                         

召集人：李文军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产业技术经济研究室主任） 

点评人：王贤彬（暨南大学），程远（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陈磊,朱文洁,孟勇刚 

（东北财经大学） 
GDP 与三大产业潜在增速测算与冲击影响分析 线上 

王军,张毅,马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数字经济、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机制分析和经验证据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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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军,杨其静,周玉龙 

（中国人民大学） 
土地供给结构、债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线上 

胡淑兰,王耀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包容性增长吗？——基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收入

分配和机会公平的维度 
线上 

韩兆安,赵景峰,吴海珍 

（西北大学） 

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测度、时空分异与收敛性研究  ——基于马克

思主义视角 
线上 

王亚菲,贾雪梅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行业层面劳动投入:数据库构建、测度与比较 线上 

丁焕峰,张蕊 

（华南理工大学） 
工业智能化、要素流动与区域创新空间格局 线上 

李沣航,孙向伟,胡可欣

 （郑州大学） 
高校以科技支撑城市创新效率的异质性研究 线上 

焦银亿 

（山东大学） 
城市分级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 ——来自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证据 线上 

专题论坛 4：宏观经济运行                                         腾讯会议号：208 979 992 

召集人：王海杰 教授（郑州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 

点评人：郑挺国（厦门大学）、杨友才（青岛科技大学，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郭晔,渠宇轩,陈凌凌 

（厦门大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构性货币政策与中小企业定向调节效果 线上 

刘海波,钟立霞 

（东北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要素替代弹性与收入分配 线上 

杨友才,耿璐璐 

（青岛科技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资本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非线性研究 线上 

张志朋,李小平 

（上海财经大学） 
异质交易者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线上 

陈永伟,张爱婷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基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指数的实证研究 
线上 

郑挺国,龚金金,宋涛 

（厦门大学） 
中国城市房价波动的周期性及集群分解 线上 

徐慧华 

（福建师范大学） 
中国劳动生产率时空演化、地区差异及驱动因素研究 线上 

程硕 

（安徽大学） 

媒体风险感知度的传播会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影响吗？——基

于 TVP-FAVAR 和 TVP-SV-VAR 模型的实证研究 
线上 

朱倩楠,蒋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率的影响 ──基于 GARCH-MIDAS 模

型的研究 
线上 

专题论坛 5：货币、银行                                          腾讯会议号：745 418 393 

召集人：周兵 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 

点评人：冯明（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刘达禹,陈婉莹,王国志,刘悦

 （吉林大学） 

“利率走廊”上限击穿是否改变货币政策有效性？ 

——兼论中央银行在经济反弹时期下的调控偏好 
线上 

贝乐敏 

（台湾清华大学） 

Financial Frictions and Dominant Currency Pricing in an Emerging 

Market Economy 
线上 

邓伟,姜娜,宋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借贷便利创新工具改善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吗？ 线上 

赵静,杨梦,郭晔 

（厦门大学） 
金融科技如何影响小微企业贷款？ 线上 

严佳佳,陈芳倩,许莉莉 全球价值链视域下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研究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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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大学） 

王可第 

（北京理工大学） 

民营非控股大股东与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 ——来自城市商业银行的

经验证据 
线上 

何运信,骆亮,钟立新 

（浙江财经大学） 
金融科技发展如何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 线上 

易行健,毛钦兵 

（广东金融学院） 
普惠金融是否缓解了收入风险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 线上 

王海军,杨虎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科技投入、不良贷款风险与银行业绩增进 线上 

专题论坛 6：资本市场、保险                                        腾讯会议号：687 754 396 

召集人：陈南旭 教授（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 

点评人：邹瑾（四川大学）、郑世林（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陈鹏程 

（郑州大学） 
股权激励及其契约要素与企业风险承担 线上 

张庆君 

（天津财经大学） 
宏观审慎监管风险缓释抑或风险暴露——企业风险的视角 线上 

唐亮,万相昱 

（东北师范大学） 
分析师共同关注会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么？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证据 线上 

李腊生,李芳洲 

（天津财经大学） 
机构投资者网络、卖空机制与企业创新 线上 

蓝发钦,国文婷 

（华东师范大学） 

企业并购中的匹配效应 

——并购溢价、标的公司盈利质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线上 

杨翱 

（深圳大学） 
碳排放权交易、碳配额分配方式与中国经济波动 线上 

李晓飞,臧旭恒 

（山东大学） 
“多轨制”养老金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线上 

郭松林,胡海峰,窦斌 

（北京师范大学） 

年报文本增量信息能预测公司违规风险么？ 

——基于情绪和可读性指标的经验证据 
线上 

陈守东,李岳山 

（吉林大学） 
我国资本市场行业的系统重要性：风险贡献与风险溢出 线上 

专题论坛 7：财政、税收                                          腾讯会议号：945 868 653 

召集人：李双杰 教授（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点评人：杨仁发（安徽大学，小组联络人）、张牧扬（上海财经大学）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张翼飞,郑铿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灾害冲击对政府防灾减灾能力的影响——来自 2016 年洪涝的证据 线上 

刘冰熙,陶东杰,陈政弘

 （湖北经济学院） 

征管信息化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 

——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线上 

竹志奇,王雪滔,郭晨日,王涛

 （天津财经大学） 

老龄化背景下阶段性减免养老保险缴费政策有效性研究 

——基于含有社保部门的 DSGE 模型分析 
线上 

汪卢俊,时国美,骆永民

 （南京财经大学） 
财政收入增长目标约束与碳排放增加 线上 

田志磊,何婷婷 

（江西师范大学） 

教育财政集权、成本分担与地方公共品供给 

——以中职免费政策实施为例 
线上 

方思懿,唐飞鹏 

（暨南大学） 
税收征管、盈余管理与股价波动性 线上 

徐娟,彭千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流域治理中的跨域间治污成本分担失衡研究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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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旭东 

（上海财经大学） 
高速公路能否带来农村家庭增收？ ——基于千村调查数据的研究 线上 

何宇鹏,王育宝 

（河南工业大学） 

嵌入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省域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空间差异及影响因

素研究 
线上 

专题论坛 8：投资、贸易                                          腾讯会议号：420 712 350 

召集人：孔庆民 教授（广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主任） 

点评人：张杰（中国人民大学，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杜国蓉,李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Industrial Policy and Export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线上 

江东坡,李岐 

（贵州大学）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对中国农食产品出口的影响 

——基于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线上 

宁磊,王英 

（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冲击真的存在吗？ 

——基于全球家庭债务周期的视角理解中国出口增长 
线上 

林康,高翔,杨翠红 

（中国科学院） 

“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国内投资的促进效应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子公司的视角 
线上 

叶阿忠,肖志学 

（福州大学） 

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线上 

卜文超,盛丹 

（南开⼤学） 
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新产品出口强度 线上 

李洪亚 

（宁波大学） 
OFDI 技术寻求动机如何影响中国跨国企业加成率？ 线上 

耿中元,蒋宗洋,何运信

 （浙江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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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 

李宏兵,郑庆彪 

（北京邮电大学）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效率提升：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线上 

专题论坛 9：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腾讯会议号：944 521 048 

召集人：韩君 教授（兰州财经大学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点评人：余泳泽（南京财经大学，小组联络人）、刘冲（北京大学）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沙学康,刘冲,朱开笛 

（北京大学） 
通向智能制造的转型之路： 来自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证据 线上 

刘保留,兰梓睿,孙振清

 （北京工业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机制检验与经验数据 线上 

许月 

（山东工商学院）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空间门槛效应分析 
线上 

陈南旭,梅仲钦 

（兰州大学） 

数字金融是否能够推动中间产品创新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线上 

孟雪辰,徐晓书 

（上海大学） 

High Speed Rail Connection, Firm Entry and the Impact on Global Value 

Chains: Evidence from China 
线上 

周彬,吴丽芳,周彩 

（东北财经大学） 
中国区域经济的要素配置效应及扭曲程度的对比研究 线上 

段堃,张丽雅 

（华中科技大学） 

Intervention Effectiveness in Housing Bubbles with Different Types under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线上 

董直庆,姜昊,王林辉 

（华东师范大学） 
工业智能化会重塑企业经济地理格局吗?条件依赖与城市证据 线上 

董帅奇,易攀,纪鸿超 

（河南大学） 
同城化战略能否促进产业发展？——基于微观制造业数据的研究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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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10：环境、资源                                          腾讯会议号：385 887 157 

召集人：张友国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绿色创新经济研究室主任） 

点评人：傅十和（厦门大学）、孙博文（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廖凯诚,张玉臣,杜千卉 

（同济大学） 
互联网普及对流通业能源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 线上 

李郑涛 

（浙江财经大学）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Inequality: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China 
线上 

蒙莉娜,余华义,陈琦悦

 （中国人民大学） 
污染信息公开与公众的回应：来自房地产市场的证据 线上 

王文举,孔晓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基于 2030 年碳达峰目标的中国省域碳配额分配研究——兼顾责任与

发展、竞争与协同、公平与效率的视角 
线上 

范丹,杨萧鸿,王维国 

（东北财经大学） 
空气污染对中老年人健康效应的影响：基于认知能力的评价研究 线上 

周磊 

（山东大学） 

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双重红利与短期成本——基于不同政策模式

的比较研究 
线上 

李博文,周彩 

（上海财经大学） 
中央审计与城镇污水治理：“治理效能”还是“减排效应”？ 线上 

李国柱,张婷玉 

（河北地质大学） 

环保约谈、用能权交易与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双重差分空间自回归

模型的研究 
线上 

周迪,吴品墨,钟章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碳市场是否会导致区域间碳泄漏？以中国碳市场为例 线上 

专题论坛 11：大数据理论与方法                                    腾讯会议号：911 418 153 

召集人: 韩中 教授（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点评人：谢杰（浙江工商大学，小组联络人）、石光（国务院研究中心）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陈亚,王梦园 

（合肥工业大学） 
DEA for Big Wide Data Based on Regularization Approaches 线上 

李运达,李智裕 

（西南财经大学） 
信用风险、刚兑预期与股价波动——基于投资者情绪视角的实证检验 线上 

湛泳,陈思杰,江怡 

（湘潭大学） 

城市“智慧化”会提升居民幸福感吗？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线上 

李莉莉,刘小迪 

（青岛大学） 
基于 GAM 模型的最优子抽样算法 线上 

宁光杰,付伟豪 

（山东大学） 

城市信息技术发展带来劳动力市场极化吗？ 

——来自流动人口的微观证据 
线上 

尹向飞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基于 DEA-Weakness 模型的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分解 线上 

周德才,孙毅,徐圣悦 

（南昌大学） 
中国实时金融不确定性的混频大数据测度及应用研究 线上 

藏媛,郝枫 

（天津财经大学）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 

——基于中国 286 个地级市数据的分析 
线上 

刘长庚,李琪辉,张松彪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证据 线上 

专题论坛 12：数字经济、实验经济学及其他学科                     腾讯会议号：437 807 403 

召集人: 王文举 教授（北京物资学院党委书记） 

点评人：邸俊鹏（上海社科院）、马晔风（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小组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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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唐跃桓,杨其静,覃睿 

（中国人民大学） 

大数据、政府数字化转型与经济增长 

——基于设立城市大数据局的证据 
线上 

谢丹夏,魏文石,李尧,朱晓武

 （中国政法大学） 
数据要素配置对信贷市场竞争和借款者福利的影响 线上 

何甜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数字化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基于异质性要素回报率的视角 线上 

纪园园,朱平芳 

（上海社会科学院） 
养老保险缴费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研究 线上 

刘璐,王新程,廖理 

（香港大学） 
效仿与攀比：直播打赏中的同群效应 线上 

游葭露,张锦华 

（上海财经大学） 

技术变革下的共同富裕：信息素养与农民工收入分配 

——行业间收入差距新视角 
线上 

邸俊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 
人工智能冲击下的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升级”还是“极化” 线上 

谢丹夏,杨补园,李尧,熊鸿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双边市场排他性协议研究——基于非对称平台的反垄断经济学分析 线上 

冯树辉,廖辉,朱平芳 

（上海社会科学院） 
基于集聚视角的长三角科技型中小企业空间知识溢出研究 线上 

17:00-18:00 理事会会议                             

10月 24 日（星期日） 

08:30-10:10 主旨报告（每位嘉宾发言 20分钟）              腾讯会议 ID：762 220 866 

主持人：齐鹰飞（东北财经大学 副校长） 

1.陈诗一（国家杰青、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演讲题目：外部性、行政区划改革与企业污染排放 

2.张世伟（吉林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演讲题目：交叉实验设计与最低工资政策效应评价 

3.王少平（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演讲题目：A New Test for Differentiating Explosive Processes and Unit Root Processes with a Partial 

Quadratic Trend 

4.周亚虹（教育部“长江学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演讲题目：A Closed Form Estimator of Quantile Treatment Effect in Th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10:10—12:10 平行论坛 

专题论坛 1：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一）                            腾讯会议号：312 845 947 

召集人：韩清 教授（上海社科院统计学与数量经济研究室主任） 

点评人：王群勇（南开大学，小组联络人）、张凌翔（北京理工大学） 



 8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罗翔，秦井井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空间人类发展指数——基于贝叶斯估计的测度与解释 线上 

王巧瑜,张明 

（中国矿业大学） 
国家高新区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空间 DID 方法 线上 

张伯超,韩清 

（上海社会科学院）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能否降低城市环境污染？ 

——来自“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线上 

谢越姑,朱平芳,邸俊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 
产业集聚 M 函数方法的修正及其应用 线上 

专题论坛 2：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二）                            腾讯会议号：870 744 381 

召集人：陶长琪 教授（江西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点评人：虞吉海（北京大学）、冯烽（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马会元,马薇,蔡家琛

 （天津财经大学） 

新兴市场股指波动条件相依结构稳健性分析 

——基于修正 ICSS-EGARCH Vine Copula 模型 
线上 

张琳彦,葛新权,张健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中国循环经济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投入产出视角 线上 

白强 

（山西财经大学） 
Lasso-based variable selection of Double Autoregressive models 线上 

邓光耀,陈荟荟 

（兰州财经大学）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国区域间隐含能贸易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线上 

专题论坛 3：经济增长                                             腾讯会议号：139 684 385 

召集人：李文军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产业技术经济研究室主任） 

点评人：王贤彬（暨南大学）、程远（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曹跃群,赵世宽 

（重庆大学） 
异质性研发投入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机制及效应分解 线上 

朱丰毅,桂文林,韩兆洲

 （暨南大学） 
城市间知识溢出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空间收敛的影响 线上 

潘士远,孙书君 

（浙江大学） 
CEO 变更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线上 

专题论坛 4：宏观经济运行                                         腾讯会议号：361 553 196 

召集人：王海杰 教授（郑州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 

点评人：郑挺国（厦门大学）、杨友才（青岛科技大学，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刘泽琴 

（山西财经大学） 
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 线上 

曹跃群,郭科 

（重庆大学） 
中国省域环境污染治理资本存量测算及其效率分析 线上 

樊沛然,樊明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风险冲击与货币政策：疫情及应对 线上 

何雅兴,谢迟 

（湖南师范大学） 
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算、分解与 减排效应研究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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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5：货币、银行                                            腾讯会议号：557 582 249 

召集人：周兵 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 

点评人：吕勇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冯明（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王立勇,吕政 

（中央财经大学） 
资产证券化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证据与机制 线上 

易卓睿,赵红梅 

（中国人民大学） 

同业兑付的打破对金融债发行定价的影响 

——基于包商银行事件的实证研究 
线上 

欧阳志刚,李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与化解风险的路径研究 线上 

专题论坛 6：资本市场、保险                                       腾讯会议号：778 119 641 

召集人：陈南旭 教授（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 

点评人：黄新飞（中山大学）、郑世林（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汪先珍,闻天,马成虎 

（复旦大学） 
期权价格的隐含信息——基于小波分析的提取方法与应用 线上 

邹瑾,邓国营,李书昕,徐梓 

（四川大学） 
政治不确定性与债券违约 线上 

郭晔,黄梦琪,许达 

（杜兰大学） 
融资平台整合与地方债务风险 线上 

左月华、姜锋、刘晓军 

（华中科技大学） 
违规公告会影响企业 CEO 的变更吗？——基于监管实际效应视角 线上 

专题论坛 7：财政、税收                                          腾讯会议号：147 507 858 

召集人：李双杰 教授（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点评人：梁平汉（中山大学）、杨仁发（安徽大学，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秦玉奇 

（湖南大学） 
开发区设立、经济集聚与县级财政可持续性 线上 

员彦文 

（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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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 

匡浩宇 

（上海财经大学） 

增值税转型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吗？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线上 

贺伟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省际工业用电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2007-2016 年面板数据的 SFA-Tobit 模型 
线上 

专题论坛 8：投资、贸易                                          腾讯会议号：908 516 341 

召集人：孔庆民 教授（广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主任） 

点评人：刘瑞明（中国人民大学，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左月华,陈卓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信息服务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吗？ 线上 

余典范,张家才,陈磊 

（上海财经大学） 

企业数字化促进了资本跨地区流动吗？ ——来自上市公司异地设立

子公司的证据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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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昆,李新成,伏霖,康琦

 （清华大学）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倒逼中国企业创新 线上 

陈国进,刘元月,赵向琴

 （厦门大学） 
气候变化、投资者关注与股票市场收益 线上 

专题论坛 9：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腾讯会议号：806 338 808 

召集人：韩君 教授（兰州财经大学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点评人：余泳泽（南京财经大学，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韩君；高瀛璐 

（兰州财经大学）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关联效应测算 线上 

严碧荷 

（上海财经大学） 
City size, innovation and urban inequality in China 线上 

赵前前；范巧 

（兰州大学） 
“江”“河”国家战略联动促进中国南北方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线上 

裴延峰 

（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产业结构的空间不平衡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 线上 

专题论坛 10：环境、资源                                          腾讯会议号：482 487 854 

召集人：张友国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绿色创新经济研究室主任） 

点评人：傅十和（厦门大学）、孙博文（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李子豪,白婷婷 

（东北大学） 
低碳城市试点能否提升碳霾协同治理效率？ 线上 

刘华军,乔列成,郭立祥

 （山东财经大学） 
减污降碳协同推进与中国能源-环境-经济绩效 线上 

吴华清 束新德 何心巨 丁涛

 （合肥工业大学） 
基于 DEA 的政策效应评估方法：以低碳试点城市政策为例 线上 

罗文杰,向训勇 

（暨南大学） 
Has the air pollution really gone 线上 

专题论坛 11：大数据理论与方法                                   腾讯会议号：803 898 248 

召集人: 韩中 教授（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点评人：谢杰（浙江工商大学，小组联络人）、娄峰（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刘华军,郭立祥 

（山东财经大学） 
中美大气污染的空间交互影响及其网络结构 线上 

王建国,程杨番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中国城市集聚成本弹性研究 ——基于土地交易数据的经验证据 线上 

万平,娄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交网络模型在银行零售信贷风控中的应用研究 线上 

谢杰,郭佳,陈贤斌 

（浙江工商大学） 
制造业自动化与价值链跃迁：理论机制、经验研究与反事实模拟 线上 

专题论坛 12：数字经济、实验经济学及其他学科                      腾讯会议号：519 773 762 

召集人: 王文举 教授（北京物资学院党委书记） 

点评人：邸俊鹏（上海社科院）、马晔风（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小组联络人）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 20 分钟，专家点评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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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方式 

曾晶,缪言,白仲林 

（天津财经大学） 
数据要素驱动能否提升居民消费倾向？ 线上 

余进韬,姜凌,龚星宇 

（四川大学） 
数字金融能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线上 

王林辉,胡晟明 

（华东师范大学） 
工业智能化会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吗——模型推演与省际证据 线上 

周世军 

（安徽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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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