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年会暨中青年论坛

会议日程
10 月 20 日（星期五）
时间

内容

12:00-21:00

报到
学会理事会

19:30-21:30

主持人:权衡（上
海社会科学院世
界经济研究所所
长、中国世界经
济学会副秘书
长）
地点： 经管学
院教工之家
A120

与会人员：顾问、常务理事、理事、团体会员代表

1.学会工作汇报
2.团体会员代表学术交流
张幼文、葛顺奇、黄梅波、张明、东艳、张广斌、马述
忠、李晓、李婧及自由参与交流者。
评论人：余永定、陈继勇等
3.讨论学会工作

10 月 21 日（星期六）
时间

内容

8:30-8:50

开幕式
1. 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汪涛副院长致辞

主持人：张彬教授

2. 武汉大学陈继勇教授致辞

地点： 景林报告厅

3.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
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致辞
合影及茶歇

8:50-9:10

9:10-12:00
主持人：张明研究员、

主旨报告：
黄海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余振教授
地点：景林报告厅

国家的资本结构（40 分钟）
专题报告：
1.姚枝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25 分钟）
2. 管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与人民币汇改（25 分钟）
3. 佟家栋（南开大学）
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经济学（25 分钟）
4. 鞠建东（清华大学）
动态结构分析：国际贸易与金融的研究框架（25
分钟）
代表提问、讨论，报告人回应（30 分钟）

12:00-13:30

午餐：武汉大学珞珈山庄

10 月 21 日下午（13：30-17:50）：中青年论坛及分论坛
13：30-15：30
主持人：

中青年论坛, Section1
1. 诸竹君等 金融业开放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 浙
江大学经济学院

肖立晟，中国社科院世 2. 朱子阳等 资本管制、汇率预期与国际资本流动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经政所
郭汝飞，武汉大学

3. 黄漓江，桑百川 进口竞争、企业进入和退出与全
要素生产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地 点 ： 第 三 会 议 室 4. 侯新烁 老龄化、少子化对增长的影响及机制 湘潭

A321

大学商学院
5. 郭汝飞等 孝道、养老与小孩性别结构 武汉大学经
济与管理学院
6. 曲文轶等 社会资本缺失与政府管制偏好：以东北
地区为例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
7. 顾国达，吴宛珊 金融市场、政府与僵尸企业 浙江
大学经济学院

13：30-15：30

分论坛 1：世界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论坛，Section1
1. 郭强，张明

全球生产率之谜研究新进展 天津财

经大学经济学院

2. 胡方 萨缪尔逊国际贸易模型的动态结构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大

主持人：

3. 刘瑶，张明 全球经常账户再平衡：特征事实与驱
动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李晓，吉林大学

4. 汪占熬等 亚太多边自贸区深化进程分析：现实依
据与理论框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李卓，武汉大学

5. 吴杨伟等 动态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理论与战略
地 点 ： 第 六 会 议 室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A421
6. 杨树斌等 Technology Catch-up to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Frontier Firm-level Evidence for India 华中师
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7. 殷红，崔铮 西方经济制裁背景下的俄罗斯经济形
势与政策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3：30-15：30

分论坛 2：全球化变局中的中国经济论坛，Section1
1. 严雅雪，齐绍洲 中国区域（PM2.5）库兹涅茨曲线
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研究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持人：
徐康宁，东南大学

2. 张宇燕，方建春 超越 GDP 和 HDI：包容性财富重
构国民账户核算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
3. 胥婷等 文化距离对来华留学教育的影响及其实证
研究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 林屾，齐绍洲 全国碳市场对覆盖行业国际竞争力
的潜在影响——以中美贸易为例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
地 点 ： 第 七 会 议 室 理学院
A511
5. 龙晓柏 美对华贸易战略衍化进程及贸易新政研究
--以贸易税赋为例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齐绍洲，武汉大学

6. 王颖明等 来华留学教育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及其
实证研究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7. 徐长生等 非房地产企业进入房地产行业对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
13：30-15：30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分论坛 3：“一带一路”建设论坛，Section1
1. 陈继勇，蒋艳萍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
易互补性研究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 孙志娜 基于二元边际视角分析中国对非洲实施零
关税政策产生的贸易影响 浙江师范大学经管学院

主持人：
邱斌，东南大学

3. 周琢，徐建炜 理解一带一路_国家的运输方式偏
好：时间至上还是费用优先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
济研究所

肖德，湖北大学

4. 范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模式”
地点：世经系会议室 研究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B430
5. 任雪梅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
效应研究 湖北大学商学院
6. 杨达等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对中亚国家的
溢出效应——基于多国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
分析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3：30-15：30

分论坛 4：国际贸易问题论坛，Section1
1. 黄新飞，颜诗凯 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贸易收
益——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山大
学国际金融学院

主持人：
张亚斌，湖南大学

2. 孙浦阳 Demand uncertainty and export skewness
adjust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3. 亢梅玲 需求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企业决策 武汉
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东艳，中国社科院世经 4. 魏浩 进口产品质量与中国工业企业创新 北京师范
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政所
5. 郝亮 中间品反倾销税的适度征收问题研究 上海
地点：会计系会议室 师范大学商学院
C273
6. 孙瑾，封于瑶 亚太区域贸易协定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 RTA 数量与质量的对比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7. 戴翔 中国制造业出口如何突破天花板约束——基
于服务化视角的分析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
13：30-15：30
主持人：

分论坛 5：国际金融问题论坛，Section1
1. 姜伟，翟乃森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
究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张礼卿，中央财经大学 2. 曾智等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理论、效果及启示 中国
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马红霞，武汉大学

3. 陈湘鹏 系统性金融风险与 SRISK 的适用性 清华
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地点：经管院教工之家 4. 付争 银行外币资产占比与资本流动关系探究 辽
A120
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5. 马红霞，李博 国际金融危机主要传染渠道的甄别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6. 王胜，周上尧 零利率下限、汇率传递与货币政策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7. 古定威
管理学院
13：30-15：30

被动股权是否促进了上游合谋 复旦大学

分论坛 6：国际投资问题论坛，Section1
1. 郭根龙，孙华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
影响--基于 2005-2015 年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 刘青等 Share Equity, Share Technology Quid Pro
Quo FDI and th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to
Chinese Firms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学院

主持人：

3. 余官胜，范朋真 东道国贸易保护会提升我国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吗？——基于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
研究 温州大学商学院

张幼文，上海社会科学 4. 陈汉林，陈静雯 中国物流业利用 FDI 的经济增长
效应研究 湖北大学商学院
院
5.谭秀杰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
罗长远，复旦大学
及实证研究——基于投资协定异质性的分析 武汉大
地点：经济系会议室 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B444
6. 李平，丁宁 中国 OFDI 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视角 山东理工大学经济
学院
7. 胡江峰 FDI 促进中国制造业绿色技术进步了吗？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8. 熊彬，陈英 对外直接投资对雾霾的影响—基于中
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
济学院
13：30-15：30
主持人：
黄先海，浙江大学
张建清，武汉大学

分论坛 7：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论坛，Section1
1. 杨连星，张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全球
价值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2. 张天顶 价值链活动、生产率与中国企业“走出去”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地点：工商管理系会议 3. 彭支伟，张伯伟 国内生产网络发展与中国国际分
室 B352
工收益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4. 张远鹏，黎峰 外资进入如何影响了中国国内价值
链分工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5. 王伟等 国际分工、转型经济体与中国式 OFDI 区
位分布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6. 张玉 新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国角色——基于生产分
工与比较优势的匹配性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经济系
7. 姚星等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空气污染物排放路径与
结构解析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15：30-15：50
15：50-17：50

茶 歇
中青年论坛, Section2
8. 谭小芬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非金融
企业杠杆率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9. 齐俊妍，聂燕峰 NEM 异质性、上下游嵌入与东道
国 GVC 分工地位 天津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主持人：

10. 赵颖岚等 我国影子银行利率影响汇率的中介传导
机制研究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肖立晟，中国社科院世
11. 黄铃钰 全球能源链是微笑曲线吗 中国人民大学
经政所
统计学院
张天顶，武汉大学
12. 田开兰等 美中贸易关税战对双方经济和就业的冲
地 点 ： 第 三 会 议 室 击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A321
13. 毛其淋 进口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了制造业出口技
术复杂度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14. 范小云等 汇率制度、外部冲击与跨境资本流动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15：50-17：50

分论坛 1：世界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论坛，Section2
8. 龚强，王璐颖 新兴市场中普惠金融、 风险准备
金与投资者保护——以平台承诺担保为例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文澜学院

主持人：
于津平，南京大学
刘再起，武汉大学

9. 戴利研，杨孟霞 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与社
会绩效评价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0. 刘来会 劳动密集度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国
际证据与比较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地 点 ： 第 六 会 议 室 11. 张亮 外包对异质性企业工资的影响 东南大学经
A421
济管理学院
12. 何树全 基于小波分析的玉米价格与能源价格联动
分析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13. 吴轶超 社会技术进步周期短化与生产力各要素间
的矛盾运动：兼论民粹主义与不完全全球化 西南财
经大学经济学院
14. 马述忠等 跨境电商卖方交易违约行为研究——
基于声誉模型的计算机仿真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15. 孙文莉等 宏观风险对金砖五国海外并购成功率
影响效应的比较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16. 高越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 山东
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15：50-17：50

分论坛 2：全球化变局中的中国经济论坛，Section2
8. 杨勇 地方财政支出的竞争效应与 FDI 的空间分布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9. 王明益 政府干预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市场
退出？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主持人：
潘悦，中央党校
林玲，武汉大学

10. 戴力等 How education pays off for early-career
workers in China - Evidence from reginal disparities in
school distribution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11. 徐妍等 房地产资产定价效率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
响——基于多部门 DSGE 模型的检验 长安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

地 点 ： 第 七 会 议 室 12. 何欢浪，蔡琦晟 贸易自由化下中国企业创新的质
A511
与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13. 高明宇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等收入陷阱问
题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14. 李卓，李智娟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资本品进口对
企业生产效率及出口绩效的影响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
15：50-17：50

主持人：
庄宗明，厦门大学
胡方，武汉大学

分论坛 3：“一带一路”建设论坛，Section2
7. 陈继勇，陈大波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
直接投资、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
8. 王智烜等 文化差异比制度差异更重要吗？——来
自中国对非出口商品结构的经验证据 “一带一路”
财经发展研究中心

地点：世经系会议室 9. 刁莉，胡娟 从中蒙俄到地中海丝绸之路经济带贸
B430
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
实证分析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0. 王喆等

“一带一路”地区跨境并购的特征事实,

影响因素和前景展望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11. 章珂熔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核心文化产品贸
易持续改进路径选择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2. 丁剑平，方琛琳等 从“一带一路”货币汇率参照
篮子中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要素 上海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
15：50-17：50

分论坛 4：国际贸易问题论坛，Section2
8. 潘素昆，雷静 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
研究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9. 姜凌，闵毅飞 新时期南北贸易关系变迁博弈解析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主持人：
李小平，中南财大
刘威，武汉大学

10. 李淑云等 进口行为与企业生存——基于中国制造
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11. 熊灵 欧亚关税同盟对中俄出口贸易的影响——
基于 HS 6 位编码商品的面板数据检验 武汉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

12. 李小平，李小克 企业家精神与地区出口比较优势
地点：会计系会议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C273
13. 鲁晓东，李林峰 多样化水平与中国企业出口波
动：基于产品和市场组合的研究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14. 曹永峰，顾思敏 中瑞自贸协定生效对中国纺织品
及原料出口的影响分析 湖州师范学院商学院
15. 周乾，邵桂兰 RCEP 成员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演
化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15：50-17：50

分论坛 5：国际金融问题论坛，Section2
8. 李曦晨等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多维度
分析与结构性变化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主持人：
曹亮，中南财大

9. 甘晓丽，蒋致远 金融微观渗透与家庭风险金融市
场参与——基于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10.肖光恩，朱晓雨 杠杆率与企业生存：基于中国企
业不同出口状态的分析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1. 孙泽生，王耀青 利率、 货币流动与大宗商品价
格：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 浙江科技学院
地点：经管院教工之家 产业经济研究中心
A120
12. 周上尧，王胜 计价货币、不完全汇率传递与最优
货币政策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马理，武汉大学

13. 姚大庆 汇率预期、门槛效应与货币国际化：基
于网络演化博弈的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
究所

14. 丁剑平，向坚等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15. 黄寿峰等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基础设施决定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15：50-17：50

分论坛 6：国际投资问题论坛，Section2
9. 李旭东 短期资本流动、政策不确定与经济稳定
上海市发展研究中心
10. 尹国俊，吴信仰 创造性资产寻求型跨国并购绩效
评价分析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主持人：

11.袁其刚，郜晨 中国对中东欧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
影响因素分析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冼国明，南开大学

12. 矫萍 生产性服务业 FDI 与制造业 FDI 协同集聚
吉林大学商学院
范红忠，华中科技大学
13. 李磊等 最低工资与中国企业“走出去” 南开大
地点：经济系会议室 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B444
14. 杨波，朱洪飞 政治稳定性、经济自由度与跨国并
购——基于美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15. 李平，王文珍 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的影响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15：50-17：50

分论坛 7：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论坛，Section2
8. 桑瑞聪 国内市场规模、竞争与中国多产品企业出
口产品组合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9. 蒋庚华，陈海英 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与行业内生产
要素报酬差距——基于 WIOD 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山
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持人：

10. 臧成伟 企业间关系、政企关系与契约密集型企业
黄梅波，上海对外经贸 比较优势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大学
11. 罗伟，吕越 全球价值链位置和制造业企业对外直
陈虹，武汉大学

接投资 南开大学 APEC 研究中心

12. 王岚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双边真实贸易利益及核
地点：工商管理系会议
算——基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实证 天津财经大学经
室 B352
济学院
13. 陈淑梅，林晓凤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自贸协
定的贸易效应再检验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4. 韩亚峰等 不完全契约、分工位置与制造业价值链
纵向一体化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17：50-19：00

晚餐：武汉大学珞珈山庄

学术期刊座谈会

19：30-21：00
张支南

主任（China & World Economy）

王徽

编审（《世界经济》）

张洁

主任（《国际贸易问题》）

崔秀梅

编审（《国际经济评论》）

叶初升

主编（《经济评论》）

地点：经管学院教工之 周念利
陈孝兵
家 A120

主编（《国际商务》）

主持人：肖光恩

主编（《江汉论坛》）

刘金波

主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

陈道德

主编（《湖北大学学报》）

李惠宇

编审（《四川大学学报》）

吴莹

主任（《武汉金融》）

10 月 22 日（8：30-11：00）中青年论坛、分论坛，Section3

8：30-11：00

中青年论坛, Section3
15. 赵晓涛，邱斌 认知差异会影响名义利率吗？东南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6. 王曦等 双重不确定性下腐败的长期决策 中山大
学岭南学院

主持人：

17. 陈兆源 政治制度、企业所有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的区位选择：一个交易成本的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经 18. 孙楚仁，陈瑾 贸易自由化与收入不平等 西南财
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政所
19. 茅锐等 Fixed Exchange Rates, Real Undervaluation,
李锴，武汉大学
and Export-led Growth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地 点 ： 第 三 会 议 室 20. 李锴 国际环境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武
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A321
21. 占 超 群 等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Domestic Vertical Integration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2. 蔡宏波等 风险资产选择的童年诱因
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8：30-11：00

北京师范大

分论坛 1：世界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论坛，Section3
17. 林珏 美国制造业“重振”战略的实施效果：现
状、问题及借鉴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18. 丁剑平等 潜在的反比较优势政策与美国贸易逆差
根源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主持人：
杨先明，云南大学

19. 谭小芬 美国货币政策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
业杠杆率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20. 余振，周冰惠 优惠贸易政策能否促进中国出口多
样化?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魏龙，武汉理工大学

21. 周帅，刘洪钟 后起国如何走出金融霸权：基于国
际金融权力指数构建的新探索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
地 点 ： 第 六 会 议 室 济政治研究中心
A421
22. 殷红等 西方经济制裁背景下的俄欧贸易关系 辽
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3. 李杨，齐绍洲 政府 vs 市场，什么力量诱发可再
生能源技术创新？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4. 梅生林 人类理想化之路——自愿共享交易成果
8：30-11：00
主持人：

分论坛 2：全球化变局中的中国经济论坛，Section3
15. 李卓，谢飘 美联储利率调整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吗？——关于 MSVAR 模型识别方法的创新及应用

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6. 祝梓翔等 中国经济波动的持久性成分高吗？西
杜莉，武汉大学
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地 点 ： 第 七 会 议 室 17. 张彬，李畅 多边化区域主义的新发展与中国对
A511
策选择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8. 蒲岳等 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产业支撑体系中的地位
及其影响因素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19. 魏勇强
管理学院

逆全球化与我国经济 山西财经大学公共

20. 王曦等 货币政策调控、房地产价格与产出波动—
— 理论引导的 SVAR 分析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21. 徐长生等 民营化能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
——基于中国Ａ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华中科技大
学经济学院
22. 蓝天等 国外对华反倾销动因分析--基于计数模型
的实证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3. 林 峰，邓可斌 双重赤字联动的政府债务作用及
其非线性特征识别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8：30-11：00

分论坛 3：“一带一路”建设论坛，Section3
13. 曹杰，赵婧琪 “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评估及对
贸易增长的三元边际影响——基于 WTO《贸易便利
化协定》的考察 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自由贸易区研
究院
14. 齐绍洲，徐佳 贸易开放能提升“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

主持人：
彭水军，厦门大学
胡艺，武汉大学

15. 吴钢，梅琳 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出口增长边际
及产品质量解析——基于“产品-市场”的动态二模网
络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16. 沈华夏，殷凤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效率、潜力及
影响因素研究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地点：世经系会议室
17. 龚静等 “一带一路”战略下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
B430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研究 成都大学旅游与经管学
院

18. 刘爱兰等 中国对非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吗——
来自中欧对非援助贸易效应对比的经验证据 浙江师
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9. 韩家彬等 电子商务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8：30-11：00
主持人：

分论坛 4：国际贸易问题论坛，Section3
16. 陈淑梅，高佳汇 中国-加拿大自贸协定的经济效
应研究——基于 GTAP 模型的模拟研究 东南大学经

赵春明，北京师范大学 济管理学院
17. 曹吉云，佟家栋 贸易影响差异与反区域经济一体
亢梅玲，武汉大学
化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地点：会计系会议室 18. 马文秀，孟彤 中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工业制成品出
C273
口竞争力及潜力研究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19. 齐俊妍，高明 STRI 服务贸易限制的评估框架和
指标测度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 韩剑等 异质性企业、使用成本与自贸协定利用
率 南京大学商学院
21. 周华等 劳动力价格差异对 FTA 感染效应的影响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2. 谢杰等 收入冲击、产品质量与出口异质性 浙江
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23. 史本叶，王晓娟 出口产品质量、国内市场规模
与制度环境门槛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24. 逯建，李羿萱 港口效率、贸易自由化与中国进
口的交易规模分布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8：30-11：00

分论坛 5：国际金融问题论坛，Section3
16. 马理 货币政策大分化之下的流动性、利率与风险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7. 郑辛如，李婧 人民币汇率对不同类型 FDI 流入
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分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18. 江海潮，江河 中低收入主权国家外债融资信用
行为模式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王曦，中山大学

19. 赵艳平等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in China
Production networks perspective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学院

王胜，武汉大学

20. 张明志，季克佳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主持人：

地点：经管院教工之家 21. 符大海，王思莹 金融开放真的导致宏观经济波动
A120
了吗？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2. 朱孟楠等 加息周期、汇率安排与储备需求 厦门
大学经济学院
23. 高蓓 银行产权结构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兼论影子
银行的影响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24. 丁剑平，吴洋等 覆巢之下，何以完卵？ 上海财
经大学金融学院
8：30-11：00

分论坛 6：国际投资问题论坛，Section3

16. 李平，初晓 汇率变动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
—基于出口企业的 OFDI 效应 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17. 胡绪华等 技术异质性 FDI、全要素生产率与创业
效应 江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18. 刘威，黄晓琪 行业 FDI 差异与中国制造业相对出
口收益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持人：
李坤望，南开大学

19. 谭小芬，张文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
实物期权还是金融摩擦渠道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20. 郑磊，祝宁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加大了我国省际
城乡收入差距吗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杨勇，武汉大学

21. 薛安伟 跨国并购对企业管理效率的影响研究—
—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实证分析 上海社会科学
地点：经济系会议室
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B444
22. 李美佳，徐志刚 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挤出国内
投资吗—基于工业行业要素密集度异质性的视角 南
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3. 李捷瑜等 出口网络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山大
学 岭南学院
24. 冯伟等 玻璃幕墙还是旋转齿轮-文化多样性在外
商直接投资中的作用特征分析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
8：30-11：00

分论坛 7：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论坛，Section3
15. Yuwan Duan，Tuotuo Yu
Reexamine the pollution
heaven effect: Is Global Value Chain also Global
Pollution Chain?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16. 闫志俊，于津平 企业的空间集聚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主持人：
李平，山东理工大学
刁莉，武汉大学

17. 耿伟，郝碧榕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国内劳动要
素收入差距——基于跨国跨行业下游度指标的研究
天津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18. 李宏等 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优势制造业识别与
演进的实证研究 天津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研究院

19. 斯庆，何树全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参与全球化和区
地点：工商管理系会议 域一体化的程度及演变趋势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室 B352
20. 李平，李怡 FDI 对中国工业价值链升级影响的
异质性考察 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21. 陈琳，陈敏 融资约束、贸易方式转型与中国企业
的全球价值链升级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22. 张远鹏等 进口贸易如何影响国内价值链分工 江
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11：00-11：20

茶 歇

11：20-12：30

分论坛总结汇报暨闭幕式
一、中青年论坛：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二、世界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论坛：于津平（南
京大学）
三、全球化变局中的中国经济论坛：潘悦（中央
党校）

主持人：
张彬教授，武汉大学
地点： 景林报告厅

四、“一带一路”建设论坛：胡艺（武汉大学）
五、国际贸易问题论坛：东艳（中国社科院世经
政所）
六、国际金融问题论坛：王曦（中山大学）
七、国际投资问题论坛：李坤望（南开大学）
八、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李平（山东理工大
学）
大会总结： 张幼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
究所）

12:30-13:30

午餐：武汉大学珞珈山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