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 迎 辞
尊敬的各位代表：

热忱欢迎您来到美丽的江城武汉，出席第十一届中

国金融与投资论坛暨《2018中国金融发展报告》成果发

布会。衷心祝愿您在本次会议期间心情愉快，在浓郁的

学术氛围中增进了解、促进交流，共同为繁荣我国金融

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期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并恳切地希望您

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期更好地为您

提供服务。

愿您在武汉期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经济研究》杂志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2018 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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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为方便您参加本次论坛，我们特作以下提示：

一、本次会议，除 6月 23日上午的会议安排在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南湖校区中原楼七楼学术报告厅外，其余会场均在武汉金谷国际大

酒店（详细路线请见校园地图）。

二、请您按签到处指示报到。报到时请您仔细核对手提袋中的资

料是否齐全。手提袋内装有：出席证、会议指南、笔记本、笔、会议

资料等，如有缺漏，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

三、请妥善保管好房间卡和您的贵重物品。

四、如您有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等原因需要特殊安排膳食的，请

与会务组联系。

五、请您在进入会场后将通讯工具关闭或调至无声状态。

六、往返酒店和主会场的交通车信息

1．1 辆 53 座客车，6 月 23日（周六）上午 8：10 武汉金谷

国际大酒店—中原楼广场

2．1 辆 53 座客车，6 月 23 日（周六）中午 11：45中原楼广

场—武汉金谷国际大酒店

七、会务联系电话：

论文、会议安排： 董老师 18627045521

交通、住宿、报到： 张老师 15527496171

就餐、会场协调： 屈老师 1347605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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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金融与投资论坛

暨《2018 中国金融发展报告》成果发布会

议 程

议 程 时 间、地 点 内 容

开幕式

主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唐文进教授

2018年6月23日（周六）

8:30-8:4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南湖校区）

中原楼七楼会议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领导致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 邹进文教授

《经济研究》杂志社领导致辞

《经济研究》杂志社常务副主编 郑红亮教授

成果发布与

主题演讲

（一）

主持人：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朱新蓉教授

8:45-9:15
（地点同上）

Subject：Economic Growth and Equity Returns
University of Florida，professor Jay Ritter

9:15-9:45
（地点同上）

Subject：Macroeconomics News and Informed Trading
University of Florida，professor Yuehua Tang

9:45-10:15

（地点同上）

《2018 中国金融发展报告》成果发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系系主任 陈红教授

10:15-10:30 茶歇

主题演讲

（二）

主持人：《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 张永山先生

10:30-10:40

（地点同上）

主题：金融科技的监管创新与实践

北京金信网银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金融科技总监

贾小婧女士

10:40-11:10

（地点同上）

主题：社会公平感与子女出国留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青年长江学者 吴卫星

教授

11:10-11:40
（地点同上）

主题：房地产行业与系统性风险

中南财经政法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青年长江学者

杜在超教授

12:00-14:00 自助午餐 武汉金谷国际大酒店 F 层花语西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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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

（一）

主持人：14:00-15:40 《经济研究》杂志社编辑王丽娜

15:40-16:00 休息

16:00-17:4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杨国超

14:00-17:40

武汉金谷

国际大酒店

金谷厅

题目：房价上升能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吗

作者：冀志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评论人：金祥义

题目：有效信息披露与企业出口表现

作者：金祥义（南开大学）

评论人：冀志斌

题目：金融普惠与家庭消费

作者：张栋浩（西南财经大学）

评论人：钟腾

题目：通货膨胀预期、资源重配与创新抑制

作者：钟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评论人：张栋浩

题目：私人主体参与政府规制的代理成本——来自股票发审委专家

委员制度的证据

作者：刘烨（南京大学）

评论人：谭小芬

题目：中国式分权、地方政府干预与企业杠杆率分化

作者：谭小芬（中央财经大学）

评论人：刘烨

题目：产业政策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

作者：杨国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评论人：王伟

题目：金融发展、金融开放与股权资产的本国偏好

作者：王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评论人：杨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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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

（二）

主持人：14:00-15:40 南开大学副教授 杨光

15:40-16:00 休息

16:00-17:4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杨璐

14:00-17:40

武汉金谷

国际大酒店

东湖厅

题目：公司债务流动性与股价崩盘风险：“治理”效应还是“恶化”效

应

作者：冯思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评论人：金凌

题目：国家队持股、股价波与异质性风险

作者：金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评论人：冯思齐

题目：极端市场条件下指令不平衡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作者：张传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评论人：杨光

题目：民间借贷、融资约束与创业——基于 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者：杨光（南开大学）

评论人：张传海

题目：商业信用与合作型客户关系的构建：基于提供给大客户应收

账款的经验证据

作者：底璐璐（暨南大学）

评论人：杨璐

题目：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与宏观经济冲击

作者：杨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评论人：底璐璐

题目：真实盈余管理与股价崩盘风险

作者：陈雄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评论人：卢冰

题目：人民币预期升值与虚假贸易：基于套汇视角的分析

作者：卢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评论人：陈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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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

（三）

主持人：14:00-15:40 厦门大学助理教授 金昊

15:40-16:00 休息

16:00-17:4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庄子罐

14:00-17:40

武汉金谷

国际大酒店

南湖厅

题目：投资还是投机？人民币超额收益的驱动因素分析

作者：陈思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评论人：徐晟

题目：银行杠杆的顺周期性与监管关系问题研究

作者：徐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评论人：陈思翀

题目：金融中介、国债收益率与流动性危机

作者：金昊（厦门大学）

评论人：郁芸君

题目：监管套利与隐性金融风险

作者：郁芸君(西南财经大学)

评论人：金昊

题目：基准利率、信贷规模和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中介目标：理论、

模型与实证

作者：侯成琪(武汉大学)

评论人：庄子罐

题目：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货币政策效应研究

作者：庄子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评论人：侯成琪

题目：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的经验性分析

作者：刘红忠（复旦大学）

评论人：王胜

题目：利率冲击与宏观经济的非对称性

作者：王胜（武汉大学）

评论人：刘红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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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

（四）

主持人：14:00-15:40 厦门大学副教授刘晔

15:40-16:00 休息

16:00-17:40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鲁万波

14:00-17:40

武汉金谷

国际大酒店

武汉 A厅

题目：投资的一般理论

作者：胡超 (华中农业大学)

评论人：梁柳叶

题目：投资者保护 股票收益与风险 基于境外投资者持股的影响力

作者：梁柳叶 (中山大学)

评论人：胡超

题目：地区法治化与 PPP实施效率关系研究

作者：梁玮(西南财经大学)

评论人：刘晔

题目：政资分开能改善国企投资效率吗

作者：周颖刚、刘晔 （厦门大学）

评论人：梁玮

题目：存托凭证在中国的发展和定价及投资交易

作者：刘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评论人：万其龙

题目：地方政府债务挤出了私人投资吗？

作者：万其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评论人：刘成

题目：高管变对投资者关注的影响—基于中国 A股上市公司的实

证分析

作者：王辉（西南财经大学）

评论人：鲁万波

基于广义正交变换的时变高阶矩模型及其投资组合研究

作者：鲁万波（西南财经大学）

评论人：王辉

18:00-20:00自助晚餐 武汉金谷国际大酒店 F 层花语西餐厅

注：此议程如有变动，请见 http://finance.zuel.edu.cn/

http://finance.zue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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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地图

起：金谷国际酒店，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原楼

（1 公里，步行距离 13 分钟）

天气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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