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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 辞

尊敬的各位嘉宾：

热忱欢迎您在金秋十月来到丹桂飘香的江城武

汉，莅临第五届中国投资学年会暨投资学科建设研

讨会。衷心祝愿您在本次会议期间心情愉悦，在浓

郁的学术氛围中增进中国投资学术界同仁的学术研

究、学科及专业建设经验的交流，共同迎接党的十

九大的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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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学科建设委员会

中国投资学专业委员会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投资研究中心

2017 年10 月13 日



温 馨 提 示

为方便您参加本次会议，我们特作以下提示：

一、本次会议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举办，酒店和主会场

之间的详细路线请见后附的校园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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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证、会议手册、笔记本、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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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辆 45座大客车，10月 14日（周六）上午 8：10金谷国际大酒

店~文泉楼广场。

2. 2辆 45座大客车，10月 14日（周六）上午 11：45文泉楼广场~
金谷国际大酒店。

七、会务联系电话：

会议安排：王老师 18907119746 卢老师 13349959082
交通、住宿、报到：屈老师 13476059696
就餐、会场协调： 屈老师 1347605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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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投资学年会暨投资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议程

（2017年 10月 13-15日）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0.13

10:00-22:00 全天报到
金谷国际酒店

大堂

18:30-20:00 自助晚餐
金谷国际酒店

F层花语西餐厅

20:00-21:30

第五届中国投资学年会理事会议

参会人员：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学科建设委员会

（中国投资学专业委员会）全体理事

主持人：李文斌教授 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学科建

设委员会（中国投资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央

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会议议程：

1、第五届年会承办方汇报大会的筹备与组织

情况（报告人：唐文进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

融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2、审议新增入会单位的入会申请

3、第六届年会承办单位发言（发言人：王志

强教授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博士生导

师）

4、自由发言或其他主题

5、讨论确定第七届年会承办单位

6、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学科建设委员会（中国

投资学专业委员会）会长讲话（主讲人：王瑶琪教

授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金谷国际酒店

武汉 A厅

20:00-21:30 优秀获奖论文评选（大会组委会学术评议专家组）
金谷国际酒店

东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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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0.14

6:30-8:00 自助早餐（凭房卡）
金谷国际酒店

F层花语西餐厅

8:10-8:20 乘大巴车前往主会场
金谷国际酒店

大门口

大会开幕式及主旨演讲

主持人：唐文进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南湖校区文泉楼

学术报告厅

8:30-8:35 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

8:35-8:40
校领导致辞

杨灿明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

8:40-9:00
嘉宾演讲：加强投资学科建设，办好中国投资学年会

杨庆蔚会长 中国投资协会会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原副总经理

9:00-9:20

嘉宾演讲：创新时代的投资和投资学

王瑶琪教授 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中国投资协会投资

学科建设委员会（中国投资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央

财经大学校长

9:20-9:40
嘉宾演讲：结构转型升级与投资学科发展

张中华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博士生导师

9:40-10:10 与会嘉宾合影及茶歇
合影地点：

文泉楼前台阶

大会主旨演讲

主持人：李文斌教授 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学科建设委员会（中国投资

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南湖校区文泉楼

学术报告厅

10:10-10:30
嘉宾演讲：东北地区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

王维国教授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博士生

导师

10:30-10:50

嘉宾演讲：中国个人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基于 336万股

票帐户的分析

汪昌云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

院执行副院长

10:50-11:10
嘉宾演讲：创新创业与风险投资

张陆洋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

中国风险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11:10-11:30
嘉宾演讲：中国房地产投资现状与前景分析

陈 杰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公共经济与管理

学院博士生导师、投资系主任

11:30-11:45
嘉宾演讲：国内投资学MOOC建设与上线情况

段会青高级编辑 爱课程网

11:45-11:50
第六届年会承办单位发言

王志强教授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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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0.14

11:45-12:00 乘大巴车（或步行）前往金谷国际酒店
文泉楼学术报告厅

广场

12:00-13:20 自助午餐（凭午餐券）
金谷国际酒店 F层

花语西餐厅

13:30-15:00 分组研讨第一阶段（具体安排参见后文列表）
金谷国际酒店

二楼各分会场

15:00-15:30 茶歇
金谷国际酒店

二楼分会场大厅

15:30-17:00 分组研讨第二阶段（具体安排参见后文列表）
金谷国际酒店

二楼各分会场

大会总结、颁奖仪式及闭幕式

主持人：李建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金谷国际酒店

二楼光谷厅

17:20-17:50
分组研讨总结（每个分会场约 5分钟）

由各分会场主席汇报

18:00-18:20 获奖论文颁奖仪式

18:20-18:30

大会总结及闭幕式

主持人：唐文进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

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18:50-20:30 晚餐

10.15 参会代表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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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投资学年会暨投资学科建设研讨会分组研讨安排

分组研讨一组：房地产发展与投资问题 主席：王重润

时间/地点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学校 点评人

13:30-15:00

武汉 A厅

1-1
子女数量、性别与中国城市家

庭的住房选择

易成栋；任建

宇；王优容；杨

欣桐

中央财经大学；

首都经贸大学
卢建新

1-2
官员晋升竞争、工业用地出让

与引资质量底线竞争
卢建新；熊恒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易成栋

1-3

房地产投资降低了城市全要素

生产率吗?——基于中国 276个

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胡金星；周燕 华东师范大学 卢建新

1-4

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财政

激励还是引资激励？--基于281

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卢建新；王德平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曾祥渭

1-5

预期对房价波动的动态影响效

应分析——基于30个大中城市

的面板分析

袁南南；项磊；

孙雯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曾祥渭

1-6
我国典型城市群商品住宅价格

的收敛性研究

曾祥渭；刘志

东；张汉亚

北京建筑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投资协会

易成栋

分组研讨一组：房地产发展与投资问题 主席：王重润

时间/地点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学校 点评人

15:30-17:00

武汉 A厅

1-7

房地产价格波动、房地产信贷

与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朱天明；陈江华
合肥学院经

济系
陈洋

1-8

我国人口结构对商品住宅价格

的影响研究——基于31个省份

的实证分析

陈洋；易亚峰

中国金茂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中南

财经政法大

学

陈江华

1-9
房价会影响人口迁移吗？——

基于 30个大中城市的实证
陈诚；杨巧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
朱天明

1-10
限购政策对住宅价格的影响研

究
黄镇；王凌云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
朱天明

1-11
二手房价格、房价预期波动与

企业用工成本
路迪；王重润

河北经贸大

学
杨巧

1-12

基于门槛效应关于金融机构信

贷扩张对房地产泡沫推动作用

的实证研究

刘雪寒；仲深；

杜磊；王思雅

哈尔滨商学

院
杨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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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研讨二组：资本发展市场与投资问题 1 主席:刘志东

时间/地点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学校 点评人

13:30-15:00

武汉 B厅

2-1

新三板定向增发公告效应的实

证分析 李新；李玉
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
王磊

2-2

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影响因

素及对策--基于中国 B股市场

交易国际化的宏观影响因素分

析

付红
河北经贸大

学商学院
李新

2-3

财务舞弊、行业特征与公司投

资同伴效应
王磊；胡纯华；

孔东民

上海对外经

贸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

李丽君

2-4
股票的基本面定价与反向套利

高强；郭沛瑶
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
付红

2-5

我国创业板市场的月份效应探

析 朱德忠；魏晓然
安徽财经大

学
高强

2-6

绿色经济下的政策性银行运行

机制分析——以德国复兴信贷

银行为例
李丽君；杨宜

北京联合大

学
朱德忠

分组研讨二组：资本发展市场与投资问题 1 主席:刘志东

时间/地点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学校 点评人

15:30-17:00

武汉 B厅

2-7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

响——基于发展中国家数据的

经验研究

何超超；王清平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
夏李莹

2-8

普惠金融下农民不同类型的金

融投资选择研究——基于 “千

村调查”项目数据分析

马学琳；夏李莹；

应望江

上海财经大

学
谭昕

2-9

股指期货交易制度与股票市场

运行效率——基于系统动力学

流位流率基本入树模型分析
王鹏娜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
夏李莹

2-10

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绿色激励

吗？——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

绿色因子及其效率研究
吴震盼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
马学琳

2-11
基于股票组合与黄金的投资组

合构建方式探究

俞慕寒；吴雷；

赵艳云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
谭昕

2-12

中国上市公司违规事件的传染

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

于 2010-2016沪深 A股数据

谭昕
中央财经大

学
马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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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研讨三组：资本市场发展与投资问题 2 主席：谢进城

时间/地点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学校 点评人

13:30-15:00

武汉 C厅

3-1

主动风险披露与 IPO定价效率

研究——基于媒体报道和询价

对象意见分歧视角

张剑；郑宪芳；

张椿丹

四川农业

大学
危平

3-2

数字媒体关注影响企业投资效

率吗？——基于我国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韩旺红；程曦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危平

3-3

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预期与未预期冲击视

角

庄子罐；贾红静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郑又源

3-4

中国“绿色”投资的收益与风

险？—基于绿色基金的初步分

析

危平；舒浩 中南大学 王跃

3-5
基于实时数据更新的动态投资

组合研究
王跃

四川农业

大学
郑又源

3-6
基于信号博弈的投行分析报告

与企业承销商选择研究
郑又源

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
王跃

分组研讨三组：资本市场发展与投资问题 2 主席：谢进城

时间/地点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学校 点评人

15:30-17:00

武汉 C厅

3-7

基于kelly模型优化的高频交易

策略研究 陈俊华；王枢伟
中央财经

大学
张文婧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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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小芬；张文婧

中央财经

大学
陈俊华

3-9

Institutional Contexts and

Contingency Effects of Power 曲红燕
中央财经

大学
荆中博

3-10

Balance Sheet Structure and

Banking Vulner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荆中博；方意
中央财经

大学
曲红燕

3-11

“监管者”还是“合谋者”：机构投

资者的身份转变——机构投资

者持股比例、异质性对上市公

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曾夏阳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荆中博

3-12

多元化经营程度对企业价值的

影响研究 邓文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曲红燕

3-13

金融部门宏观金融风险研究

——基于资产负债表和 CCA

模型分析
王乔乔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张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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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研讨四组：科技金融创新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主席：邢天才

时间/地点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学校 点评人

13:30-15:00

金谷厅

4-1

创业投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王瑶琪；侯睿；

李永壮

中央财经

大学
王玉峰

4-2

我国区域科技金融协同创新绩

效研究：基于四链合作的视角 王玉峰；任灿
四川农业

大学
侯睿

4-3

提高消费者素质助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兼评消费者教育

理论的局限性
张玉和

南京财经

大学
王玉峰

4-4

中国上市公司过度融资对公司

创新影响：基于募投资金变更

数据的研究

阮禹铭；刘志东；

肖哲

中央财经

大学
张玉和

4-5

普惠金融、风险准备金与投资

者保护-以平台承诺担保为例 王璐颖；龚强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阮禹铭

4-6

郑州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

融发展研究
张燕

郑州财经

学院
张玉和

分组研讨四组：科技金融创新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主席：邢天才

时间/地点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学校 点评人

15:30-17:00

金谷厅

4-7
我国制造业降成本的方向

张玉和
南京财经

大学
张丽

4-8

科技金融创新与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
张丽

郑州财经

学院
张玉和

4-9

影子银行，融资约束与企业创

新 淡永鑫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张丽

4-10

新三板挂牌企业高 R&D投入

真的提高了企业绩效吗? 朱义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张燕

4-11

房价、区域创新绩效与产业结

构升级 ——基于 34个大中城

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伟涛；杨巧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张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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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研讨会五组：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 主席：何加明

时间/地点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学校 点评人

13:30-15:00

东湖厅

5-1

政治周期、政企合谋与工业用

地出让——基于 2007~2014年

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卢建新；陈兆熙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封文丽

5-2
京津冀上市公司协同推进雄安

新区建设探究
封文丽；张姗

河北经贸

大学
常玲

5-3

收入差异下的住房财富效应分

化—基于 283个地级市数据和

CHFS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

析

卢建新；申欣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封文丽

5-4
珠江—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

展机制研究
常玲；曹志伟

广西师范

大学
石磊

5-5

住宅开发投资与住宅价格变动

关系研究--基于 PVAR 模型的

实证

石磊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曹志伟

5-6
新常态背景下的房地产市场

——速度、结构与动力
李美姣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常玲

分组研讨会五组：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 主席：何加明

时间/地点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学校 点评人

15:30-17:00

东湖厅

5-7

Explaining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CO2

emissions in China: The rol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张腾飞；Jun Yang；

Pengfei Sheng；

Joshua D.

Shackman

西南财经

大学
李子燃

5-8

Do Chinese Listed Firms'

Cross-border M&As

Improve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Acquirers

Based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陈铯

北京理工

大学珠海

学院

张腾飞

5-9

Mixed Duopsony Competition

for Grain and Pricing

Strategies of Agricultural

Marketing Cooperatives

李子燃
西南财经

大学
陈铯

5-10
基于博弈论的 PPP 项目风险

分担机制研究
王佳音

兰州财经

大学
谢娜

5-11
我国 PPP项目投资分布特征与

区域财政关联性研究
谢娜

中央财经

大学
李子燃

5-12

公共资源配置与住宅商品房价

格关系研究——基于十八个大

中城市面板数据研究
易亚峰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张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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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研讨会六组：创业及风险投资与投资学学科建设 主席：陈西川

时间/地点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学校 点评人

13:30-15:00

南湖厅

6-1
“一带一路”倡议下高校投资人

才培养问题研究
高杰英

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
贺显南

6-2

建立中国本土经济学类教材体

系的经济学分析——以《投资

学》教材为例

贺显南
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
高杰英

6-3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投资学的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陈玲；黄惠晶 福州大学 高杰英

6-4

普惠制金融背景下校园金融服

务供给的实践与探索--以浙江

树人大学小微创投工作室为例

董自光；陈英
浙江树人

大学
马祖琦

6-5
完善“受益者付费”制度 创新

公共投融资体制
马祖琦

上海财经

大学
贺显南

6-6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身份危机，

何去何从？—— 基于马克思

经济哲学视角

赵瑞金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陈英

分组研讨会六组：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 主席：陈西川

时间/地点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学校 点评人

15:30-17:00

南湖厅

6-7

经济发展水平对跨境资本流动

的门限效应——兼评中国“非

理性”对外投资

周先平；谭本艳；

向古月；刘仁芳

中南财经

政法大

学；三峡

大学

宗庆庆

6-8

我国 OFDI动机的动态变化研

究：基于金融危机前后数据的

再检验

宗庆庆；方芳；

杨一粟

上海财经

大学
刘仁芳

6-9

公司创业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

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基于创

业板的实证分析

方芳；宗庆庆；

夏晓琪

上海财经

大学
徐枫

6-10
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的影响因素

研究——基于广东的实地调研
徐枫；谢云谦

华南理工

大学
陈蓉

6-11

文化差异背景下的跨境风险投

资策略研究——来自中国

2000~2015的经验

杨晔；邱知奕；

陈蓉

上海财经

大学
宗庆庆

6-12
公司创业投资与技术创新——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吴泳涛；凌丽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陈蓉

6-13

中国企业风险投资(CVC)专业

化投资策略对投资绩效的影响

研究

张玉洁；宋砚秋；

王瑶琪

中央财经

大学
徐枫



10

分组研讨论文摘要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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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研讨一组：房地产发展与投资问题

1-1

子女数量、性别与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选择

易成栋，任建宇，王优容，杨欣桐

中央财经大学科学管理与工程学院，首都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将对中国住房市场带来新的影响。现有的研究

很少分析了子女数量、性别对家庭住房选择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城市

数据比较了无子女、独生子女和多子女家庭的住房选择的差异及子女数量、性别对家庭住房

选择的影响。描述统计分析发现，与有子女的家庭相比，未生育子女的家庭住房建筑面积更

小，人均住房面积更大，住房质量更差，现住房自有率和多套住房自有率更低。有子女的家

庭当中，子女数量越多的家庭住房面积越大，但人均面积越小，住房质量越差，现住房自有

率和多套住房自有率越低。独生子女家庭比较，1子和1女家庭在住房面积、人均住房面积、

住房质量、现住房自有率、多套住房自有率差异不大。两子女家庭比较，1子1女家庭仅在租

房的情况下的建筑面积和人均面积都于2子家庭，住房质量比2女家庭低和比2子家庭高，现

住房自有率低于2女家庭，多套住房自有率低于2子家庭。采用OLS和PROBIT多元回归模型

发现，家庭有子女比未生育子女对住房面积、质量、自有现住房、自有多套住房有正的影响，

对人均面积为负的影响；子女数量对家庭住房面积、自有多套住房有正的影响，对自有现住

房、质量和人均面积为负的影响；独生子女的性别对住房面积、质量、自有现住房、自有多

套住房的影响差异不大；两子女的性别对家庭住房面积、质量、自有现住房、自有多套住房

的影响存在差异，1子1女家庭比2子家庭有更大的住房面积和人均面积，更低的质量以及更

小的自有多套住房的概率，但自有现住房的概率差异不大。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子女数量；性别；住房选择；中国

1-2

官员晋升竞争、工业用地出让与引资质量底线竞争

——基于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卢建新，熊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在工业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纷纷利用其掌握的土地资源进

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甚至不惜降低引资质量底线，引来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

的工业企业。不仅浪费了稀缺的土地资源，而且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沿着官

员晋升激励的分析思路，并利用 2007-2014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工业用地出让对引资

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工业用地协议出让面积与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GDP、工业

总产值、财政收入和税收均呈负相关关系，引入市委书记特征并未改变上述结果；换而言之，

若地方政府大量采用协议方式招商引资，在短期内虽然对 GDP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但长期来看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另外，能够保住职位或者得到晋升的官员，

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辖区经济、税收增长做出了贡献；并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地方官员对辖区

GDP和财政收入有更加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工业用地；协议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晋升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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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房地产投资降低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胡金星，周 燕

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基于 2002-2014年中国 276个地级市房地产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两

步系统 GMM 的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房地产投资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

果表明，房地产投资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这种负向作用受到金

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房地产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的负向作用更为显著，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较弱；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房地产投资对

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低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但金融发展水平发挥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

用。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水平

1-4

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财政激励还是引资激励？

——基于281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卢建新，王德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有关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市场上的行为研究，已有文献或是从财政激励的角度，或是

从引资激励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索，但鲜有文献对这两者加以综合考虑，本文采用 2007
到 2014年 281个地级市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工业用地出让行为受到

了两者的综合影响，具体来说，地方政府会在财政压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增加土地出让面积；

而地方政府的协议出让面积却深受官员异质性尤其是官员任期的影响。

关键词：工业用地出让；财政激励；引资激励；官员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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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预期对房价波动的动态影响效应分析

——基于3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分析

袁南南，项磊，孙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本文在适应性预期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预期对房价波动的动态影响效应。基于30
个大中城市的2006-2015 年的数据，本文从住房市场均衡的角度出发，结合经济基本面因素，

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并运用系统GMM 方法估计消费者预期对房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上

期房价的增长对本期房价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体现为房价膨胀系数；上期实际房价与基准

房价之间的偏离程度对本期房价的上涨具有反向的影响，体现为房价消减系数。实证结果表

明，在房价膨胀系数和消减系数的共同作用下，消费者对房价的预期提高1%，下一期房价

则提高约0.41%。

关键词：适应性预期；房价波动；经济基本面；动态面板

1-6

我国典型城市群商品住宅价格的收敛性研究

曾祥渭，刘志东，张汉亚

北京建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投资大学

摘要：选取我国三个典型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的主要城市商品住宅价格为研

究对象，分别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深入研究了商品住宅价格的收敛性。首先从长期随机收

敛性（Stochastic Convergence）视角出发，分别对我国三个典型城市群城市的商品住宅价格

进行长期共同趋势的协整关系检验；然后，考虑到三者辖城市的住宅市场之间发展的非均匀

性和异质性，以及当前我国商品住宅市场的运行环境存在一定的时变性（Time-Varying），

应用Phillips和Sul（2007）所提出的考虑了时变特征和异质性的相对收敛（Reletive
Convergence）检验方法，对三个典型城市群城市商品住宅价格的相对收敛性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长期随机收敛性检验发现，三个城市群内商品住宅价格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

平的Johansen多元协整检验，说明在样本期内，商品住宅价格维持了显著的长期共同趋势；

时变相对收敛性检验发现，在京津冀城市群内相对收敛性不能保持；长三角城市群则随着检

验样本比例的缩减，时变相对收敛性从拒绝转向维系；珠三角城市群则始终保持了时变相对

收敛性。最后，论文对导致上述收敛特征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挖掘，并提出了促进城市群区域

住宅市场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群；商品住宅价格；时变性；收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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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房地产价格波动、房地产信贷与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朱天明，陈江华

合肥学院经济系

摘要：本文采用 2005年第 1季度至 2016年第 3季度我国房地产价格、银行坏账、房地产贷

款、银行贷款利率的季度数据，构建 VAR多维时间序列模型，研究房地产价格波动、房地

产信贷与金融风险的协整关系和脉冲响应。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分离出房地产贷款和房地产价

格协同影响房地产风险的协同机制，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现房地产贷款和房地产价格叠加影

响银行坏账的互动机制，并在政策意义与建议中提出防范房地产价格的积累效应，实行长期

从紧的房地产贷款政策，实现房地产价格“软着陆”，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房地产调控

的政策目标。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波动；房地产信贷；金融风险

1-8

我国人口结构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研究

——基于31个省份的实证分析

陈洋，易亚峰

中国金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自2004年以来，截至2016年底，我国商品住宅价格年均增长达到了10.2%，其中2016
年涨幅更是高达16.6%。对此，不少学者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但鉴于引

起商品住宅价格变化的原因较多，得到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而人口作为住宅需求的主体，

对商品住宅价格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人口的结构因素众多，其作用过程均在于通过对住宅供

求平衡产生影响进而引起商品住宅价格的波动。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人口结构

的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住宅需求和供给，从而引起商品住宅价格的变化。本文从人口结构

的角度出发，探讨引起商品住宅价格变化的各个人口结构因素及其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998—2015年我国31个省份人口结构对住宅价格的影响进行验证，并利

用聚类分析将31个省份划分为三大类区域，对各个区域人口结构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差异进行

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人口自然结构中，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均对商品住宅价格产生

负向的影响；而在人口社会结构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非农产业从业人

员占比的增加均会促进住宅价格上升，而家庭平均户规模与商品住宅价格之间存在负向关

系，在人口婚姻结构中，有配偶人口比重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人口地域结构

方面，人口城镇化率与商品住宅价格存在着正向的关系，常住流动人口比例的增加也会引起

商品住宅价格的上升。此外，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最后，本文从人口结构角度为稳定住宅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人口地域结构；商品住宅价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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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房价会影响人口迁移吗？

——基于 30个大中城市的实证

陈诚，杨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本文考察了城市房价对人口迁移的影响，30个大中城市房价与人口迁移数据动态面

板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第一，房价和人口迁移之间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而是呈倒 U型，

房价低于拐点时房价上涨会促进人口迁移，当房价高于拐点后随着房价的上涨，会对人口迁

移形成负向抑制。第二，人口迁移的重要拉力来自收入增长和城市经济基本面发展带来的引

力，城市收入增长空间形成了对人口迁移的正向吸引，但从交互项回归结果看，房价在一定

程度上抵消收入增长对人口迁移的拉动作用。第三，城市经济基本面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对人

口迁移决策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房价；人口；迁移

1-10

限购政策对住宅价格的影响研究

黄镇，王凌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限购政策是否能有效抑制房价一直富有争议。本文将限购政策作为政策虚拟变量来构

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基于69个大中城市2009年1月至2017年3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发现：限购政策能有效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区域性住房限购和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住

房限购起到主要作用

关键词：房地产调控；限购政策；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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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二手房价格、房价预期波动与企业用工成本

路迪，王重润

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本文从二手房价格入手，使用 686家上市公司和 70个大中城市的二手房平均价格指

数的数据来研究二手房价格与用工成本的关系，使用的是工具变量法。结果表明，二手房价

格的上升会导致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二手房价格对东部及东北部地区企业的用工成本的影

响要明显高于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二手房价格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例如信息

业）用工成本的影响要高于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例如制造业）。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房价预

期波动对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房价预期波动与企业用工成本有负相关关系。

1-12

基于门槛效应关于金融机构信贷扩张对房地产泡沫推动作用的实证

研究

刘雪寒，仲深，杜磊，王思雅

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 283个主要城市在 2005~2013九年间中国房地产泡沫状况的相关面板

数据利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楼市的泡沫化问题随

所在城市不同有显著差异。可以认定我国有部分城市存在房地产泡沫并且泡沫化程度主要受

影响于当地房地产市场交易规模及当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且房地产泡沫化程度对于当地金

融机构贷款余额有显著的门槛效应，门槛值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当地 GDP的 126.626%，

当信贷支持超过门槛值后，信贷扩张对房地产泡沫的推动作用显著上升。

关键词:房地产泡沫；信贷扩张；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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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研讨二组：资本发展市场与投资问题 1

2-1

新三板定向增发公告效应的实证分析

李新，李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我国新三板市场作为当下资本市场的热门话题之一，牵动着众多中小企业的心。而

定向增发作为股权融资重要手段之一，其不论是融资规模、融资效率来看，都是企业非常乐

意选择的手段。由于我国 A 股市场发展时间较久，所以研究其定向增发公告效应的体系较

为成熟和完善，然而我国新三板仍属于起步阶段，研究文献较少。本文旨在研究我国新三板

市场挂牌企业定向增发，是否存在公告效应。

本文首先通过整理现有的假说和定向增发数据，获悉了新三板定向增发市场的火热程

度。其次通过搜集而来的 2014年 5月至 2016年 12月完成预案公告日披露的定向增发数据，

进行了均值检验，获悉了存在显著公告效应的结论。再者通过引入考量定向增发目的是否为

项目融资，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获悉了项目融资型定向增发的公告效应更为显著的结论，

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其他几个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联合考察其对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影

响。最后再次基础上与其他 A股市场定向增发公告效应论文结论进行对比，获悉这两个市

场上定向增发公告相应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本文的研究结果是基于论文中的实证分析、文献分析、对比分析，对新三板定向增发各

参与方的建议。为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者、融资者、监管者，提出更规范有效的建议，希望能

对完善我国新三板市场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新三板；定向增发；公告效应

2-2

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基于中国B股市场交易国际

化的宏观影响因素分析

付红

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

摘要:首先，论述了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内涵、市场国际化的动因和影响因素。主要从宏观经

济环境、证券市场的发展水平、金融改革的程度、宏观调控与监管能力等方面做出详细论述

描述。其次，以中国股票市场市场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分析了影响股票市值的主要宏观经

济数据。最后，主要阐述了我国为推动证券市场国际化应实施的措施。

关键词:证券市场国际化；B股；宏观影响因素



18

2-3

财务舞弊、行业特征与公司投资“同伴效应”

王磊，胡纯华，孔东民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会计信息失真严重干扰股市正常秩序，导致资源配置无效。本文以 2000-2015年沪深

两市 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业特征的研究视角，考察行业领导者虚构利润对同伴公

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行业领导者虚构利润向外界传递行业虚假繁荣的错误信号，

同伴公司为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而扩大投资规模；而且，同伴公司的反应程度受其所属行业

的影响，具体而言，行业竞争度加剧了同伴公司对行业领导者会计舞弊的错误反应，行业景

气度与同伴公司反应程度存在负向关系，处于成长期的同伴公司更容易受行业领导者虚构利

润的影响，表现出更大规模的投资扩张。这些研究结论对于公司管理层甄别同行企业财务信

息，优化投资决策，以及监管部门提高监管水平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会计舞弊；同伴公司；投资决策；行业特征

2-4

股票的基本面定价与反向套利

高强，郭沛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有效市场假说的盛行令许多人相信股价服从随机游走，相信偏离基本面过高或过低的

股价都有其市场合理性，套利接近于不可能。虽然也有相当数量的横截面异象类文献对此提

出过反对，但证据力度终究不够充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简单的综合性的股

票基本面定价方法，据此发现了拒绝有效市场假说的全面的压倒性的经验证据：第一，股价

是围绕基本面的平稳的时间序列；第二，通过剔除个股基本面因素，能够构造出平稳的市场

指数；第三，以基本面为参考，低买高卖，能够获得稳定、持续、普适的高收益。对业界，

本文有助于投资者提高绩效，有助于股价回归基本面，有助于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挂钩；对

学界，本文为经济学最根本的价值理论之争提供了一点证据与启发：长期以来被新古典主义

所抛弃的马克思主义“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观点，恰恰被本文的实证证据所支持。

关键词：内在价值；资产定价；错误定价；超额收益；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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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国创业板市场的月份效应探析

朱德忠，魏晓然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通过选取 2010年 6月 1日至 2016年 11月 30日我国创业板指数日收盘数据，以交叠

样本检验方法将样本分为 3个区间，运用描述性统计、ARCH模型、GARCH模型、TGARCH
模型予以分析，结果表明创业板指数收益率具有二月效应且指数收益率存在杠杆性。创业板

市场存在日历效应揭示了股市的非有效性，在信息披露制度、投资者行为、交易制度等方面

仍亟待改善，进而提出完善创业板市场的若干应对思路，同时投资者根据月份效应研究结论

可以制定合理投资计划，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

关键词：创业板指数；月份效应；ARCH族群

2-6

绿色经济下的政策性银行运行机制分析——以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例

李丽君，杨宜

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

摘要：绿色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转型，需要政策性银行改进现有运行机制，实现

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有效融资支持与积极政策引导。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实践经验表明，应将

绿色经济发展理念融入银行战略框架，构建相对应的组织结构与管理办法，进行积极的战略

风险管理；在项目融资评估过程中，应采用恰当的绿色融资评估标准与实践方案，为绿色产

业发展与企业绿色转型提供长期有效的融资支持；应扩展绿色产业相关的专门性业务领域，

积极拓展绿色债券发行与投资业务，扩大绿色融资范围，促进绿色融资市场活力的提升。

关键词：绿色金融；政策性银行；赤道原则；项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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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

——基于发展中国家数据的经验研究

何超超，王清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会产生何种影响？这是关系到

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 75个发展中国家 2004-2014年的经

济数据，通过系统 GMM估计方法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

资影响，以及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作用。研究发现：（1）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挤出了

国内投资；（2）当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跨越某一门槛值）时，企业融资

约束问题得到一定缓解，对外直接投资经由金融市场会挤入国内投资；当发展中国家产品市

场发展到一定程度（跨越某一门槛值）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产品市场引致国内出

口增加，从而削弱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国内投资；系统 GMM；门槛效应模型

2-8

普惠金融下农民不同类型的金融投资选择研究

——基于“千村调查”项目数据分析

马学琳，夏李莹，应望江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基于“千村调查”项目数据，通过二值选择模型和倾向匹配得分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对于农民不同类型的金融投资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正规金融和非正

规金融对农民选择不同类型的金融投资的作用也是不一致的。此外，本文还发现“涓滴效应”
在我国农民金融投资中不成立。为此，我国在发展普惠金融的同时，需要对不同资源禀赋的

农民提供不同的服务，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普及金融知识，使得普惠金融福利惠及全民。

关键词：普惠金融；农民投资；金融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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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股指期货交易制度与股票市场运行效率

——基于系统动力学流位流率基本入树模型分析

王鹏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本文从股指期货的交易制度视角研究股指期货的推出对我国股票现货市场的运行效率

的影响，从现货市场的波动性、流动性、信息传递三方面建立流位流率基本入树模型。根据

关键反馈环研究发现股指期货的保证金水平越高，股票市场波动性越大，股指期货的定价偏

差对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期货市场的噪声交易者越多，越不利于股票市场

的信息有效传递。但总体而言，股指期货的交易制度，提高了股票市场的运行效率。

关键词：股指期货；交易制度；运行效率；系统动力学；流位流率

2-10

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绿色激励吗？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绿色因子及其效率研究

吴震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为系统研究我国股票市场如何对绿色发展的理念和实

践做出反应，本文基于 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绿色因子和绿

色效率因子，构建了四因素模型，并采用沪深 A股 2009-2015年月度收益率数据进行实证

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界定的绿色公司的股票相比非绿色公司的股票

存在风险溢价，绿色效率较高的公司的股票相比绿色效率较低的公司的股票也存在风险溢

价，这恰好就是证券市场对绿色发展理念的一种正面反馈，即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绿色激励。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绿色因子；风险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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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基于股票组合与黄金的投资组合构建方式探究

俞慕寒，吴雷，赵艳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

摘要：考虑到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投资者往往会选择通过购买多支股票

构成的股票组合的方式来降低非系统性风险。而对于无法通过股票多元化的方式规避的系统

性风险，投资者则会通过购买黄金等等硬通货的方式进行“对冲”。所以，购买股票组合与黄

金构成的投资组合是一种金融市场中颇为常见且理性的投资方式。针对这一投资方式，本文

给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投资方式：即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以第一主成分向量中各支股票

对应的系数作为权重组建股票组合；然后再运用“Mean-VariancePortfolios”模型，在同时兼顾

风险与收益的前提下构建黄金与股票组合构成的投资组合。为使模型结果更为可信，本文运

用 Copula生成模拟样本的方式扩大了样本容量，并分别运用 ARIMA预测拟合与 CovClassic
方法计算股票组合收益率、黄金收益率的均值与协方差。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Mean-VariancePortfolios模型；Copula；ARIMA；CovClassic

2-12

中国上市公司违规事件的传染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2010-2016年沪深 A股数据

谭昕

中央财经大学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违规行业分布的差异，利用我国 2010-2016年各行业发生违规

的中国上市公司及其行业的面板数据，对企业违规的行业效应以及影响行业效应的因素进行

了重点分析。结果发现：在企业违规事件公告日前后，企业所处行业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差异

显著为负值。进一步研究表明，行业内企业发生违规时，集中度更低或杠杆率更低的行业所

受的传染效应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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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研讨三组：资本市场发展与投资问题2

3-1

主动风险披露与IPO定价效率研究——基于媒体报道和询价对象意

见分歧视角

张剑，郑宪芳，张椿丹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投资学系

摘要：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和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从风险质量和风险结构两个视角对招股说

明书中的风险部分进行处理，引入媒体关注度和询价对象意见分歧，研究其对 IPO定价效

率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当仅仅存在风险披露时，其对 IPO定价效率的影响并

不显著，但加入媒体报道和媒体关注度后，二者关系呈显著正相关，并且媒体关注度和询价

对象意见分歧都削弱了风险披露对 IPO抑价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 IPO高抑价

率的现象、IPO市场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主动风险披露；IPO定价效率；媒体报道；意见分歧

3-2

数字媒体关注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吗？

——基于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韩旺红，程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在数字化信息时代，数字媒体已代替传统纸质媒体，成为公共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

通过有效监督、信息作用和市场影响，愈加发挥出不可忽视的公司治理作用。本文基于 2013
年至 2015年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媒体关注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

响。研究发现，数字媒体关注抑制了企业在投资不足方面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一步地，数

字媒体关注通过影响企业委托代理成本和市场中投资者情绪进而对企业的投资效率发挥作

用。本文还发现，传统媒体关注同样抑制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政府干预会大大削弱

媒体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

关键词：数字媒体；投资效率；媒体关注；委托代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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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基于预期与未预期冲击视角

庄子罐，贾红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货币政策改革的关键时期，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实施效果呈现出新的

特点，对新时期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可以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政策制

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基于此，本文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

构建包含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的 DSGE模型，并运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以讨论货币

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包含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的模型表现效果更佳，并

且预期货币政策冲击对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更大；（2）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宏观

经济的影响程度更大，但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更具有效性。因此，中央银行应合理实

行前瞻性指引，引导公众形成可预期的货币政策环境，从而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另外，

我国在现阶段应该继续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并逐渐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规则进行转型，从

而合理发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

关键词：货币政策；预期冲击；DSGE；贝叶斯方法；宏观经济

3-4

中国“绿色”投资的收益与风险？—基于绿色基金的初步分析

危平，舒浩

中南大学商学院金融系

摘要：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对绿色投资的生态价值达成共识。但绿色投资是否

能兼顾环境绩效和财务收益的“双重”目标，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统一的结

论。本文以中国绿色基金的绩效评估为切入点来关注中国情境下“绿色投资”的收益与风险。

首先从环境金融、社会责任投资和金融创新的视角系统梳理了绿色投资研究的发展脉络，然

后选取 22只绿色基金，在选定市场基准和匹配的非绿色传统基金参照组的基础上，对绿色

基金进行了直接的收益与风险评价和基于单因素和多因素(Carhart 四因素模型)的风险调整

收益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基金投资者（绿色投资者）的收益敏感性。研究

发现：(1)基于单因素的绩效评价显示，现阶段，中国绿色基金所获得的风险调整收益要低

于市场基准和传统基金。（2）绿色基金的投资策略差异和成立时间长短对基金收益和风险有

影响。（3）基于 Carhart四因素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绿色基金的投资表现要显著差于

市场平均水平，市场风险因子、价值因子和动量因子可以较为客观地解释绿色基金的收益。

（4）绿色基金投资者的收益敏感性不高。本文的研究为尚有限的中国绿色投资研究提供了

新的直接的证据。

关键词：绿色投资；绿色基金；绩效；风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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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基于实时数据更新的动态投资组合研究

王跃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本文利用风险资产收益的最新数据，提出动态最优投资组合的新方法，以最小化投资

风险。文中利用溢出原理构建风险资产统计量的更新机制，用广义线性约束刻画更复杂的投

资需求约束，建立动态最优投资组合模型。应用矩阵广义逆及其性质，在理论上求解该模型

的最优解，并给出实现算法。为验证理论的正确性，本文选取 CAC 40指数，STI指数和 S&P

500指数这三种风险资产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应用，结果表明动态投资组合方法能显著改进

静态投资组合方法的性能，有效提高投资组合的回报率。

3-6
基于信号博弈的投行分析报告与企业承销商选择研究

郑又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运用信号博弈模型对投资银行分析报告与企业的承销商选择行为进行了分析，博

弈均衡分析结果显示，投资银行出具的起信号传递作用的分析报告实际上并不能反应其类

型。企业的策略选择由观察到投资银行报告之后的后验概率决定：当投资银行出具积极的报

告时，企业接纳其作为主承销商；当投资银行出具审慎的报告时，如果企业根据报告判断投

资银行为长期合作型的概率是否大于临界值，就接受其作为其主承销商，反之则拒绝。临界

值的大小与企业接纳机会主义者为承销商的道德风险成本、接纳长期合作者作为承销商带来

的费率折扣正相关，与企业承销总费用负相关。

关键词：信号博弈；投行分析报告；企业承销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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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基于 kelly模型优化的高频交易策略研究

陈俊华，王枢伟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摘要：高频交易近年来在我国日益流行起来，并不断推出新的交易产品，其大规模、高频率

的交易特点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然而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罕见盈利。基于技术和硬件设备的

不成熟，投资者更多地转向研究有效的投资策略。Kelly模型自产生以来，已被众多学者证

明了其最优性，而如何将其应用于高频交易策略中，则是高频交易者能否实现更高收益及更

小风险的关键。本文着重推导了 kelly 模型的最优投资比例，验证了资金的合理配置对于高

频交易收益率提升的作用。本文首先介绍了 kelly 模型的研究现状，从单资产 kelly 模型出发，

介绍 Kelly策略的原理，理论推导其最优增长性，并将最优资金比例延伸至两项及多项资产

的组合，推导出 Kelly模型最优资金分配比例的一般方程，求解最优比例。随后阐述了高频

交易的相关知识及三大交易策略，选取 5分钟的上证 50股指期货数据作为测试对象，借助

计算机平台进行模拟测试，分别对单一策略和组合策略，对比引入 kelly模型前后收益率及

财富增长率的变化验证 kelly模型资金分配的最优性。实证结果显示，kelly 模型应用于高频

交易策略后有效地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收益率。

关键词：高频交易；kelly模型；最优投资比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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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小芬，张文婧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摘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传导机制。实证研究

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实物期权和金融摩擦两种渠道抑制了中国企业投资，政策不确定

性的传导作用可归结为其对资本流动性价值的冲击。尽管两种传导渠道同时发挥作用，但是

在整个样本上实物期权机制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个体企业主导渠道的确定则依赖于企业自身

的财务状况，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越大的企业受金融摩擦渠道的作用越强。文章的政策含义在

于，一方面政府应当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透明度，从源头上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另一方

面应致力于减少资本流动性的实体摩擦和金融摩擦，以缓解对企业投资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投资；传导机制；实物期权；金融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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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Institutional Contexts and Contingency Effects of Power:

Executive Succession in Chinese Publicly Listed SOEs vs. non-SOEs

曲红燕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Abstract：Economic factors and powers are two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op executive

succession. However, although merely studied, the effects of both factors are embedded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s the firm is in China,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non-SOEs,

provides with a perfect natural setting for researching into the contingency effects of power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contexts. SOEs and non-SOEs represent for two sets of institutional contexts,

and also have different goals, incentives and agency problems. By empirically analyzing data from

Chinese publicly listed firms, this study found that both economic and power factors have weaker

effects on board chairman succession in SOEs than in non-SOEs.

Keywords:power; institutionalcontexts; corporate governance; executive successi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3-10
Balance Sheet Structure and Banking Vulner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荆中博，方意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系

Abstract: Tapping early warning indicators for banking crises is always an important topic. One

interesting and serious signature for banking fragility shown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s the

counter-cyclicality. We firstly construct a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s

behaviors and economic system risk. Results of simulations suggest that banks behaviors are

pro-cyclical in terms of noncore liability, leverage and holding riskless assets. Then we investigate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s of banks’pro-cyclical behaviors in the balance sheet on future banking

crises using the sample spanning from 1980M1 to 2016M10 in more than 100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low riskless assets and liabilities from other

domestic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igh liabilities from the foreign sectors, and high financial leverage

would increase a banking crisis.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indicators with about 30 months in

advance have the best predictive power for banking crises, indicating that our indicators are

forward-looking predi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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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监管者”还是“合谋者”：机构投资者的身份转变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异质性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曾夏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本文以 2004-2016 年中国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次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的二次项进行分析，探讨了我国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且从机

构投资者异质性角度出发，考察了基金、社保和券商三类机构投资者影响的差异性，最后还

深入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

例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存在反转态势，且三类机构投资者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异，而

该种影响通过影响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实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

本文不仅丰富了国内关于该类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为政府监管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股价崩盘风险；信息透明度

3-12

多元化经营程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邓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多元化经营战略是企业扩张的主要方式。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分析

多元化的动因、结果和影响因素，并且对多元化经营是如何影响企业价值这一问题存在较大

争议。在多元化经营战略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中，现有文献在变量测度指标体系和实证检

验等方面存在诸多局限性。本文从多元化经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这一问题出发，选取

2013-2016年沪深两市 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赫芬达尔指数和超额价值（EV）
分别作为衡量多元化经营程度和企业价值的指标，构造多元化经营程度和企业价值的回归函

数，对多元化经营程度和企业价值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多元化公司的企

业价值明显高于专业化公司，存在多元化溢价现象；此外，企业的多元化发展程度与企业价

值正相关。

关键词：多元化经营；企业价值；超额价值；赫芬达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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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金融部门宏观金融风险研究

——基于资产负债表和 CCA模型分析

王乔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本文首先编制了金融部门 2000-2016年资产负债表，发现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处于持

续扩张趋势，且金融部门资产占 GDP比重也处于上升趋势，说明我国金融市场不断深化。

但金融部门资产扩张主要是贷款和投资驱动，且对非金融部门贷款占 GDP比重也在一直上

升，我国债务融资占比过高现象并没有改善。然后利用 CCA模型测度了金融部门及其各行

业宏观风险，发现我国金融部门及其各行业债务杠杆率较高，债务违约风险对隐含资产波动

率变动特别敏感。而隐含资产波动率受市场波动影响很大，因此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稳

定对防范金融风险至关重要。

关键词：资产负债表；CCA方法；宏观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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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研讨四组：科技金融创新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4-1

中国企业风险投资(CVC)专业化投资策略对投资绩效的影响研究

张玉洁，宋砚秋，王瑶琪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摘要：随着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快速发展，企业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CVC）
也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与追求投资回报的 IVC不同，CVC更关注投资带来的技术、市场和

互补资源等战略效益。本文选取清科私募通数据库中截止到 2016年 6月 31日的 CVC数据，

对其专业化投资策略的投资绩效表现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行业专业化和阶段专业化

投资策略对 CVC机构的退出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区域专业化策略对 CVC 退出无显著影响。

进一步从 CVC的退出事件的投资收益进行研究发现，专业化投资策略对于 CVC的投资收

益率并无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专业化投资策略并不能带来更高的退出率和投资收

益率，中国 CVC的投资策略更多地考虑其母公司战略效益的实现。

关键词：企业技术创新；双重差分；影响机制

4-2

我国区域科技金融协同创新绩效研究：基于四链合作的视角

王玉峰，任灿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本文基于 2009～2014 年面板数据，研究“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政策链”合作视角下

我国 29个省市区域科技金融协同创新绩效。 研究发现：（1）静态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资源

配置能力、资源使用效率等多方面综合能力高于西部、东北地区，但是动态来看西部、东北

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高于东部、中部地区，存在较明显的后发优势和知识溢出效应；（2）
金融链的投入产出效率高，无投入冗余及产出不足，意味着其在创新活动中还处于投入不足、

利用率较高的上升期；（3）研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随时间变动呈现出轻微“U型”现象。

最后，本文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四链合作；科技金融；协同创新；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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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高消费者素质 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兼评消费者教育理论的局限性

张玉和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摘要：本文先概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已有文献，然后分析消费者素质的低下严重影响

我国的供给侧创新，最后提出以加强消费者教育为核心，多措并举提高消费者素质，助推供

给侧改革。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消费者素质；供需互动

4-4

中国上市公司过度融资对公司创新影响

——基于募投资金变更数据的研究

阮禹铭，刘志东，肖哲

中央财经大学

摘要：在我国首次公开募股及再融资采取核准制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行为

较为突出。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以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补充资金流动性为切入点，探究了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行为目的及其对公司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伴随原募集

资金投向变更为补充资金流动性，公司理财产品新增投入随之增加，同时，对于公司治理水

平较差的上市公司，其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后买入理财产品将严重影响其创新能力提升，这也

是限制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募集资金投向变更；补充资金流动性；研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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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普惠金融、风险准备金与投资者保护——以平台承诺担保为例

王璐颖，龚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在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极大的提高了金融包容性， 促进普惠金

融的发展。然而，其风险性逐渐与普惠性相背离，例如许多 P2P平台通过风险准备金向投

资者允诺本息保障诱入大规模资金实施庞氏骗局，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我们发现，在风险

较小的情况下，建立风险准备金是防止出现挤兑，保障投资者收益的重要手段，从而维护金

融稳定；在风险较大的情况下，风险准备金往往成为庞氏骗局诱导投资者投资的手段，一旦

破产将极大的损害投资者利益，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因此，在风控较好风险较小的机构如

银行，可通过风险准备金消除信息不对称，有效提升资金投资效率；然而在许多风控不成熟、

存在较大破产可能性的 P2P平台中，风险准备金往往成为借贷双方信息传递的屏障，加剧

信息不对称，引致投资者巨大损失。因此，需要根据相关机构项目的风险确认是否允许机构

设立风险准备金从而保障市场的有效性。在风险较大的投资市场，普通投资者由于缺乏金融

专业素养投资必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影响金融安全与稳定。

关键词：风险准备金；投资者保护；普惠金融；P2P平台；信息不对称

4-6

郑州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发展研究

张燕 郑州财经学院

摘要：近几年，郑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大提高，一跃成为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心。但当

前我市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矛

盾和问题也逐渐显现，煤炭、水泥、矿石等行业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产业利润大幅

下降。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标志着中国宏观调控思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未来将更加

强调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来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逐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和持久稳健发展。郑州市政府积极响应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示，从提高产品供给质

量的角度出发，优化和调整经济结构，矫正扭曲的要素配置，，使要素的使用更为有效，以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要任务，在能源产业及农业方面取得了明显

的成果。

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金融发展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严重阻碍着郑州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本文对此开展了调查和研究。

本文综合运用了金融机构理论、金融抑制理论、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创新理论以及文

献研究和资料检索、行业数据搜集等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对郑州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

支持状况进行分析，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

关键词：郑州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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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我国制造业降成本的方向

张玉和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摘要：本文在综述国内有关降成本文献的基础上，将成本上涨分为不合理的成本上涨和合理

的成本上涨，前者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然后提出政策建议：增加合理的成本、

降低不合理的成本以降低相对成本。

关键词：不合理的成本上涨；合理的成本上涨；相对成本

4-8

科技金融创新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分析

张丽

郑州财经学院

摘要：科技金融即是将科技与金融内生化，逐渐淡化科技与金融的边界，通过两部门合力形

成结合体，并促使结合体在科技体系及金融体系间流转满足科技的资金需求。科学技术是经

济结构转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通过科技创新加速产业升级成为我国由“中国制造”
转向“中国创造”的必经之路。创新过程中持续的资金需求及多重风险却使得科技发展面临阻

滞，发展科技金融就成为破解这个难题的有效途径。科技金融从本质而言，是以技术资本为

依托，为科技创新及产业成果转化提供系统化、集成化解决方案的创新性综合系统，具有高

风险性、高回报性、高知识含量、阶段演进性、政府与市场复合性、多层次性、人力资本渗

透性及管理资本介入性的特征。而这一综合系统的具体构成也包含了适宜和促进科技发展的

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及监督体系。

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必然以金融发展为前提，科技金融是科技与金融结合的高级阶

段，已经成为独立的金融范畴。近年来，科技创新节奏加快所带来的风险激增与传统金融机

构的稳健发展无法匹配，亟需全方位推进金融创新以破除传统金融模式的约束。本文认为，

在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爆发后，科技与金融出现融合并最终促使科技金融的形成，是科技与

金融经过一定时期互动发展后的产物，当适宜创新活动的金融资本停留在科技创新体系内部

从而形成自身循环发展的资金时，标志着科技金融形成的开始。

关键词：科技金融；创新环境；科技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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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影子银行、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淡永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自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影子银行逐渐为人们所关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入

手，运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研究影子银行发展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进而解释影

子银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然后加入企业创新变量，分析企业创新活动所遭受的融

资约束，继而分析影子银行的发展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本文使用 2011—2015年中国沪

深上市企业数据，结果发现，影子银行扩展了企业融资渠道，其发展能够降低企业现金持有

水平，减少企业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性，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其次，企业创新活动的实

施容易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影子银行的发展对企业融资波动具有平滑作用，使得企业创新

活动保持平稳持续。因此，对政府在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以及推动企业创新有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规范影子银行的发展，发挥影子银行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企业创

新融资波动的平滑作用；第二，继续推动金融体系的深化改革，完善金融体系融资作用。

关键词：影子银行；融资约束；企业创新；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

4-10

新三板挂牌企业高 R&D投入真的提高了企业绩效吗？

朱义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对高科技型、高成长性的新三板挂牌企业而言，R&D投入是其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关键所在。以 2011-2015年连续披露 R&D投入信息的 141家新三板挂牌企业为样本，对

企业 R&D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我国新三板企业 R&D投入水

平远高于主板、创业板等市场，但高 R&D投入严重影响了企业当期绩效；R&D 投入的滞

后期仅为 1年，与大中型企业相比明显偏短；高 R&D投入对促进企业绩效提高作用不明显，

维持在 5%-10%的研发强度研发效率最高；规模偏小与资本结构不合理制约了 R&D投入对

新三板企业绩效的提高。

关键词：新三板；挂牌企业；R&D投入；经营绩效



35

4-11

房价、区域创新绩效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 34个大中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伟涛，杨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创新和住房价格的快速增长，是目前我国经济状态下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本文采用

1999—2014年 34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房价和区域创新绩效间

的相互关系，以及产业结构对房价和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创新和房价

之间存在反向的相互关系，住房价格上升提高了区域创新能力，而区域创新能力增强反过来

抑制了住房价格上涨，同时产业结构对房价和区域创新都存在正向的作用。创新绩效对房价

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创新对房价的反向作用要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

关键词：房价；区域创新；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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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研讨会五组：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

5-1

政治周期、政企合谋与工业用地出让

——基于2007-2014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卢建新，陈兆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对中国2007-2014年281个地级市的数据实证分析显示，我国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会

会对地方政府的工业用地出让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党代会召开前两年，地方政府

工业用地出让规模与协议出让占比都会显著下降，而党代会后一年，这两个指标又会呈周期

性的回升。此外，在控制了工业用地出让的政治周期性之后，本地晋升的市委书记会显著提

升工业用地的出让规模与协议出让占比。工业用地出让行为的这种政治性表现证明了优化官

员晋升标准、改革土地出让制度的必要性，为最终实现要素市场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保障。

关键词：工业用地出让；政治周期；政企合谋

5-2

京津冀上市公司协同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探究

封文丽，张姗

河北经贸大学

摘要：雄安新区的设立不仅深入推进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还给京津冀上市公司带来了广阔的

发展机遇。未来雄安新区可能采用的“硅谷+华尔街”新型城区布局模式，将惠及京津冀地区

的高新技术业与金融业。基于雄安新区发展定位，深入探究京津冀两行业的上市公司协同推

进雄安新区建设。

关键词：京津冀上市公司；雄安新区；协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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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收入差异下的住房财富效应分化

——基于283个地级市数据和CHFS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卢建新 申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伴随着我国过去十几年的房价高企的是居民消费低迷，本文将收入分配结构因素纳入

LC—PIH模型，试图从收入分层角度寻找我国住房市场弱财富效应的根源。基于283个地级

市的面板数据和CHFS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房价对消费的影响具有门限特征：

中等收入城市的住房财富效应最为明显，而高收入城市和低收入城市相对较低；收入作用下

的家庭住房财富效应也呈现倒U形。总的看来我国住房财富效应较弱源于收入的结构性差

异，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可能导致房价上涨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被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

的消费抑制作用抵消。本文的结论对于渐进式转型时期如何基于收入差异制定细化政策通过

房地产市场拉动内需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键词：住房价格；居民消费；住房财富效应

5-4

珠江—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常玲，曹志伟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西桂林

摘要：目前，珠江—西江经济带内经济发展不均，加之行政区划壁垒，加大了珠江—西江经

济带产业协同发展的难度。因此，对珠江—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进行研究是亟需解决的

重大现实课题。依据产业运行阶段，在借鉴吸收马克思产业循环理论基础上，探讨产业协同

发展机制：驱动机制、运行机制及反馈机制。基于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的理论框架，珠江—西

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的作用机理包括要素投入驱动、产业耦合发展、产业自组织协同及产

业反馈等四方面内容。

关键词:产业协同发展；要素投入驱动；产业耦合发展；产业自组织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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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住宅开发投资与住宅价格变动关系研究

--基于 PVAR模型的实证

石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近年来，我国商品住宅开发投资与住宅商品房价格均呈现明显上涨趋势，但两者之间

的关系并不明确，是单向影响还是相互影响，或者是受共同的第三方影响均有待检验，仅仅

依靠观察面板数据并不能得到结论。一般认为，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商品住宅开发投资增加，

导致房地产供给增加，住房价格下降：另一方面，住宅商品房价格上升导致房地产销售额增

加，开发商投资需求也会增加。因此，二者之间更多可能是一个互引关系，本文基于2000-2015
年全国30个省会直辖市面板数据，通过建立PVAR 模型验证此结论的准确性。模型单位根

检验结果显示，住宅开发投资与住宅商品房价格都是平稳的，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格兰

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商品住宅开发投资是住宅商品房价格的长期格

兰杰原因，而住宅商品房价格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商品住宅开发投资的长期格兰杰原因；

随后进行的VAR 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其结果均可证实，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

影响的关系。脉冲响应结果进一步说明，住宅商品房价格对商品住宅投资的正向影响足以抵

消商品住宅投资对住宅商品房价格的负向影响，结果便是二者数量的同步增长。

关键词：商品住宅开发投资；住宅商品房价格；互引关系

5-6

新常态背景下的房地产市场——速度、结构与动力

李美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过去十几年，房地产业成为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引擎”。但是，随着我国经济

结构进入战略调整期，宏观经济持续下行，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房地产业也步入新常态。

“新常态”作为政治热词，2014年首次被国家领导人提出。国外学者对新常态的研究很少，

大多从宏观经济整体出发，讨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征。国内学者在研究房地产业的

新常态时，只是提出新常态下房地产市场的表现和特征，却没有对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房地产

市场的速度、结构和动力进行深入剖析。

本文首先从经济增速、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三方面介绍了经济新常态的特征，针对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给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再运用统计方法，对我

国房地产市场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总结出我国房地产市场新常态的六大特征，通过对新常

态下房地产市场的特征进行研究，总结了新常态背景下房地产市场的速度、结构和动力，从

而为新常态下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指明了方向，进而推进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关键词：新常态；房地产；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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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Explaining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CO2 emissions in China:

The rol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Tengfei Zhanga, Jun Yangb, Pengfei Shengc, Joshua D. Shackmand

Abstract: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CO2) has been discussed in
previous literature, however the results are inconsist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ffect on CO2 emiss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CO2 emissions for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2 in
consideration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We apply two urbanization indicator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CO2 emissions in China, these indicators thoroughly consider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Using the 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 (STIRPAT) model and dynamic panel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estimation techniqu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CO2
emission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urban resident popul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Urbanization increases CO2 emissions when measured by urban
resident population. Conversely, urbanization decreases CO2 emissions when measured by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pul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s results fo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 are discussed.

Keywords: Urbanization; CO2 emissions; Population migration; China; STIRPAT model.

5-8

Do Chinese Listed Firms’Cross-border M&As Improve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Acquirers Based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陈铯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

Abstract：This paper combines data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annual reports,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financial statements database and the Zephyr database from 2001 to 2015 to examine how
acquirers’ operating performance changes after cross-border M&A activities, and use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s a moderating factor to test whether or not firms’ performance during
cross-border M&A is affected by different degrees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he results
obtained for the whole sample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listed firms is fluctuant after
cross-border M&A within the sample years. It increases one year after the acquisition but drops
two years later and then follows an increasing trend again. The moderating factor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for the sample as a whole. However, after dividing the
sample into separate industry groups, it becomes clear that different industries have thei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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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helps Chinese listed firms to adapt to the
post-acquisition situation and even to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to some extent in the metal
mining industry and the business services industry.

5-9

Mixed Duopsony Competition for Grain and Pricing Strategies of

Agricultural Marketing Cooperatives

李子燃(Ziran Li)，Keri L. Jacobs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投资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Iowa State University Hang Qian MathWorks, Inc.

Abstract：We develop a mixed duopsonistic model to examine the role of a marketing cooperative
in competition for grain under output price uncertainty. We analyze an open-membership
cooperative, whose objective function takes into account the degree to which it is integrated with
its member-owners. We characterize this integration in two aspects: 1) the cooperative’s altruism
towards members, and 2) the cooperative’s risk appetite relative to that of its members. We derive
the market equilibrium changes as the cooperative’s strategic policies vary along these dimensions.
A robust analytic result is that an open-membership cooperative competing against an
investor-owned firm will achieve a smaller market share and be less profitable.

5-10

基于博弈论的PPP项目风险分担机制研究

王佳音

兰州财经大学

摘要：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逐渐出现产能过剩、投资和消费失衡等问题，尤其是投融资领

域存在不少问题，如投资主体不明确、融资难度大、政府未能积极引导以及相关制度不完善

等。所以，要想打破这个僵局，高效、灵活运用资金的 PPP 融资模式是一种极佳的选择。

我国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融资模式，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了国家基础设施

建设中，由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PPP项目。由于大多 PPP 项目具有投资大、时间长、风险

高、合同结构复杂等特点，PPP 项目中存在的主要风险能否被有效合理地分配成为了项目

成败的关键。

本文首先整理了国内外研究文献，介绍了 PPP 项目相关概念、特征以及运作机制，明

确了 PPP 项目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并将 PPP 项目风险主要划分为五类。依据分担主体的风

险偏好系数构建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在此基础上引入某企业养殖 PPP 项目案例，对

该项目的背景、方案、主要参与方、相关机制以及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介绍，然后分析了该

企业 PPP 养殖项目所包含的风险类别及其在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风险分担方案。同时通

过博弈论的方法推出风险分担的两条重要原则，再结合案例分析该企业养殖项目的最优风险

分担方案。

关键词：PPP项目；博弈论；风险分担



41

5-11

我国PPP项目投资分布特征与区域财政关联性研究

王家华，秦佳，谢娜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6

摘要：面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严峻形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被提升至

改革全局战略高度。随着 PPP 模式大规模推广应用，PPP 项目投资分布特征及其可能带来

的财政风险受到各方关注。本文基于财政部 PPP 综合信息项目库的大样本数据，从行业与

空间角度分析 PPP 项目投资分布特点，探索 PPP 项目投资额与地方财政收支关系。研究发

现：（1）全国不同地区受其经济状况和地理环境影响，各省 PPP 发展阶段及其分布特点存

在显著差异；（2）不同财政支出水平省份 PPP 项目投资额与地方财政收支呈现负相关的分

布趋势；（3）部分欠发达省份 PPP项目投资额与其政收支严重不匹配，隐藏着较高 PPP 项

目财政风险。建议加强 PPP 项目财政风险监控，逐步降低政府付费类型 PPP 项目投资，避

免低质 PPP项目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

关键词：PPP模式；项目投资；空间分布；财政风险

5-12

我国人口结构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研究

——基于31个省份的实证分析

陈洋，易亚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中国金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

摘要：自2004年以来，截至2016年底，我国商品住宅价格年均增长达到了10.2%，其中2016
年涨幅更是高达16.6%。对此，不少学者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但鉴于引

起商品住宅价格变化的原因较多，得到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而人口作为住宅需求的主体，

对商品住宅价格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人口的结构因素众多，其作用过程均在于通过对住宅供

求平衡产生影响进而引起商品住宅价格的波动。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人口结构

的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住宅需求和供给，从而引起商品住宅价格的变化。本文从人口结构

的角度出发，探讨引起商品住宅价格变化的各个人口结构因素及其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998—2015年我国31个省份人口结构对住宅价格的影响进行验证，并利

用聚类分析将31个省份划分为三大类区域，对各个区域人口结构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差异进行

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人口自然结构中，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均对商品住宅价格产生

负向的影响；而在人口社会结构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非农产业从业人

员占比的增加均会促进住宅价格上升，而家庭平均户规模与商品住宅价格之间存在负向关

系，在人口婚姻结构中，有配偶人口比重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人口地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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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人口城镇化率与商品住宅价格存在着正向的关系，常住流动人口比例的增加也会引起

商品住宅价格的上升。此外，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最后，本文从人口结构角度为稳定住宅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人口地域结构；商品住宅价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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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研讨会六组：创业及风险投资与投资学学科建设

6-1

“一带一路”倡议下高校投资人才培养问题研究

高杰英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不断扩大，大而不强的中国金融业在新的开放状态下

面临风险，但是高校投资人才培养没有做出相应调整。目前投资人才培养中存在着四个问题：

缺乏“中国制度”的经济理论基础、缺乏“中国金融”专业课程与案例、缺乏“中国标准”的学科

评价与评聘、缺乏“中国文化”通识教育与领悟，在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原则下高校投资人才

培养理念和实践急需改革。作者就经济学基础、投资专业课程体系、教师评聘、通识教育四

个方面，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金融强国的投资人才培养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安全；中国制度；中国金融；中国文化

6-2

建立中国本土经济学类教材体系的经济学分析

——以《投资学》教材为例

贺显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

摘要：目前可供国内高校使用的经济类教材虽然数量众多，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典教材极度

缺乏。中国经典经济学类教材的写作，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推动中国经典经济学

类教材的发展，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大力扶持、规范现有经济学类教材的使用、加强对复印教

材的整治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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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投资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陈玲，黄惠晶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近年来，国内教育界里有一个新兴名词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迅速进入国人

的视线并成为焦点——“双一流”建设。投资学是一门兼具理论性和实用性的综合性学科，同

时又是我国一门发展起步较晚、发展仍不够完善但极具发展前景的学科。全球化的趋势及我

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对投资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因此，本文

选取“双一流”建设为研究背景，首先，阐述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并介绍投资学的发展情况；其

次，为了全方面定位高校的投资学科，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对投资学的学科建设与

人才培养评估模型，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投资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对滞后的原

因；最后，提出“双一流”背景下投资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双一流”；投资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6-4

普惠制金融背景下校园金融服务供给的实践与探索

——以浙江树人大学小微创投工作室为例

董自光，陈英

浙江树人大学

摘要：按照普惠制金融构建覆盖社会各阶层、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金融服务体系的基本要求，

本文在分析校园金融服务的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浙江树人大学在人才培养改革和

实践过程中搭建的校园金融服务平台，以学生为主体成立小微创投工作室，满足校园金融服

务需求进行的实践和探索。

关键词：普惠制金融；校园金融服务平台；小微创投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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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完善“受益者付费”制度创新公共投融资体制

马祖琦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从“使用者付费”的适用条件入手，分析了该模式在解决公共物品“外部性”方面存在的

缺陷。在此基础上，对“溢价回收”的理论渊源进行回顾，发现“受益者付费”是“溢价回收”理
论的重要落脚点，在应对公共物品外部性方面比“使用者付费”更具制度优势。然后结合“溢
价回收”的政策工具，简要评述了“受益者付费”制度在消除“外部性”方面的实践进展。认为

将“受益者付费”制度引入公共投融资领域，在化解公共投资活动中的利益失衡危机和投融资

困境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探索“受益者付费”制度，能够为解决公共投资的“外部性”奠定充分

的法理依据。

关键词：使用者付费；受益者付费；溢价回收；融资模式

6-6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身份危机，何去何从？

——基于马克思经济哲学视角

赵瑞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2017年 4月 26日，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司法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证监会六部

委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50号文），再次明确了地方

政府与融资平台公司的边界，规定融资平台公司在境内外举债融资时，应当向债权人主动书

面声明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并明确自 2015年 1月 1日起其新增债务依法不属于地方政府

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整改多年，转型依然面临较大阻力，不仅频发融资乱象，潜藏

财政金融风险，最终更制约社会经济效益实现。本文以马克思经济哲学视角，在分析地方政

府平台融资行为深层动因的基础上，着力平台公司转型路径研究，探索解决当前融资乱象的

可行对策。

关键词：经济哲学；政府投资；平台公司；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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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经济发展水平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门限效应

——兼评中国“非理性”对外投资

周先平，谭本艳，向古月，刘仁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激增 44.1%，2017 年上半年又同比陡降 42.9%，跨境

资本流动问题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新古典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资本的边际回报显著下降，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方向可能会出现结构性变化。本文基于

Alfaro et al. (2014)建立的国际资本流动数据库，逐步滤出跨境资本净流入中不满足“新古典”
假定的干扰成分，将现实的资本流动逼近为“新古典”世界中的资本流动，并采用 Chudik et
al.(2017)提出的参数异质性动态面板门限模型（Dynamic Heterogeneous Threshold Panel Data
Model）检验了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对跨境资本流动存在门限效应。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到一

定阶段之后，跨境资本净流入的规模会出现结构性降低，支持了新古典理论关于资本流动方

向的判断；另外，就世界一般性规律而言，中国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跨境资本流动发生结构

变化的水平，还不足以支撑大规模资本持续净流出，应该

对“非理性”对外投资进行适当管制。

关键词：经济发展水平；跨境资本流动结构；“非理性”对外投资；参数异质性动态面板门限

模型（DHTPDM）

6-8

我国 OFDI动机的动态变化研究：基于金融危机前后数据的再检验

宗庆庆，方芳，杨一粟

上海财经大学投资系

摘要：近年来，中国 OFDI在连续快速增长。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进行区位选择是 OFDI决
策的重点，而企业的投资动机对区位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中国企业 OFDI的动机越来

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以 Buckley（2007）的投资引力模型为基础，基于 2003-2014年中

国对 19个 OECD（世界经合组织）国家的 OFDI流量数据和 2005-2014年中国对这 19个国

家的投资项目数据，探究中国对发达国家 OFDI动机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将数据在全时段、

金融危机前时段和金融危机后时段分别进行回归，探究投资动机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

（1）从整体上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 OFDI具有市场寻求型动机，是否具有自然资源寻求

型动机还有待商榷。（2）以动态的视角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 OFDI动机在金融危机前后存

在着显著差异。金融危机前，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进行投资；金融

危机后，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绝对市场规模较大、通胀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投资。

关键词：OFDI；发达国家；投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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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公司创业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

——基于创业板的实证分析

方芳，宗庆庆，夏晓琪

上海财经大学投资系

摘要：公司创业投资在初期便成为了我国创业投资市场的主力军。深入研究公司创业投资对

提升我国创业企业价值增值、积极引导公司创业投资的发展、完善我国创业投资市场体系以

及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价值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过往文献几乎基于投资

方角度讨论公司创业投资产生的影响，本文创新性地从受资企业的角度出发，以我国创业板

市场上截至 2015年底的所有 486家上市企业作为样本，实证分析公司创业投资活动对受资

企业价值增值的影响以及内在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在 IPO表现方面，接受 CVC
活动的上市公司略优于无 CVC 背景的上市公司；（2）公司创投总体上对受资企业价值增

值具有积极影响，与企业价值指标托宾 Q显著正相关。（3）公司创业投资的高持股比例可

以提高公司的绩效。但公司创投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并不对公司价值产生显著作用，说明持股

比例也并非越高越好，投资公司可能更倾向于参股而非控股。（4）投资双方的行业相关性

对企业价值影响不显著；（5）进一步探讨创投对企业价值增值的传导机制，我们发现 CVC
背景与企业研发费用显著正相关，而企业的研发支出又与企业价值成显著正相关关系。CVC
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企业成长，实现价值升值。

关键词：公司创业投资；企业价值；传导机制

6-10

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广东的实地调研

徐枫，谢云谦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摘要：创业投资能够较好地契合新兴产业的特征，通过推动创业投资的发展以期带动新兴产

业的发展，是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如何引导和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

发展，助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结合理论研

究和实务经验设计调研问卷，采取问卷调研的方式对广东创业投资机构进行调研，获取大量

一手数据，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创业投资发展影响因素。从广东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的发

展现状、发展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并借鉴国内外发达地区创业投资成功经验，从“行业、阶

段、人才、政策力度”四个维度为核心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创业投资；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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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文化差异背景下的跨境风险投资策略研究

——来自中国 2000-2015的经验

杨晔，邱知奕，陈蓉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摘要：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投资者的外来者劣势，联合投资对此有部分平抑作用，但

建立和维护联合投资造成交易成本。借鉴 Hofstede和 GLOBE指数测度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文

化差异，采用含有二次项的 Probit模型分析 2000~2015中国跨境风险投资数据，发现文化差

异对跨境投资策略的影响呈 U型，即当文化距离造成边际成本大于联合投资的边际成本时，

投资者将进行联合投资。同时，投资策略受到项目规模、投资者网络地位、融资时期等因素

的影响。

关键词：联合投资；文化距离；Probit模型；U型

6-12

公司创业投资与技术创新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吴泳涛，凌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公司创业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简称为 CVC）已成为大公司获取外部技术

资源的重要手段，但CVC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鲜有研究进行讨论。本文以 2007～2015
年在 A股和 H股首次公开上市的中国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创业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

新的影响及可能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CVC的持股比例与创业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

U型关系；CVC 持股比例的增加促进了创业企业创新绩效，但边际效应逐渐递减。进一步

考察潜在的机制发现：一方面，CVC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来降低融资约束对创业企业技术

创新的限制；另一方面，CVC母公司的行业资源为创业企业提供的技术资本和企业社会资

本可以使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从而促进创新。本文揭示了 CVC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

影响及可能的机制，为国家利用资本市场推进创新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公司创业投资；技术创新；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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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中国企业风险投资(CVC)专业化投资策略对投资绩效的影响研究

张玉洁，宋砚秋，王瑶琪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摘要：随着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快速发展，企业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CVC）
也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与追求投资回报的 IVC不同，CVC更关注投资带来的技术、市场和

互补资源等战略效益。本文选取清科私募通数据库中截止到 2016年 6月 31日的 CVC数据，

对其专业化投资策略的投资绩效表现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行业专业化和阶段专业化

投资策略对 CVC机构的退出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区域专业化策略对 CVC退出无显著影响。

进一步从 CVC 的退出事件的投资收益进行研究发现，专业化投资策略对于 CVC 的投资收

益率并无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专业化投资策略并不能带来更高的退出率和投资收

益率，中国 CVC的投资策略更多地考虑其母公司战略效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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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线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金谷国际酒店）位置及乘车路线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民族大道 307号金谷国际酒店（位于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南湖校区东二门口，电话：027-52111111）

乘车路线：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鄂尔多斯市委党校位置及乘车路线.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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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金谷国际酒店）

地铁 2号线（汉口火车站）至地铁 2号线光谷广场站下车（从 C口出站，下同），步行至民

族大道光谷广场公交车站，乘坐 732/583/572/739/915/902路公交车至民族大道东山头站，下

车后前行约 500米即到。

出租车：约 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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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金谷国际酒店）

地铁 4 号线（武昌火车站）至地铁 4 号线（中南路站）站内换乘地铁 2 号线至地铁 2 号线

光谷广场站下，步行至民族大道光谷广场公交车站，乘坐 732/583/572/739/915/902路公交车

至民族大道东山头站，下车后前行约 500米即到。

出租车：约 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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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金谷国际酒店）

地铁 4 号线（武汉火车站）至地铁 4 号线（洪山广场站）站内换乘地铁 2 号线至地铁 2号

线光谷广场站下，步行至民族大道光谷广场公交车站，乘坐 732/583/572/739/915/902路公交

车至民族大道东山头站，下车后前行约 500米即到。

出租车：约 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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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金谷国际酒店）

地铁 2 号线（天河机场站）至地铁 2 号线光谷广场站下，步行至民族大道光谷广场公交车

站，乘坐 732/583/572/739/915/902路公交车至民族大道东山头站，下车后前行约 500米即到。

出租车：约 1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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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时刻表

线路名称
首班车

（非乘坐站发车时间）

末班车

（非乘坐站发车时间）

地铁 2号线 06:00 22:30

地铁 4号线 06:00 22:30

732 06:35 21:35

583 05:40 21:30

572 06:00 21:00

739 06:00 21:10

915 07:10 19:50

902 06:30 23:30

538 05:30 21:00

590 06:40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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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轨道交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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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武汉天气情况

穿衣指南

16℃左右的天气，不算太冷，但如果下起小雨来那也是凉飕飕的，建议穿着加厚外衣配

上休闲裤，里面加个打底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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