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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和高质量发展”高端学术研讨会

会议手册

主办方：

广东财经大学

协办方：

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

承办方：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珠三角科技金融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防控”广东省创新研究团队

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地方金融研究院”

·广东财经大学

2020年 1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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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微信点击“扫一扫”，关注公众号：

中国工业经济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珠三角科技金融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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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3日

会议报到

时间：12:00-21:00

地点：广东财经大学丽枫酒店（琶洲店）

11月 14日

一、会议报到

时间：7:30-9:00

地点：广东财经大学正心堂（图书馆）

二、开幕式

时间：9:00-9:15

地点：广东财经大学正心堂（图书馆）

主持人：邹新月（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郑贤操书记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李雪松书记致辞

三、集体合影

时间：9:15-9:30

地点：广东财经大学图书馆北门

四、嘉宾主题演讲

时间：9:30-12:10

地点：广东财经大学正心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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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场

主持人：邹新月（广东财经大学）

演讲题目： 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构建新发展格局

演讲嘉宾： 李雪松（中国社会科学院）

时间：9:30-10:00

演讲题目： 中国金融周期的区域溢出效应

演讲嘉宾： 曹廷求（山东大学）

时间：10:00-10:30

会间休息：10:30-10:40

下半场

主持人： 王燕梅（中国社会科学院）

演讲题目： 中国非正规金融的风险与监管

演讲嘉宾： 张强（湖南大学）

时间：10:40-11:10

演讲题目：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及统计评价

演讲嘉宾： 宋旭光（北京师范大学）

时间：11:10-11:40

演讲题目：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演讲嘉宾： 王爱俭（天津财经大学）

时间：11:4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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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午餐

时间：12:15-13:30

地点：广东财经大学丽枫酒店二楼博雅轩

六、论文研讨

每位汇报人报告论文 25分钟；点评人评论 10分钟，评论意见以 PPT形式报告，请每位点

评人提前准备好评阅意见 PPT。论文按分组已随本邮件发送给各位点评人。

分论坛一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金融稳定

时间：13:30-17:05

地点：广东财经大学北三 301

腾讯会议号：712406079

会议二维码：

上半场

主持人：游家兴（厦门大学）

演讲题目：重大疫情与上市公司信息环境——基于 2003年 SARS效应的实证检验

汇报人：曹太云（厦门大学）

点评人：游家兴（厦门大学） 方意（中央财经大学）

时间：13:30-14:05

演讲题目：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下全球金融市场风险演变及我国金融市场风险防控

汇报人：邵稚权（中央财经大学）

点评人：游家兴（厦门大学） 聂聪（武汉大学）

时间：14:05-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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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疫情后的现金持有：预防性动机与风险学习—来自 SARS的证据

汇报人：聂聪（武汉大学）

点评人：方意（中央财经大学）曹太云（厦门大学）

时间：14:40-15:15

会间休息：15:15-15:20

下半场

主持人：邱志刚（中国人民大学）

演讲题目：外部冲击、债务杠杆与城镇居民家庭脆弱性——兼论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影

响

汇报人：周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点评人：邱志刚（中国人民大学） 李亚青（广东财经大学）

时间：15:20-15:55

演讲题目：量价货币政策冲击识别、传导渠道及突发事件应对

汇报人：莫毅超（西南财经大学）

点评人：周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渠宇轩（厦门大学）

时间：15:55-16:30

演讲题目：灾难冲击下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定向调节效果研究

汇报人：渠宇轩（厦门大学）

点评人：邱志刚（中国人民大学） 周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时间：16:30-17:05

分论坛二 金融监管与金融风险

时间：13:30-17:05

地点：广东财经大学北三 302

腾讯会议号：432485010



7

会议二维码：

上半场

主持人：项后军（广东金融学院）

演讲题目：地方政府信用风险与我国城投债风险定价---基于资管新规的发现

汇报人：邱志刚（中国人民大学）

点评人：项后军（广东金融学院） 罗勇根（广东财经大学）

时间：13:30-14:05

演讲题目：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宏观审慎监管与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

汇报人：李兴申（中央财经大学）

点评人：罗勇根（广东财经大学） 王倩颖（暨南大学）

时间：14:05-14:40

演讲题目：流动性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中国银行业监管改革的断点回归

分析

汇报人：王倩颖（暨南大学）

点评人：项后军（广东金融学院） 李兴申（中央财经大学）

时间：14:40-15:15

会间休息：15:15-15:20

下半场

主持人：樊纲治（广州大学）

演讲题目：去杠杆政策会加速公司流动资产周转么？----基于代理成本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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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人：秦海林（天津工业大学）

点评人：樊纲治（广州大学） 郭文伟（广东财经大学）

时间：15:20-15:55

演讲题目：ETF 是系统流动性风险的一个来源吗?

汇报人：张露（厦门大学）

点评人：樊纲治（广州大学） 郭文伟（广东财经大学）

时间：15:55-16:30

演讲题目：优化信贷结构视角下家庭债务结构与家庭创业行为

汇报人：樊纲治（广州大学）

点评人：张露（厦门大学） 秦海林（天津工业大学）

时间：16:30-17:05

分论坛三 资本市场与金融机构风险

时间：13:30-17:05

地点：广东财经大学北三 303

腾讯会议号：823516383

会议二维码：

上半场

主持人：张一林（中山大学）

演讲题目：“多而不能倒”系统性风险—基于银行羊群行为与金融稳定的研究

汇报人：荣宇浩（南开大学）

点评人：张一林（中山大学） 吴年年（西南财经大学）

时间：13:3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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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中国股票市场资产价格泡沫度量及其行业间传染效应研究

汇报人：林思涵（吉林大学）

点评人：张一林（中山大学） 李嘉琪（华南理工大学）

时间：14:05-14:40

演讲题目：网络特征、风险承担与金融机构效率

汇报人：李嘉琪（华南理工大学）

点评人：马超（广东财经大学） 吴年年（西南财经大学）

时间：14:40-15:15

会间休息：15:15-15:20

下半场

主持人：展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演讲题目：银行贷款信息的宏观预测价值：基于中国制度环境的研究

汇报人：吴年年（西南财经大学）

点评人：马超（广东财经大学） 荣宇浩（南开大学）

时间：15:20-15:55

演讲题目：员工持股计划与高管在职消费：激励相容还是激励不足

汇报人：马超（广东财经大学）

点评人：展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荣宇浩（南开大学）

时间：15:55-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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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四 金融科技与高质量发展

时间：13:30-17:05

地点：广东财经大学北三 304

腾讯会议号：314437212

会议二维码：

上半场

主持人：沈军（暨南大学）

演讲题目：疫情对房屋市场的传染效应研究： 来自于广州的微观数据

汇报人：张帅（北京大学）

点评人：沈军（暨南大学） 刘晓光（中国人民大学）

时间：13:30-14:05

演讲题目：数字普惠金融与小微企业成长——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汇报人：谢凯（西南财经大学）

点评人：张帅（北京大学） 郭广珍（广东财经大学）

时间：14:05-14:40

演讲题目：区块链共识机制策略选择模型

汇报人：郭广珍（广东财经大学）

点评人：沈军（暨南大学） 谢凯（西南财经大学）

时间：14:40-15:15

会间休息：15:15-15:20



11

下半场

主持人：江飞涛（中国社会科学院）

演讲题目：创新型政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视角

汇报人：游家兴（厦门大学）

点评人：江飞涛（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晓萍（中南大学）

时间：15:20-15:55

演讲题目：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分析框架、 TFP 测度与驱动因素

汇报人：刘晓光（中国人民大学）

点评人：江飞涛（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晓萍（中南大学）

时间：15:55-16:30

演讲题目：客户文本信息披露的溢出效应——基于供应商创新的经验证据

汇报人：罗勇根（广东财经大学）

点评人：江飞涛（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晓萍（中南大学）

时间：16:30-17:05

七、闭幕式

时间：17:10-17:30

地点：广东财经大学北三 303

主持人：蔡卫星（广东财经大学）

总结发言：王燕梅（中国社会科学院）

段军山（广东财经大学）

八、晚餐

时间：17:30-18:00

地点：广东财经大学丽枫酒店二楼博雅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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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会议联系人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闫晓琴 电话：13533320777

郑玉航 电话：15573194991

《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

覃毅 电话：1860116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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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

《中国工业经济》创办于 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

究所主办，是中国产业经济、企业管理领域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

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

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

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

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三、四届优秀

期刊奖连续 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

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 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 8年荣获中国最具国

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19）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

科学 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发端于 1988年广东财经大学与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合办的

投资经济专业。三十余年来，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扎根南粤大地，坚持与广东发展同频共

振，面向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金融需求，按照“以一流本科教学为立院

之本、以一流科学研究为强院之基、以一流社会服务为兴院之源”的战略思路，积极探索以

“国际化视野、本土化洞察、创新型思维、应用型技能”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人才培养模式，

加快构筑以“夯实基础、面向前沿、突出特色、占位发展”为指引的金融研究高地，向着建

设“华南领先、国内一流的金融学院”而不懈努力。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具有相对完整的学科结构。金融学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和广东

省名牌专业，2003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年获批全国首批金融硕士（MF）学位授予

权，2011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支持下获批科技金融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博士项目，以金融学科

为主要支撑方向申报的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为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具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67 人，其中教授 16

人，具有博士学位专任教师 64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人，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人，广东省珠江学者 2人，南粤优秀教师 2人，广东省高校“千百十”

工程培养对象 3人，40%以上教师具备海外经历。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研究成果。2008年以来，学院累积承担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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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后期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青年

项目）40余项，省部级项目 60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00余篇，其中《经济研究》《管

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Economics

Lett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等国内外权威期刊 50余篇，2篇论文入选基本科

学指标（ESI）全球 0.1%热点论文；荣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以及广东省自然科学三等奖等一系列省部级奖励。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形成了特色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学院深刻领会“国以才立，业以

才兴”的重要思想，将高层次金融人才培养放在核心位置，以高水平科学研究培养创新型思

维，以实验实践教学培养应用型技能，以中外协同办学培养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洞察，形成

了具有广财特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位一体”互动发展模式。

珠三角科技金融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中心（下称“协同中心”）于 2014年 5 月由广东省

教育厅批准在广东财经大学设立，是广东省首批 20个协同创新平台之一，2019年正式入选

“中国智库索引”（Chinese Think Tank Index，CTTI）来源智库之一。协同中心依托广东财

经大学经、管、法省级优势重点学科，整合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银行和佛山高新区等

校外优势资源，面向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过程中的金融需求，以多学科协同创新

为核心，以政产学研协同为路径，积极服务需求，主动宣传推介，致力于打造以“信得过、

用得上、接地气”为方向的新型金融改革与发展智库。近年来，协同中心相关政策研究成果

相继提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工信部以及广东省市相关政府部门；先后服务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石化广东石油公司、广州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区、广州国

际金融研究院等一批企事业单位；“广州指数”、“广州金融投资者教育基地”、“湾区经济发

展国际论坛”等一批社会服务成果已经成为协同中心品牌项目。

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地方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是于 2020年

3月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广东财经大学设立。研究院由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邹新月教授作为带

头人，依托“地区金融风险监测防控研究团队”广东省创新团队。研究院团队是一支实力雄

厚的研究队伍，主干成员入选省科研团队，团队成员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和青年项目等国家级课题 12项；研究院团队具备学科交叉的鲜明特色，有关金融理论的研

究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Journal of Business Eth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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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Letters、Economic Modeling等知名期刊，有关大数据处理的研究发表在《中国科

学》、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 等知名期刊，有关系统优化

建模的研究发表在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

Research等知名期刊。地方金融研究院致力于推动地方金融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提高科学

研究水平和决策咨询服务能力，努力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地方金融理论创新中心、数据共享

平台、决策咨询智库和人才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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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路线图

校内指引：

11月 14日论坛上午主题演讲的地点在图书馆正心堂，下午分论坛的地点在北三教学楼，

具体位置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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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指引：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东财经大学

【公交】建议乘坐广州地铁，具体路线如下：（耗时大约 1小时 19分钟）

机场 地铁站

↓3号线（北延段）（体育西路方向）

体育西路 地铁站

↓3号线（番禺广场方向）

客村 地铁站

↓8号线（万胜围方向）

新港东（D出口）

然后往南步行 300米到达学校东北门，再步行到南校区丽枫酒店办理报到手续。

【打车】全程共 49公里，耗时大约 1小时 5分钟。

2. 广州南站广东财经大学

【公交】建议乘坐广州地铁，具体路线如下：（耗时大约 1小时 6分钟）

广州南站 地铁站

↓2号线（嘉禾望岗方向）

昌岗 地铁站

↓8号线（万胜围方向）

新港东（D出口）

然后往南步行 300米到达学校东北门，再步行到南校区丽枫酒店办理报到手续。

【打车】全程共 21公里，耗时大约 4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