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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教育厅来中心考察工作

3 月 16 日，湖北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王强、副处长饶贵安等一行 4

人来我院，就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的制度建设、发展情况、

项目成果等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湖北经济学院科研处处长刘国武、副处

长颜莉、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许传华、副主任戴静参加

了调研。

中心主任许传华对省教育厅科技处调研团来中心调研表示热烈欢迎，

并介绍了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发展历史、工作成效、服务地

方社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王强对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

示，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要始终抓住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

题，致力于帮助政府部门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教育厅也将进一步加大支

持，促进研究中心科研水平的提升。

我中心连续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

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成员在中心建设的支持下，科研水

平显著提升。2016 年度，一批高水平科研论文相继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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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静课题组

戴静、叶翠红、陈义国、许传华在《金融评论》2016 年第 3 期发表

论文《质量信号对众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来自京东商品众筹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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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红课题组

王国红、王擎在《经济评论》2016 年第 1 期发表论文《中国银行业

市场力与稳定性关系研究——基于 Boone 指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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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红、王擎在《金融评论》2016 年第 2 期发表论文《新常态下中

国银行业的成本效率研究》。

胡俊明主任应邀来中心做学术交流

4 月 14 日上午，湖北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胡俊明应邀为中心研究人

员深入论述了“金融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大有作为”专题。本次学术交流

活动由中心主任许传华主持。

胡俊明立足国家及湖北省层面的金融发展与改革，重点阐述了武汉城

市圈科技金融创新、湖北自贸区试点改革、投贷联动试点、县域金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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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村金融合作试点、金融风险控制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等内容。

他希望广大研究人员充分利用现有平台，近期可以重点研究湖北省农

村商业银行改制前后的变化，通过对现状的深入分析，提出若干有针对性

的对策建议。同时也要密切关注湖北自贸区试点改革中的金融动向，加强

金融风险领域的深入思考，不断形成标志性成果，努力推动地方金融改革

与发展。

许传华当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名誉理事

4 月 17 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换届大会暨第七届理事会第一

次会议在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易刚，全国人大财经

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七届理事会，我中

心主任许传华教授当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七届理事会名誉理事。

方洁教授应邀来中心做学术交流

5 月 5 日下午，武汉市金融工作局局长方洁应邀为中心研究人员深入

阐述了“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作用”专题。本次学术交流活动由中心主任

许传华主持。

方洁从去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 1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

议、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3月全国两会、4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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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第 40 次集体学习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谈起，重点阐述了当前金融形势及

其面临的主要风险。

她从资产泡沫风险、企业债务风险、民间集资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

校园贷风险等方面集中分析了现阶段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结合地方金融

改革与创新实际，她强调指出，推动地方金融发展，一要稳定金融市场，

维护金融稳定；二要加强金融监管，注重防范隐性金融风险；三要进一步

深化金融改革，打造地方金融品牌；四要稳定市场预期，不断为市场增信。

我中心承担 “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

心 2017 年 2 项重点项目

5 月 6 日，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2017 年重点项

目发布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湖北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

银行武汉分行、湖北省银监局、湖北省发改委等部门领导，汉口银行、湖

北银行等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及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等高校专家学者 50 余人参加。

会上，发布了“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2017 年

重点项目，共计 10 项。我中心吴少新教授、许传华教授作为负责人分别

承担了《湖北省供给侧改革（去杠杆）金融支持体系研究》和《湖北省绿

色（生态）金融体系研究》2 项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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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旭教授应邀来中心作学术交流

5 月 13 日下午，中心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

旭为研究人员深入阐述了“货币政策调控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专题。本

次学术交流活动由中心主任许传华主持。

何德旭在报告中围绕货币政策调控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诸多领域

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是货币政策领域。他从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界定说起，

通过对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结合货币政策传导不

畅的具体问题，强调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加强货币政策结构调整。

二是金融安全问题。他在分析现阶段多种金融风险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强

调指出要加强区域性金融风险和结构性金融风险管控的重要性。三是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他围绕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具体实践，集中分析了加强投贷

联动试点、产业链金融运行等相关思路。四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他通过

对金融监管的理念、方式方法、基本内容的分析，重点探讨了金融监管存

在的主要障碍及其改革方向。

3 项课题获批 2017 年湖北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立项

根据湖北省教育厅文件，2017 年度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立项名单公布，我中心 3项课题获批立项。其中，中青年人才项目 1 项，

指导性项目 2项。

具体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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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负责人

1 Q20172201
企业异质性、R&D 投入分布与产业

创新绩效——来自中国工业的经

验证据

中青年人才项

目
叶翠红

2 B2017120 运用大数据的人民币汇率波动预

测研究
指导性项目 罗 鹏

3 B2017122 湖北建设全国碳金融中心的核心

竞争力研究
指导性项目 陈义国

1 项课题获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近日，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结果公布，我中心王国红教

授申报的课题《中国银行业市场力的社会成本研究》获准立项。

艾春荣教授应邀来中心作学术交流

7 月 11 日上午，楚天学者艾春荣教授深入讲述了“做研究不要追求

完美”专题，活动由中心主任许传华主持。

艾春荣教授指出，就青年教师成长来看，青年教师与新进博士应加强

学术交流，要树立大金融思维，加强文献阅读，注重方法论在投稿中的应

用；围绕大数据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艾春荣教授结合现在已有更多

解释变量的实际，强调不要一味追求大数据；联系银行市场、保险市场、

证券市场的具体实际，艾春荣教授还对金融机构的大数据建设进行了深入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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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课题获 2017 年度湖北省科技支撑计划软科学研究类

项目立项

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改进加强省级财政科技项目和资金管理的实施

意见》（鄂政发〔2015〕40 号）有关规定，2017 年湖北省科技计划项目

已完成专家评审，我中心共有 6项课题获得湖北省科技支撑计划软科学研

究类项目立项。分别是：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湖北建设全国碳金融中心的对策研究 陈义国

2 湖北碳金融风险及防控对策研究 许传华

3 武汉市科技创新环境舆情监测管理研究 张世晓

4 武汉市制造业发展质量与国际竞争力互动机理及协

同路径研究
张远为

5 武汉城市圈初创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研究 周文

6 基于研发补贴的湖北省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与对

策研究
叶翠红

许传华出席第七届全国区域金融论坛

7 月 22 日，由内蒙古财经大学、中国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全国

区域金融论坛理事会联合主办第七届全国区域金融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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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厦门大学、辽宁大学等 30 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自治区政府金融

办、中国银行及业界人士共计 170 余人出席了此次论坛。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区域金融合作”。论坛共设

置四个分论坛，与会专家分别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普惠金融下

的“三农”经济发展、县域经济产业发展与支持议题展开讨论。我中心主

任许传华应邀出席本次论坛并担任了第二分论坛的主持人。

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有力地促进了高校专家学者、金融同业之间

沟通和交流，将对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协调

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区域金融合作开启新

的思路。

1 项课题获中国证券业协会 2017 年重点课题研究立项

近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公告，我中心陈义国博士联合长江成长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申报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中的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管问题

研究》获批 2017 年重点课题。

1 项课题获 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立项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 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结

果，我中心叶翠红博士申报的青年基金项目获准立项。项目名称：融资约

束下研发补贴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7YJC790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