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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静及合作者在《经济学动态》发表论文

2017 年 8 月，《经济学动态》第 8 期刊发了我中心戴静博士及合作

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政策不确定、官员异质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该文利用手工收集的地方官员信息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从

官员异质性视角考察了政策不确定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

不确定性指数短期内会降低企业的 TFP 水平，政府官员更替引起的政策不

确定影响比企业内部高管变动所引起的影响更大；官员任期与企业 TFP

之间明显呈“倒 U”型关系，非正常换届对企业 TFP 的损害越大；官员学

历越高、历练经验越丰富，对企业 TFP 水平的提升越有益处。分样本检验

发现，政策不确定指数对国有企业 TFP 的损害更大，西部地区受到的政策

冲击影响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本文证据表明：在当前制度背景下，

不可预期的领导层变动所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地方官员异质性使得

制造业企业出现效率损失。

该文受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的资助，也是教育部人文社

科青年基金项目“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异质

性的视角”（编号 16YJC790013）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网址：http://www.jjxdt.org/Magazine/?Yea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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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承担 2 项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重大调研课题

近日，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委托我中心许传华教授、漆腊应教授

承担两项重大调研课题，项目名称是：“金融扶贫视角下农村绿色小额信

贷发展研究——以湖北孝感地区为例”、“湖北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探索

与实践——基于黄石、宜昌、襄阳的调研”。

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并登记注

册的全国性民间社团组织,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由农村发展研究所负责日常管理。

张仓耀教授来我中心进行系列讲座

8 月 23 日至 30 日，台湾逢甲大学张仓耀教授为中心研究人员进行了

计量方法的专题授课。

为期 7天的课程中，张仓耀教授结合多年发表 SCI、SSCI 论文和作为

其审稿人的经验，讲述了高水平论文写作的技巧。同时，还讲解了如

BRADL、Wavelet Analysis、SADF、New SPSM-Panel KSS with demean 等

最新计量方法。张仓耀还对研究人员的研究设想、实证结果、论文草稿进

行了有针对性的辅导。

张教授从 2016 年 3 月至今，已先后为我中心研究人员授课 7次，累

计 40余天。在张教授的指导下，研究人员们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

高，已经孵化发表高水平 SCI&SSCI 论文 4-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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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 2016 年度报告

正式出版发行

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 2016 年年度报告《碳金融产品设

计与创新研究》近日由中国金融出版社正式出版。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增速的下滑以及金融市场的过度创新，区域金融风

险正在逐步累积，而金融业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产业，区域金融危机一旦

爆发将不可避免地对地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因此，如何更好地预测与防

范区域金融风险，降低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

要课题。基于此，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年度报告将区域金融

风险防范作为研究领域，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于区域金融风险防范的重大

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报告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胡俊明和许传华的规划指导，报告的专题

由欧阳红兵教授、朱小梅教授、张远为副教授、罗鹏博士、苏帆博士和王

红建博士共同完成，戴静、陈义国、叶翠红、王怡和张攀红等博士参与合

作研究。

许传华出席第八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

9 月 22-23 日，2017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金融学专

业协作组年会暨第八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在安徽财经大学隆重召开。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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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大学、辽宁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

60多所高校专家学者，以及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编辑部、中国工

商银行《金融论坛》编辑部等媒体记者参加了本次论坛。我中心中心主任

许传华、中心研究人员李正旺、刘畅、张攀红、王婧参加了此次论坛。

大会围绕智能时代金融教育方法改革、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金融

课程体系设计、金融教学和科研能力培养等内容进行了广泛的研讨。中心

主任许传华教授应邀在论坛上发言，着重探讨了“智能时代加强融学合作

的新模式与新思路”。

钱雪松教授应邀来中心作学术交流

9月27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钱雪松教授应邀为中心作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申报辅导。会议由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

全研究中心副主任戴静主持，中心研究人员参加了辅导会。

辅导会上，钱教授结合自己多次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

的经验，从选题视角、选题原则、注意事项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并针

对青年教师提出的申报问题逐一进行了指导。

辅导会现场气氛热烈，与会研究人员均表示对撰写项目申报书有极大

的启发和帮助。

钱雪松简介：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系主任。近年来在《经济

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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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动态》、《会计研究》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系列研究

成果“中国企业资本配置问题研究”2016 年荣获第十届湖北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及面上项目等科研项

目 10余项；同时担任 China Economic Review（SSCI）、《管理世界》、

《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等

杂志的匿名审稿人。

1 项研究成果获教育部采纳

近日，中心从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获悉，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

中心副主任戴静副教授与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教授联合撰写的《进一步促

进我国科技金融创新发展的建议》，已被教育部采纳，供有关领导同志参

阅。

中心承担 1 项湖北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调研课题

为促进湖北省台资企业良好发展，日前，湖北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委托我中心黄志伟博士、中心主任许传华教授承担了一项调研课题。项目

名称：“在鄂中小台企的融资渠道及融资模式创新研究”。



6

许传华出席 2017 新金融发展论坛

本网讯（通讯员温思慧）11 月 7 日，中国金融信息网、中国经济信

息社湖北经济研究中心与零壹财经•零壹智库联合在武汉万达瑞华酒店举

办 2017 新金融发展论坛，主题为“科技金融：产业与生态”，论坛围绕

产业与生态探讨科技金融最新发展趋势，为推动新金融的健康发展及更好

地服务实体经济建言献策。

本届论坛邀请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曹广晶、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

社负责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领导等在内人士参会并发表演讲。此次论

坛设立了八个主题演讲和四个圆桌论坛，涵盖了金融科技与监管、产业金

融、智能金融以及信用建设等领域。

我中心主任许传华教授出席并作为第三个圆桌论坛嘉宾发言，他围绕

“科技金融：科技如何助力金融走向智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

随着金融科技步入智能时代，金融服务日渐智能化，智能金融能在国内迅

速发展，主要是因为客观的需求决定的，在迈进智能化过程中，互联网与

金融技术的融合发展将会重塑银行业态，最终服务将在专业化的基础上，

增加智能化。在分析中，他强调指出，在未来，移动应用安全防护将形成

有效的安全治理机制，中国的金融监管应该由传统监管走向智能监管，科

技进步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有着巨大价值。

我中心李敏教授、戴静副教授，参加了此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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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举办网络数据抓取方法培训

2017年11月9日，我中心邀请北京金信网银公司数据总监郭锐在221

教室做了题为“从数据到智慧”的报告，并进行网络结构化数据抓取技术

培训。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戴静主持报告，中心研究

人员参加了报告会。

此次培训，郭锐主要根据其从事大数据预测金融风险的工作经验，结

合自身理解向中心研究人员讲解目前大数据在金融风险检测和预警方面

的应用以及发展前景。首先，郭锐向中心研究人员介绍了该公司开发的“冒

烟指数”，并介绍该预警指标体系在打击非法集资方面的成功运用，包括

处置 E 租宝等巨额非法集资案件等。此外，他重点向中心研究人员介绍了

数据抓取软件八爪鱼，并现场教授如何使用该软件在网站上抓取结构化的

数据。参加培训的研究人员兴趣浓厚，初步掌握了数据抓取的基本方法。

彭斌博士介绍“大维面板数据系列方法”

2017 年 11 月 10 日，美国雪城大学经济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经济

学院海归教师彭斌作客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金融经济方法

论坛，在 214 研究室开展了面板数据系列讲座。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

研究中心副主任戴静主持讲座，金融学院、物流学院和环经学院的师生参

加了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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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斌博士首先介绍了面板数据估计的基本方法，包括 OLS 混合估计、

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并对这些方法的特点进行了介绍。彭斌博士建议在

目前研究中，对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通常会更适用。

在基本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彭斌博士介绍了如何在 stata中对面板数

据进行估计，介绍了规范的估计流程、各种静态面板数据的估计命令以及

如何使用 LM、Hausman 和 Pasaran CD检验等。此外，针对大维面板数

据中通常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变量无法估计的情况，比如性别和籍贯等变

量，彭斌博士介绍了新 xtfef命令，可以解决原有问题。

之后彭斌博士还将继续举办动态面板、空间面板和随机前沿等方法。

许传华带领合作培养博士赴南开大学开展学术研讨

11 月 11-12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兰州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

《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协办的第十六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暨

“优化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区域经济学科发展与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南

开大学顺利召开。

我中心许传华教授主持完成的研究成果《湖北建成全国碳金融中心的

对策研究》入选此次研讨会论文集。同时，作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

专业博士生合作指导教师，亲自带领 2016 级程敏、曹松威两位博士参加

了会议，并与与会专家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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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少新讲述“要高度重视现代研究方法的应用”

11 月 17 日上午，原湖北经济学院副院长吴少新教授应邀为我中心研

究人员进行了专题交流，与大家重点讲述了“要高度重视现代研究方法的

应用”。

吴少新指出，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分析中，他强调当前金融改革的主要工作是

控风险，他在回顾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金融市场既跌宕起伏，

又推陈出新。互联网金融告别“裸奔”时代，金融科技为古老的金融业打

开一扇新窗，金融创新且行且规范。因此，他分析，国内经济回稳态势还

不稳固，国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还在积聚，围绕着资本市场改革、精准扶

贫、企业降杠杆、房地产调控等，金融改革的步伐也在明显加快。

在交流会上，他结合自身学习与研究经历，告诫大家要紧密跟踪金融

热点，深入到金融一线调研，加强校政行企所交流，努力注重知识更新，

参加团队协作，高度重视对现代研究方法的学习和应用，进行课题研究，

着力推出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推动金融学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