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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刘贯春博士来我中心作学术交流

3 月 14 日上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刘贯春应邀为我中心

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作了题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资产可逆性与

固定资产投资》的论文交流会。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

心副主任戴静主持。

刘贯春博士利用2007年到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

司数据开展了实证检验，考察资产可逆性这一传导渠道在不同融

资约束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所处行业的资产

可逆性提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

被弱化，且该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更为凸显,尤其在控制

经济周期特征、投资机会和抵押担保效应后，该研究结论依旧成

立。此外，考虑到模型内生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资产可逆性

的度量方式、行业匹配度及模型设定形式等问题，系列稳健性测

试均证实资产可逆性这一传导渠道的重要性。最终得出结论，资

产处置成本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随后，刘博士解释

了“资产可逆性”的内涵，以及论文的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

讲述了论文的模型设定、模型求解，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解释，

将可逆性指数从资产、行业、企业进行探讨，最终得出研究结果，

并对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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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传华杨柳为我校合作培养博士生授课

3 月 26 日下午，我中心主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博士

师导师许传华教授邀请我校特聘教授、德勤（中国）市场战略总

监、武汉颐锦程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杨柳共同为我校合作培养的

2016 级、2017 级博士生授课。

两位导师在认真听取了每位博士生的专业学习、论文选题、

社会实践等方面内容之后，重点分享了各自的学术信息和产业实

践。

许传华在交流中指出，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成长

性经济，发展、创新是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处在这一阶

段的中国经济，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都不断地遇到一些

新情况、新特点，他倡议博士生在专业学习和科研训练中逐步深

化对中国经济成长与发展的新认识。

杨柳从财务金融专业人士的独特视角出发，结合当前国内外

资本市场热门案例，帮助博士生充分理解金融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将金融理论与金融实践相结合，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相结合，她

激励博士生在学术研究和个人发展中不断探索和进步。

许传华希望博士生准确把握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在某一特定

领域的研究成果，坚持严谨的学术态度，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学

术研讨活动，树立潜心做学问的精神，不断提高创新能力。

杨柳希望博士生加快融入导师团队，多读源头上书籍，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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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论文和调研工作，面向实际，刻苦钻研，勇于攻关，笃行不

倦。

4 项课题获 2018 年湖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

近日，湖北省科技厅公布 2018 年湖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

名单。我中心 4 项课题获批湖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立项。

立项名单如下：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类别

1 2018ADC084
湖北省绿色金融创新

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
童藤

软科学研

究项目

2 2018ADC089
湖北省金融支持企业

突破性创新对策研究
戴静

软科学研

究项目

3 2018ADC103

湖北科技成果转化过

程中外来核心技术团

队股权激励机制研究

曹小武
软科学研

究项目

4 2018ADC155

构建武汉城市圈科技

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研究

孔月红
软科学研

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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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免于鉴定

我中心李敏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新生代农民

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于 2018 年 3 月下旬顺利结项，成

果免于鉴定。

我中心指导的学子喜获“中国平安励志计划”论文奖

11 项全国大奖

2017 年度“中国平安励志计划”论文奖评选结果于近日揭

晓，我中心指导的学生科研论文分获金融类（本科组）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经济类（本科组）二等奖 2 项，

保险类（本科组）二等奖 2 项，共计 11 项全国大奖，获奖数量

及层次位居全国参赛高校的首位。

“中国平安励志计划论文奖”作为励志计划的重点项目，是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全国高校共同举办的一

项长期性公益项目，主要面向全国经济、金融、保险专业的学生

开展科研论文评选，旨在鼓励全国高校在校学生励志报国、奋发

图强，投身学术理论研究，提升创新思维，探索有利于中国经济

健康发展的新观念、新理论。此项论文评选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李

稻葵、巴曙松、曹建海、刘纪鹏、温铁军等 60 多位国内知名的

经济学家及学者担任大赛评委，每年吸引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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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知名高校近 2000 名学生

参赛，被学界和业界誉为国内财经类学生学术科研论文评选的最

高赛事。

附：我中心指导的学生获奖作品一览表

一、金融类（本科组）：7 项

1、彭志浩，《“蚂蚁花呗”对大学生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研

究——基于对武汉市 7 所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一等奖；

2、孙月亭，《农村居民投资理财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湖北省荆门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二等奖；

3、吴德娜，《“互联网＋”模式下大学生创业融资约束问题

创新研究——基于武汉高校 479 份问卷调查研究》，二等奖；

4、李佳琪，《影响汽车消费金融满意度的因素研究 ——基

于武汉市汽车消费者的 213 份问卷调查》，三等奖；

5、雷景，《中国 3C 电子产品消费金融的影响因素研究》，三

等奖；

6、张玉君，《大学生互联网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基于武汉市八所高校 526 份问卷数据》，三等奖；

7、蔡佩瑶，《互联网金融视角下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

素分析——基于鄂、琼两地实地调研》，三等奖；

二、经济类（经济组）：2 项

1、杨守富，《湖北黄石地区农村精准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分

析》，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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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庆勇，《湖北省“五化” 测度及其协调发展研究》，三

等奖；

三、保险类（本科组）：2 项

1、方姿，《武汉市 80 后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特征实证研究》，

二等奖；

2、易颖达，《新时代农民工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研

究——基于武汉和焦作两地的问卷调查》，二等奖；

许传华刘畅参加英国爱丁堡的“新兴市场金融伦理

和治理会议”

5 月 1-5 日，中心主任许传华教授、中心研究员刘畅副教授

应邀出席了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新兴市场金融伦理和治理会

议”，并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

5 月 1 日，应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商学院安排，许传华与

该院负责人及金融、会计与法律专业带头人进行了座谈，大家围

绕学院治理、专业建设、学生海外游学、教师国际交流等内容进

行了充分交流。

5 月 2-3 日，许传华与 80 多位国内外专家一道出席了“新

兴市场金融伦理和治理会议”，在会上，论文组成员刘畅在大会

上宣读了论文“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排斥问题—基于二元结构

模型和中国证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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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在我中心“百人计划”专家高善生教授的陪同下，

中心主任许传华教授会见了爱丁堡龙比亚大学校长安德莉亚.诺

兰教授，双方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学生海外深造、特色人才建设

等方面达成了许多共识。

会议期间，许传华还与该校多位博士生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学

术研讨。

我中心教师联合编撰“普惠金融知识系列读本”

近日，由许传华主任为主编，童藤为副主编，罗鹏博士、于

寄语博士、余丹博士、胡婷博士、苏帆博士共同编写的“普惠金

融知识系列读本”——《诚信伴我行》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公开出

版。

《诚信伴我行》作为“普惠金融知识系列读本”之一，紧密

围绕诚信主题展开，其基本理念与整体框架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

基金会提出并设计。全书涵盖诚信在身边、诚信与成长、诚信与

家庭、诚信与经济、社会呼唤诚信五个部分，内容通俗易懂。

“普惠金融知识系列读本”现已被纳入全国金融标准化工作

内容之一，成为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普及材料，为提升国民金融

素养、推动我国金融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新的探索。

据悉，“普惠金融知识系列读本” 之《我是家庭理财师》一

书也即将出版发行。该书由我中心边智群教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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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艾春荣教授来我院讲学

5 月 31 日上午，国家千人计划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我院楚天学者讲座讲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惠灵顿工商管

理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与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艾春荣教授为学院教师和研究生做了题为“电商、电商竞争及定

价”的讲座。讲座由我院副院长李毅主持。

艾春荣教授凭借自己丰富的研究经历，从理论出发，结合天

猫、京东、一号店、苏宁、国美等电商平台商品价格的实际数据，

利用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现场演示实证研究方法。讲座过程中，

提出许多引人深思的研究思路和具体观点，并亲切地与在座师生

深入交流，引人入胜，氛围热烈。

最后，艾春荣教授就此次讲座内容作了系统的总结并解答了

大家的疑问，并欢迎师生们进行后期交流指导。

许传华主持的研究报告获武汉市金融工作局

重要批示

日前，许传华主任主持的《湖北碳金融风险及防控对策研究》

（2017 年湖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其阶段性研究成果《多措并

举，切实做好湖北碳金融风险防控工作》获得了武汉市金融工作

局刘立新局长的重要批示：“研究报告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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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碳金融风险的主要表现，剖析了湖北碳金融风险的基本成因，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对于促进湖北武汉碳金融业发展，

特别是碳排放交易场所的做优做强、做出特色、做出影响，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课题组核心成员包括方洁、刘创奇、张攀红、苏帆、程凯。

2 项课题获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日前，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结果公布，我中心 2

项课题获准立项，立项课题学科领域涵盖理论经济、应用经济。

序号 课题名称 姓名
所属

学院

项目

类别

所在

学科

1
金融配置对企业颠覆性

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戴静

金融

学院

一般

项目

理论

经济

2

宏观审慎监管下银行风

险承担与货币政策有效

性研究

熊劼
金融

学院

一般

项目

应用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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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传华主持的研究报告获武汉市副市长李有祥

重要批示

6 月 12 日，我中心许传华主任主持完成的《多措并举，切

实做好湖北碳金融风险防控工作》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武汉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李有祥的重要批示，批示指出：“该研究具有极强的

前瞻性和现实性、可操作性，对于碳金融的制度设计、政策制定

等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课题组按照理论梳理、现状分析、实证度量、经验比较、对

策建议的基本思路展开研究，在分析中认为：湖北碳排放市场正

处于探索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受限于市场深度、投资者专业程度、

交易设计等因素，碳排放价格存在跳跃波动式风险。基于碳金融

交易标的和内容的复杂性、交易额的杠杆性、交易时间的跨期性、

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导致了湖北碳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

面临着一系列风险。碳金融专业人才与专业服务组织机构的缺乏，

也是碳金融业务迟迟不能得以快速发展的瓶颈。作为新兴的碳金

融市场，有必要对碳金融风险进行监测和防范，建立碳金融风险

防控机制，完善碳交易法律法规，加强对碳金融市场的保障与监

管。

主体研究报告《湖北碳金融风险及防控对策研究》全文 3.6

万字，本次获李有祥副市长批示的是研究报告中的对策研究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