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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2015 年度招标课题立项

中心自发布 2015年研究课题招标公告后，收到国内学者项目申

请书 9份，经过学术委员会专家最终评审，本次年度招标项目共有 7

个课题予以立项，结项时间截止 2016 年 6 月 15日。

项目编号 申请人 单位 课题名称

2015JR001 叶楠
湖北经济学院

金融学院
我国碳金融产品发展现状研究

2015JR002 张立勇
湖北经济学院

金融学院
碳金融产品设计与创新研究的理论基础

2015JR003 童藤
湖北经济学院

金融学院
我国发展创新低碳信贷产品问题研究

2015JR004 孙玲
湖北经济学院

金融学院
我国发展创新碳基金产品问题研究

2015JR005 张远为
湖北经济学院

金融学院
我国发展创新碳金融衍生品问题研究

2015JR006 陈战波
湖北经济学院

统计学院
我国碳金融产品风险与监管研究

2015JR007 林江鹏
湖北经济学院

金融学院
我国碳金融产品创新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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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芸教授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

“七个一百”项目

日前，从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联传来喜讯，我中心彭芸教授入选

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哲学社会科学类）项目。

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项目是省委宣传部

和省社科联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

学事业的文件精神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加强我省社科人才队伍

建设的重要内容。该人才项目从今年开始实施，面向全省重点选拔、

培养出一批业务精湛、实绩突出、对文化宣传事业和科技文化产业繁

荣发展有较大贡献的中青年杰出人才。经过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媒

体公示，全省共遴选出了 100 位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入选者在为期 3年的培养周期内，将获得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

在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湖北省思想库课题“中国调查”项目立项上

的优先考虑，到上级单位或基层挂职、社科类社团担任相关职务的优

先推荐资格，以及搭建交流调研平台、组织调研活动、宣传优秀成果

等其他措施的培养。

许传华喜获 2015 年全国“金融教育先进

工作者”称号

近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公布了 2015 年金融教育先进集

体和先进工作者获奖名单。我中心主任许传华教授荣获“2015 年金

融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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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全国“金融教育先进工作者”评选活动主要表彰为人师表，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素养，刻苦钻研，教学或管理工作成绩优良，对

我国金融教育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金融教育专业领域的行家或骨干。

该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一般在教师节前公布获奖名单。

林江鹏教授受到中共湖北省委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好评

近日，中共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给学校发来致谢函，特向

我中心研究员林江鹏教授表示衷心感谢。致谢函称，林教授作为湖北

省三农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期间，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专业精神，围

绕全省“三农”工作中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开展对策研究，

积极参加研究院组织的决策咨询、学术交流和调研活动，承担“中共

湖北省委三农重大问题研究专项”课题研究任务，取得了较有价值的

调研和建言成果，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作出了贡献。

方洁教授来中心作学术报告

10月 15日周四下午，武汉市金融工作局局长方洁教授应我中心

邀请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作了题为《经济下行中的地方金融突围》的学

术报告，我中心广大教师和部分本科生、研究生参加。中心主任许传

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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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洁教授首先从地方经济金融发展实际着手，给在座师生详细介

绍了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情况。她指出目前武汉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金融实体不断壮大，金融业绩中部领先，资本市场日趋完善，金

融创新亮点纷呈，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紧接着方教授与大家深刻分析

了改革与经济下行的矛盾与压力，中央和地方经济发展思路博弈，中

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与地方政策输出等宏观经济金融发展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最后从科技金融、民间金融、互联网金融等视角提出了地

方金融困境以及地方金融突围的主要路径。她指出，武汉金融发展要

想走出困境必须做好规划，做大总量，做多机构，做实市场，做强法

人，做活机制，做出特色，做优环境。报告中详实的数据、生动的案

例极大地激发了师生们对当前经济金融问题的深入思考。

武汉大学崔静波博士来中心做经济金融研究

方法讲坛

为激发教师科研兴趣，提升教师科研能力，我中心于近期策划了

经济金融研究方法系列讲坛活动。10月 15 号中午，武汉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崔静波博士受邀来我中心作首场经济金融研究方法讲坛活

动，讲坛主题为：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理论与 Stata 应用。中心主

任许传华，副主任徐慧玲，中心的研究人员以及研究生代表参加了讲

坛，财管学院、环贸学院以及经济学系的部分教师也前来聆听。此次

讲坛由副主任徐慧玲主持。

倾向得分匹配法是一种研究方法，它在研究某项治疗、政策、或

者其他事件的影响因素上很常见。对于经济金融学领域来说，比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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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某个劳动者接受某种高等教育对其收入的影响，或者比如研究

某个企业运用了某项管理层激励措施以后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如果我

们简单地将是否执行了某项事件作为虚拟变量，而对总体进行回归的

话，参数估计就会产生偏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是该事件导致的显著

影响还是其他因素影响的结果。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的思想就是选择

除了在这一事件上存在区别外不存在其他区别的两组观察对象，排除

掉其他一切因素的影响，分析事件本身的作用效果。但是这样的对照

组在一切不能进行实验操作的领域（如经济金融）是不存在的。倾向

性得分匹配方法就是选取除事件外的其他可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

因素，按照一定的规则计算因素综合得分，对每一个参与事件的观察

值选择与其得分相近的未参与事件的对照样本，通过分析观察组和对

照组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来判断事件的影响。

崔博士就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的由来、演算过程、限制条件以及

在如何在实际研究中运用等方面向大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该研究方

法给老师和同学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具有很强的借鉴作

用，引发了在场教师的热烈讨论。

武汉大学魏立佳博士来中心作经济金融

研究方法讲坛

10月 29日，我中心举办了经济金融研究方法系列讲坛第二期。

主讲人是来自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魏立佳博士，主题为《博弈

论与实验经济学的新进展》。主任许传华，副主任徐慧玲，中心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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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以及研究生代表参加了讲坛，此次讲坛还吸引了部分经济学系的

教师前来聆听。讲坛由副主任徐慧玲主持。

讲坛主要围绕博弈论的新方向“Market Design”的理论、研究

方法及研究热点进行了介绍。哈佛大学教授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伊德.沙普利（Lloyd S. Shapley）

曾于 2012 年因在市场设计实践（Practice of market design）方面

所作出的贡献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魏教授的讲座以鲜活的案例为主，内容详实，应用性强。讲座内

容既包括 Market Design 的基本理论，也包括 Market Design 及其

实验方法在 “中小学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择校录取、就业市场、肾移

植市场以及网络广告推卖市场”中的应用实例。除此之外，魏立佳教

授还就中国当前 Market Design 的热点问题，如“汽车限号市场的

有效运作、高考择校制度的合理设计、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有效设计”

等进行了阐述。最后，魏教授就“Market design”在金融领域的运

用与参会老师进行了讨论与交流，为与会老师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

力，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契机。

我中心 1 课题获批 2015 年度校级青年基金项目立项

近日，湖北经济学院 2015 年度青年基金项目立项，其中，我中

心副主任陈义国博士的课题《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

研究》获批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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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传华就人民币贬值问题接受光谷科技

金融网记者采访

人民币经历震惊全国的一周。8 月 11 日，央行意外宣布调整人

民币汇率报价机制，并一次性贬值近 2%。从 11 日开始连续三天的人

民币汇率大幅下跌使全球市场都收到冲击。8 月 13日，央行举行“关

于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媒体吹风会”，人民币重新企稳。

光谷科技金融网走访了数位专家，他们共同表示，此次人民币贬值，

我国面临的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几家欢喜几家愁。

我中心主任许传华表示，从短期来看，人民币贬值利好外贸出口，

有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中长期看，本次汇率贬值是我国汇率机制

市场化的重要一步，不仅如此，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优化我国的经

济结构。

未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会继续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更大

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国际收支

平衡，许传华说。

我中心陈义国博士赴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9 月 17 日，由美国犹他大学孔子学院主办，福特基金和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举办的“2015 年亚洲不平等与可持续发展国

际会议”在美国盐湖城举办。来自美国、英国、挪威、中国香港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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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地等科研院所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就亚洲地区的贫困问题进行

了主题发言。我中心副主任陈义国博士应邀参会，并在会上宣读了论

文——城市化对中国不平衡发展的影响，会后与相关专家进行了深入

的交谈。

我中心教师参加第三届中国投资学年会

7月 17-18 日，由中国投资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投资协会 、

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协办的第三届中国投资学年

会在西南财经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 80 所多财经类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17 日，在中国投资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全体委员大会上，成立

了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学科建设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我

中心主任许传华教授推选成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18 日，会议围绕“经济新常态下的投资管理”主题，分为主题

演讲和学术论文交流两个阶段进行了集中研讨。我中心研究员金丹副

教授和戴静博士所提交的论文《交叉上市与中美股市波动溢出效应》

和《融资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前沿》分别在会上进行了交流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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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教师参加第八届中国保险教育论坛

10 月 22-23 日，由中国保险学会保险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东

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和台湾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5 年第八届

中国保险教育论坛在大连顺利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保险机构、

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新闻媒体等 90余所单位参加了会议。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行业转型升级与保险教育实践”。会议内容

分为主题报告和六个分会场研讨两部分。分会场研讨围绕“保险教育

与保险业发展、人寿与健康保险、财产保险、保险市场、保险运营、

风险管理与保险法规”六个议题进行。我中心研究员李毅副教授受邀

参会，并就保险专业人才培养等议题与兄弟院校参会学者进行了深入

广泛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