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会场第一节安排 

Concurrent Sessions 1 

（12 月 5 日下午 13:30-15:00 | 13:30-15:00, Dec. 5） 

 

 

专  题：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一） 

地  点：311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互联网平台经济能否改善环境污染？——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余文涛，福州大学 

论文二：互联网使用与居民环保行为：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Ting Ren/肖有智 

论文三：环境保护税的短期影响分析 ——基于内生寿命世代交替模型 

  魏思超/David Aadland，湖南大学 

论文四：碳强度约束下的中国最优行业碳税征收策略研究 

马宁/殷广卫/李华姣，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题：金融学（一） 

地  点：313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住房风险与家庭资产配置 ──基于 Heckman 样本选择模型的实证研究 



  段忠东，厦门理工学院 

论文二：子女性别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梁斌/陈茹，内蒙古大学 

论文三：新冠肺炎疫情下居民风险偏好与商业健康保险需求 

  刘亚洲/边佳聪/尹应凯，上海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题：金融学（四） 

地  点：319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脱实向虚”了吗？ 

汪伟/咸金坤/兰袁，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二：僵尸企业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激励？ 

郑志全/王凤荣/张继武，山东大学 

论文三：僵尸企业会影响商业信用融资吗？——基于研发视角的分析 

郑志全/王凤荣/王玉璋，山东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 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题：劳动经济学（一） 

地  点：321 教室（座位数 96） 

报告人： 



论文一：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视角 

  孙天宇/Satish Chand/Keiran Sharpe，湖南大学 

论文二：房价与劳动参与决策 ——来自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李勇辉/沈波澜/李小琴，湘潭大学 

论文三：住房价格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微观住户调查与大数据匹配的经验证据 

屈小博/王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论文四：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农村流动家庭消费 

  杨云帆/吴玥玥，北方民族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题：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一） 

地  点：323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能抑制出口企业僵尸化吗？——以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为例 

  周科选/孙林/陈科杰，广东开放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论文二：Do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hibit the Formation of Zombie Firms?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綦勇/杨硕/杨羽頔，东北大学 

论文三：“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进口食品质量的提升？ 

  周科选/余林徽/孙林，广东开放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题：宏观经济学（一） 

地  点：329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僵尸企业与中国企业高储蓄 ——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郎赫男/冯玲/奚君羊，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二：禀赋结构一致的技术调整：以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使用为视角 

陈方豪/樊仲琛，北京大学 

论文三：结构变迁中劳动力份额的升与降 

谢丹夏/张龙天，清华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题：发展经济学（一） 

地  点：331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资本错配：政策扭曲抑或金融摩擦？——基于僵尸企业的自然实验 

  杨豪/才国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论文二：征地的劳动力配置效应 ——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 

张同龙/黄晓雯，华南农业大学 

论文三：户籍制度改革和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荣昭/张福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题：区域经济学（一） 

地  点：333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Does the High-speed Rail Network Improve Economic Growth? 

马俊腾/刘铁鹰，北京交通大学 

论文二：区域一体化是否改善了劳动力错配 ——来自于长三角扩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吴青山/吴玉鸣/郭琳，华东理工大学 

论文三：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否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联系 ——基于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准自然

实验 

  马为彪/吴玉鸣，华东理工大学 

论文四：专利城际流动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吴虹仪/殷德生，华东师范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题：农业经济学（一） 

地  点：337 教室（座位数 78） 

报告人： 

论文一：Does education affect consumers’ attitudes toward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Evidence from China’s two rounds of education reforms 

  周晔馨/陈思玮/王天宇/崔琦，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二：灰色的田野：污染工业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来自 CFPS 数据的经验证据 



  罗斯炫/李红莉/张俊飚，华中农业大学 

论文三：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家庭人情支出影响研究 

  庄天慧/胡霜/贺家欣，四川农业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题：政治经济学 

地  点：227 教室（座位数 48） 

报告人： 

论文一：暴力风险与合约选择：基于近代东北乡村社会匪患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李楠/黄天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论文二：廉政建设与政府信任的结构 ——基于新冠疫情下公众捐款数据的分析 

        张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三：民营企业家政治关联、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 

        任颋/禹心郭/肖有智/吕鹏，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论文四：市场分割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 

        张光利/薛慧丽/高皓，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场：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专场（一）：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地  点：211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Income growth, climate change and urban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hina 

        邓南昕，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二：多中心空间结构是否促进了小城市经济效率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经验研究 

        郭琳，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三：长三角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李梦琪，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四：长三角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 

        吴中杰，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五：开发区经济增长同群效应研究 ——来自长三角开发区群的经验证据 

        柴泽阳，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吴中杰，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二：柴泽阳，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三：邓南昕，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四：郭琳，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五：李梦琪，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专  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专场：资源、劳动与经济发展 

地  点：225 教室（座位数 72） 

报告人： 

论文一：Timber logging quota and forest restoration in China 

        刘士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二：农民工为什么不幸福？基于过度劳动视角的分析 

        祝仲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三：国有企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文永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四：债务周期与金融稳定性 

        吴思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五：发展战略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王可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评论人： 

论文一：祝仲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二：刘士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三：王可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四：文永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五：吴思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专  场：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专场（一） 

地  点：229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跨境投资便利、资本流动与经济稳定 

        张展培（宣讲人）/孙坚强，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论文二：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广东省制造业 FDI 提质增效的影响研究 

        茹璟（宣讲人）/梁翠丹，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论文三：Uncovering Herding from Global Financial Cycles: Evidence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s 

  陈镇喜（宣讲人）/Huanhuan Zheng，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论文四：政府隐性担保与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定价机制 

        刘立彧（宣讲人）/孙希芳，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刘立彧，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论文二：张展培，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论文三：茹璟，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论文四：陈镇喜，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专  场：CHARLS 数据专场（一） 

地  点：417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Fertility history and health in later life 

        翁宇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论文二：亲近还是疏远：新农保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研究 

        杜兴艳，福建工程学院管理学院 

论文三：新农保缴费中存在同群效应吗？——基于 CHARLS2015 的实证研究 

        李皓，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四：Can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Affect the Elderly’s Happiness 

        屠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论文五：中老年人养老财产充足性研究 

        毛尚熠，广西财经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王亚峰，北京大学 

论文二：王亚峰，北京大学 

论文三：王亚峰，北京大学 

论文四：王亚峰，北京大学 

论文五：龚金泉，北京大学 

 

 

专  场：内蒙古大学专场（一）：时间利用 

地  点：523 教室（座位数 309） 

报告人： 

论文一：人口变动与假日配置 ——出生率对国家假日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 

        魏翔/王鹏飞/胥英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

院、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论文二：学区房与家庭照料投入 



        杜凤莲/杨鑫尚，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论文三：中国人的睡眠回报 

        赵云霞/侯建昀/杜凤莲，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场：陕西师范大学专场（一）：行为经济与政策 

地  点：231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公众参与意愿与政府治理政策选择：基于“新冠病毒事件”治理的行为效应演化博

弈分析 

        兰娟丽/宋振东/雷宏振/蔡祥雨，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二：粮食主产区政策提高了农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吗 

        吴海霞/郝含涛/葛岩，陕西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三：考虑家庭生产内生性的我国女性劳动者延退意愿研究：理论与实证 

        刘玮/首琪，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四：基于排队理论的机场登机过程分析与优化 

        武增海/袁海/尹蓓婕/宁翩翩，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五：黑暗助推研究进展 

        黄湛冰/刘磊/卢宇，陕西师范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武增海，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二：刘玮，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三：黄湛冰/卢宇，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四：兰娟丽，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五：吴海霞，陕西师范大学 



 

 

专  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专场（一）：New Insights of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地  点：401 教室（座位数 171） 

报告人： 

论文一：The Next Stage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Shenzhen SAR? 

        Geng XIAO，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论文二：Dynamic Factor Model-Based Forecast of Exchange Rates 

        Yeda DU，CITIC Securities 

论文三：How Has COVID-19 Affected the Housing Market? Evidence from China 

        Zhang SHUAI，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论文四：Predicting Recession Probabilities with the Term Spreads: New Evidence 

from a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Jaehyuk Choi，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论文五：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ath Dependent and Policy Continuation 

        Siyang Li，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论文五：互相评论 

 

 

专  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专场（三）：Firm Behavior and Value 

地  点：403 教室（座位数 171） 

报告人： 

论文一：Can Social Capital Always Improve the Value of Assets? 

        Wenyuan LIU，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论文二：When D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tivities have (no) Signaling 

Value? 

        Linqing YOU，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论文三：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and Wage Inequality in China 

        Hemin HE，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论文四：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ehavior of Patients Who Leave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ithout Being Seen 

        Ehsan Bolandifar，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专场（一） 

地  点：419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Digitization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and Firm Performance 

        高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二：Banks’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李想，德国哈勒大学与哈勒经济研究所 

论文三：普惠金融下的马太效应——基于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赵家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评论人： 

论文一：李想，德国哈勒大学与哈勒经济研究所 

论文二：赵家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三：谢绚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专  场：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延安大学乡村发展研究院专场（一）：乡村治理与公共服务 

地  点：423 教室（座位数 70） 

报告人： 

论文一：乡村治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孔繁敏，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论文二：基层直接选举及其福利效应研究 

        罗仁福，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论文三：Three Gaps of Irrational Use of Medicines for Treatment of Asthma among 

Rural Primary Care Providers in Southwestern China 

        易红梅，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论文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评估—基于全国 7 省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侯玲玲，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论文五：Testing the Embodiment Hypothesis and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Evidence from 17 OECD Countries 

        盛誉，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待定（与女经济学者专场互评） 

论文二：张同龙，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论文三：待定（与女经济学者专场互评） 

论文四：崔琦，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论文五：刘宇，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专  场：国发院环境能源专场（一）：空气污染治理：区域传输和健康效应 

地  点：425 教室（座位数 70） 

报告人： 

论文一：污染区域传输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的影响  

        王婕茹/徐晋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二：空气污染与老年人死亡率研究 

        沓钰淇/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三：北京市空气污染对疾病成本的影响研究 

        夏凡，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论文四：燃气发电的未来：基于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协同效益的研究 

        陈燕，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院 

评论人： 

论文一：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二：陈燕，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院 

论文三：沓钰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四：夏凡，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专  场：新结构经济学专场（一） 

地  点：519 教室（座位数 233） 

报告人： 

论文一：比较优势与企业退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吴清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论文二：劳动力流转与资本深化：当前我国企业机器替代劳动的另一种解释 

        宁光杰，山东大学商学院 

论文三：供应链金融、企业融资与银行业结构 ——基于新结构金融学的理论建模与实证分

析 

     金伟，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评论人： 

论文一：宁光杰，山东大学商学院 

论文二：吴清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论文三：张小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专  场：中国女经济学者联谊会专场（13:30-19:00） 

地  点：415 教室（座位数 50） 

报告人： 

论文一：Healthcare-seeking Behaviors in the Credence Goods Market: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Sihang Rao/Hao Xue/ey al.，北京大学 

论文二：Ex ante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Health among the Elderly in China 

        Lanlin Ding/Andrew M Jones/Peng Nie，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三：医疗保险权益便携性是否抑制了农村居民健康损耗？ 

     洪灏琪/罗叶/宁满秀，福建农林大学 

论文四：高龄老人长期照护费用的决定因素：年龄，临近死亡还是失能程度？ 

        陈璐/郑亦清/文琬，南开大学 

论文五：The Latest Trend of Gender Wage Gap in Urban Labor Market in China 

        Song Jing/Terry Sicular，中国社科院 

论文六：子女性别结构对家庭房产配置的影响 

        刘娜/刘国武，湘潭大学 

论文七：Different Types of Job Mobility and Expected Earning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Online Job Searching 

        Lanfang Deng/Hongyi Li，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八：子女性别与流动女性就业 ——基于 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 

        宋艳姣，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九：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实施效果的评价 

        赵绍阳/陈钰晓，四川大学 

论文十：我国农村地区医保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丁继红/张宝月/于新亮，南开大学 

论文十一：Does minimum wage reduce crime? 

          Li Li/Haoming Liu，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十二：Can social pension program reduce poverty? Evidence from China 

          刘子宁，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十三：“BASIC”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Yufei Liu/Chuanmin Zhao/Xi Qu，上海商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邹红/丁兰琳，西南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二：苏亚琴/陈璐，湖南大学/南开大学 

论文三：李琴/饶思航，华南农业大学/北京大学 

论文四：李小瑛/王婵，中山大学/广东财经大学 

论文五：宁光杰/邓兰芳，南开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六：侯建昀/宋艳姣，内蒙古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七：杨娟/宋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世经所 

论文八：宁光杰/刘娜，南开大学/湖南大学 

论文九：罗仁福/丁继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论文十：易红梅/刘子宁，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十一：盛誉/刘玉飞，北京大学/上海商学院 

论文十二：王婵/陈钰晓，广东财经大学/四川大学 

论文十三：刘敏/李莉，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分会场第二节安排 

Concurrent Sessions 2 

（12 月 5 日下午 15:30-17:00 | 15:30-17:00, Dec.5） 

 

 

专  题：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二） 

地  点：311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排污权交易是否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曹昊煜，兰州大学 

论文二：排污权交易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 ——来自微观企业数据的证据 

雷社平/孙迎雪，西北工业大学 

论文三：企业议价能力与环境规制 ——基于排污许可证数据的实证研究 

冯净冰，华东理工大学 

论文四：环保约谈真的有用么？——来自大气污染治理的经验证据 

冯国强，兰州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题：金融学（二） 

地  点：313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金融渗透与农户减贫增收：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 



王修华/王毅鹏/赵亚雄，湖南大学 

论文二：数字金融与农户金融可得性关系研究 

陈宝珍/任金政，中国农业大学 

论文三：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信贷约束 ——兼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家庭信贷的冲击与应

对 

张浩/唐文佳/纪洋，中山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题：金融学（五） 

地  点：319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基于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钱雪松/王瑾/丁滋芳/陈琳琳，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二：绿色信贷会促进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肖黎明/田超，山西师范大学 

论文三：法律制度与投资者利益保护：来自环境立法的证据 

  毕燕璐/胡聪慧/高明，北京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题：劳动经济学（二） 

地  点：321 教室（座位数 96） 



报告人： 

论文一：外出务工农民工返乡意愿与代际收入流动性：基于 CLDS 的实证分析 

  徐俊武/杨懿君，湖北大学 

论文二：返乡创业者的知与行 

岳鹏鹏/丁鑫/尹志超，北京工商大学 

论文三：国企家庭背景与创业决策 

周洋/甘煦/宋敏，武汉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题：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二） 

地  点：323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企业出口、贸易模式与企业间工资差距 

  刘东/方齐云，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二：地价变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厉雨婷，北京大学 

论文三：中美技术脱钩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中间品依赖视角 

  李茂林，华东师范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题：宏观经济学（二） 



地  点：329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on Investor Sentiment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s-Based and Market-Based Indicators 

  姜珂/Tao Li/屈琳珊/张咪/赵宣凯，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二：银行部门期限错配与货币政策传导效果 

  杨柳/易宇寰，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三：中国货币政策价格之谜的成因 ——基于识别机制和信息含量的视角 

  赵宣凯/姜珂/何宇，中央财经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题：发展经济学（二） 

地  点：331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疾病传播、劳动供给和经济增长 ——公共健康支出研究 

  魏思超/范子杰/高甡，湖南大学 

论文二：如何动员未参加医保的农民参保？来自一项实地实验的证据 

  王思琦/郭红玲，西南交通大学 

论文三：创业有益于健康吗？——来自中国情境的经验证据 

  赵佳佳/魏娟/刘天军/霍学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题：区域经济学（二） 

地  点：333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南水北调”工程对第一产业影响效果评估 ——合成控制法下中线工程沿线及汉

水流域地区的分析  

肖挺，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二：渐进式外资指导政策: 长期共赢还是先后有别？——来自中国企业产品专利的证据 

  章韬/齐慧瑜/安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论文三：环境分权与减排治污效果 ——一个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 

  徐辉/王成亮/冯国强，兰州大学 

论文四：文化多样性与城市风险投资 ——基于方言视角的实证分析 

  华岳/杨琛，湖南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题：农业经济学（二） 

地  点：337 教室（座位数 78） 

报告人： 

论文一：被平均的少数：为什么集中居住降低了少部分农户的收入？ 

  刘忠/王梦函，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二：地权制度与农户生育激励 ——来自雷州半岛准自然试验的证据 

  洪炜杰/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 

论文三：子女随迁是否有助于改善进城农民工的营养摄入？ 

  何志鹏/余康/刘强/李雷，浙江农林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场：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专场（二）：合同治理与产业组织绩效 

地  点：211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Efficiency of bureaucrac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陈美晨，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二：中国区域经济南强北弱现象成因的经济学机制思考 

        殷广卫，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三：制造业转移、空间集聚与环境效率 

        韩军，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四：“加速器”还是“润滑剂”——数字经济能成为区域创新质量提升的新动能吗？ 

        金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五：双层股权结构下的落日条款与企业绩效研究 

        郜梦昕，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金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二：郜梦昕，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三：陈美晨，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四：殷广卫，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五：韩军，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专  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生专场：金融、健康与经济发展 

地  点：225 教室（座位数 72） 

报告人： 



论文一：Pricing VIX Options with Realized Volatility 

        童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二：Data vs Collateral 

        邱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三：补充医疗保险对老年人死亡率的影响——以大病保险为例 

        黄家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四：Intended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a case-based payment under 

global budget: Evidence from China 

        赖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五：Internal Migration and Firm Investment across Cities—Evidence from 

China 

        张云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六：中国财政政策乘数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何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评论人： 

论文一：何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二：张云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三：赖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四：黄家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五：邱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六：童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专  场：国发院政治经济学专场：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地方财政金融 

地  点：227 教室（座位数 48） 

报告人： 

论文一：财政压力、债务用途与城投债扩张 

        玄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二：环保督察与企业信息披露 ——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黄北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三：地方发展压力与城商行的土地抵押贷款 

  欧德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评论人： 

论文一：徐化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二：胡佳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三：胡佳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专  场：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专场（二） 

地  点：229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中国制造业碳减排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 

        张萱（宣讲人）/雷玉桃，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论文二：结构调整、制度创新和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朱宁（宣讲人）/刘伟其/王兵，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论文三：基金经理有限注意力与基金业绩—来自基金经理一拖多的经验证据 

        许林（宣讲人）/张晓华，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许林，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论文二：雷玉桃，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论文三：朱宁，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专  场：CHARLS 数据专场（二） 

地  点：417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我国中老年人收入分布及其变动 

        赵锐，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二：适老化设施与中老年人失能 

        杨鹏，北京大学 

论文三：个体异质性、养老保险参量与中国居民家庭财富代际转移行为研究 ——来自于

2018 年 CHARLS 数据库的经验证据 

        赵旭东，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论文四：The Health Impact of Cooking Fuel Choi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Elderly 

        李嘉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论文五：土地产权改革和住房改造工程对农村清洁取暖的影响研究 

        王慧，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 

评论人： 

论文一：龚金泉，北京大学 

论文二：龚金泉，北京大学 

论文三：龚金泉，北京大学 

论文四：王格玮，北京大学 

论文五：王格玮，北京大学 

 

 

专  场：内蒙古大学专场（二）：时间利用 

地  点：523 教室（座位 309） 

报告人： 

论文一：学生的时间配置和学业负担：基于 2017 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 

        王文斌/张艳敏/张子千，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论文二：照料投入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杜凤莲/赵云霞/张胤钰，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论文三：巨灾经历与亲社会行为 

        梁斌、闫鹏，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场：陕西师范大学专场（二）：行为金融与治理 

地  点：231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基础设施投资与流动人口消费 

        肖锋/陈波/黎建强，深圳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论文二：问询函监管能抑制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吗？——基于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张淑惠/马原欣，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三：互联网金融能缓解成长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吗 

        霍源源/赵丹莉，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四：扶贫小额信贷策略性违约风险研究 ——基于借款人动态规划方程的分析 

        文雷/王欣乐，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五：集团控制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 ——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任海云/张颖培/贾婧，陕西师范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任海云/王欣乐，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二：霍源源，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三：任海云，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四：肖锋，深圳大学 

论文五：张淑惠/马原欣，陕西师范大学 

 

 

专  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专场（二）：Innovation and Entreprenurial Financing 

地  点：401 教室（座位数 171） 

报告人： 



论文一：Is Internet Disconnecting Political Connection? Financing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Xinguo YU，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论文二：China’s IPR Regime and Provincial Patenting Activity 

        Yunshang WANG，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论文三：China’s Hot VC Markets and Startup Innovation 

        Sungbin SOHN，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论文四：What Determines Interest Rates for Bitcoin Lending? 

        Shuai ZHANG，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专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 

地  点：403 教室（座位数 171） 

报告人： 

论文一：交通便利性与知识溢出 

        曹思未，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二：估算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基于中国高校扩招的准实验方法 

        文桥，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三：城市规模、流动儿童与受教育机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袁晓燕，上海大学 

论文四：谁从教育中获益最多？——基于家庭背景视角的研究 

        袁青青，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五：高校合并对本科录取分数的影响 

        张卓然，北京师范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宋泓，复旦大学 

论文二：王晴，中山大学 

论文三：文桥，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四：袁晓燕，上海大学 

论文五：宋锦，中国社会科学院 

 

 

专  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二） 

地  点：419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Fintech,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risk assessment 

        邱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二：金融科技信用分的溢出效应 ——基于某代表性小微贷款公司逐笔贷款数据的实证

分析 

        董英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三：数字金融与收入不平等 

        李彦龙，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评论人： 

论文一：李彦龙，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论文二：邱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三：董英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专  场：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延安大学乡村发展研究院专场（二）：数字经济与乡村发展 

地  点：423 教室（座位数 70） 

报告人： 

论文一：Do farmers earn more from selling thei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rough 

e-commerce? 



        黄季焜/刘敏，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论文二：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视角看数字经济发展 

        吕志彬，阿里研究院 

论文三：农民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和数字生活 

        苏岚岚，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论文四：社会资本、职业基础和农村电商销售行为 

        张航宇，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周晔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论文二：刘敏，兰州大学 

论文三：吕志彬，阿里研究院 

论文四：苏岚岚，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专  场：国发院环境能源专场（二）：中国 2060 气候战略 

地  点：425 教室（座位数 70） 

报告人： 

论文一：中国 2060 气候战略情景分析 

        刘士磊/刘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二：CCUS：回顾与展望 

        林鹏昇，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论文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成就与展望 

        易媛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评论人： 

论文一：王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二：王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论文三：王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专  场：新结构经济学专场（二） 

地  点：519 教室（座位数 233） 

报告人： 

论文一：隐性担保、信用利差与投资水平 ——基于“一带一路”战略下地方融资平台的新

证据 

        张小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论文二：中国省域污染产业空间转移治理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研究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

视角 

        武祯妮，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论文三：经济增长、能源结构转型与二氧化碳减排 

        朱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评论人： 

论文一：颜建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论文二：朱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论文三：武祯妮，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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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三） 

地  点：311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Impact Paths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on Green Development 

  袁华锡/Longhui Zou/Yidai Feng/Lu Dai，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空气质量对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选址的影响 

  袁博/崔琦/周晔馨/陈浩，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三：低碳城市建设与企业碳减排绩效 ——来自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陈绍俭/毛慧/孙俊勤，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四：水权试点政策与农业用水效率 ——基于“中国水权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方兰/曹源圆/毛慧/陈绍俭，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五：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生物燃料原材料市场的异质相依性 ——基于分位方法的研究 

 郝立亚/Muhammad Shahbazb/Huiming Zhu/Xingzhi Qiao，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论文五：互相评论 

 



 
专  题：金融学（三） 

地  点：313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在险价值与横截面收益：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桂平舒/朱一峰，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二：期权隐含偏度期限结构的股票定价信息含量：基于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证据 

  朱超/李子若/李纪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三：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企业股权融资 ——来自“沪港通”的经验证据 

  谭小芬/邵涵，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四：破解地方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之谜 ——来自农信社产权改革准自然实验的

证据 

  张珩/程名望/罗剑朝/李礼连，同济大学 

论文五：How does anti-corruption affect CSR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recent 

anti-corruption efforts in China 

  张剑/陈锐/李后建，四川农业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论文五：互相评论 

 

 

专  题：产业经济学 

地  点：319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消费者囤货：基于行为价格歧视的一种形式 

  李若辰，山东大学 

论文二：平台企业“二选一”策略的福利效应分析 



  张剑虎/谢申祥，山东大学 

论文三：爱之适足以害之：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福利的分析 

  王凤生/曾辰航/张启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 

论文四：Upstream Privatization and Downstream Licensing 

刘懿/王凤生/曾辰航，湖南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题：劳动经济学（三） 

地  点：321 教室（座位数 96） 

报告人： 

论文一：社会网络，留守儿童与校园霸凌 ——基于整体网四种网络关系的分析 

  邢菀祯/周晔馨/梁文艳，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二：新农保对农村留守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 

薛增鑫/刘德弟，浙江农林大学 

论文三：Peer effects in pension decision-mak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赵传敏/瞿茜，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四：预期寿命延长、社保降费与老年人劳动参与 

王文鹏，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五：女性劳动力从大城市受益更多吗？——城市规模对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影响的性别差

异 

  刘诗洋/吴玉鸣，华东理工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论文五：互相评论 

 

 

专  题：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三） 

地  点：323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Dynamic Sourc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陈仁静，新加坡管理大学 

论文二：人力资本扩张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升级 

陈贵富/吴腊梅，湖南大学 

论文三：数字并购与企业创新——来自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方森辉/唐浩丹/蒋殿春，南开大学 

论文四：民粹主义、政治偏好与贸易政策选择 ——民粹主义如何裹挟执政党进行贸易政策

选择 

孙瑞/冯国强，兰州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题：宏观经济学（三） 

地  点：329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基于全球养老体系比较的家庭资产需求与金融结构研究 

 袁志刚/张冰莹，复旦大学 



论文二：安全资产短缺与全球房地产异象 

黄晓薇/于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三：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影响中国企业融资成本吗 ——基于金融渠道的溢出效应 

赵宣凯/张咪/何宇，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四：全球不确定性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 ——基于黑天鹅事件的因果效应判别 

  赵宣凯/张怡/姜珂，中央财经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题：发展经济学（三） 

地  点：331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数字经济政策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翁明芳/余文涛，福州大学 

论文二：越“数字”越“清洁”？——基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考察 

宋德勇/朱文博/丁海，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三：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时空跃迁及收敛趋势研究 

吕岩威/谢雁翔/楼贤骏，山东大学 

论文四：强化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吕岩威/王玲力/杨菲，山东大学 

论文五：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再检验 ——基于半参数空间面板数

据模型的分析 

        叶娟惠，福州市社会科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论文五：互相评论 

 

 

专  题：公共经济学 

地  点：333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中国居民资产负债和消费升级问题研究 

        郑长德/戚玉莹，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论文二：有限理性、税收凸显性与消费选择行为研究 

  郝春红/李琦/邢星，内蒙古财经大学 

论文三：人力资本税收激励政策是否有效？——来自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调整的

证据 

  李炳财/蔡伟贤，厦门大学 

论文四：地方政府债务为何持续扩张？——基于撤县设区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乔俊峰/黄智琛，河南师范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题：卫生经济学 

地  点：337 教室（座位数 78） 

报告人： 

论文一：医药分开改革对公立医院收入的影响 ——基于中国 W 市 H 医院的经验研究 

  钱雪松/向海瑞/丁滋芳/罗康，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二：Fertility history and health in later life 

  翁宇雷，西北大学 

论文三：我国中老年人体重的机会不平等：一个分布方法 

  聂鹏/丁兰琳/安德鲁约翰，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四：加速器还是缓冲带 ——社会网络在留守儿童健康劣势中的作用 

  王天宇/周晔馨，中国人民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题：教育经济学 

地  点：225 教室（座位数 72） 

报告人： 

论文一：Heterogenous Performance of Lower-tracked Students under Tracking 

Program: Based on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in High Schools 

        封世蓝/谭娅/张庆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论文二：中国父母的教育焦虑：影子教育竞争 

  郭俊聪/瞿茜，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三：教育的绿色回报：基于义务教育法的视角 

  Weijie Lu/周洋/甘煦/Jingyi Liu，武汉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专  题：微观经济学 



地  点：415 教室（座位数 50） 

报告人： 

论文一：引入利他偏好的财富分配 

  Minh Le/王一智/Alejandro Saporiti，天津大学 

论文二：税收负担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基于税种差异视角的研究 

  罗承泓/Ana Mauleon/Vincent Vannetelbosch，鲁汶大学 

论文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影响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

然实验 

  马海涛/朱梦珂，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四：抗共谋稳定网络 

  钱雪松/胡哲/丁海，华中科技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题：行为经济学与管理经济学 

地  点：231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市场是否挤出了道德？来自人民公社的实验证据 

  陈姝/叶航/罗俊/陈叶烽，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二：管理层能力会影响商誉减值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黄秋彬/熊梦圆/肖明，北京科技大学 

论文三：留守儿童合作偏好的形成与发展 ——来自现场行为实验和微观调查的证据 

  周晔馨/陈思玮/陈叶烽，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四：平等、不平等下的框架效应与儿童条件合作 ——基于公共品与公害品的大型人为

田野 

  周晔馨/李昕宇/闫巨博，北京师范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互相评论 

论文二：互相评论 

论文三：互相评论 

论文四：互相评论 

 

 

专  场：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专场（三）：公共部门与高质量发展 

地  点：211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我国的分级诊疗模式是否能节约医疗资源利用？ 

        龚秀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二：环境规制如何促进制造业减排？ 

        潘春阳，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徐思嘉，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四：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CO2 emissions 

        奚瑜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五：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引资竞争 

        曹志伟，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六：生态县政策是否遏制了经济增长？——基于生态立县战略的实证研究 

        廖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曹志伟，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二：廖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三：龚秀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四：潘春阳，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五：徐思嘉，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六：奚瑜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专  场：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专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地  点：227 教室（座位数 48） 

报告人： 

论文一：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陕青宁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东梅，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论文二：易地搬迁、安置方式与减贫效应 

        张会萍，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论文三：精准扶贫时期财政支农政策脱贫增收绩效评价 

        李鸿雁，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论文四：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选择 

        杨国涛，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 

论文一：邢成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论文二：张莉侠，上海农科院 

论文三：李静，合肥工业大学 

论文四：易红梅，北京大学 

 

 

专  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专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 

地  点：229 教室（座位数 84） 

报告人： 

论文一：黄河流域碳排放特征及减排路径研究 

        韩雪，兰州大学 

论文二：基于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王亿文，兰州大学 

论文三：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changes and their 

coordinati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Yellow River 



Basin, China 

        张永年，兰州大学 

论文四：黄河流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影响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钱钰，兰州大学 

论文五：环境规制、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兴衰 ——来自黄河流域城市的经验证据 

        周若蒙，兰州大学 

论文六：气候变化经济学视角下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杰文斯悖论分析 

        章蓉，兰州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汪晓文，兰州大学 

论文二：汪晓文，兰州大学 

论文三：汪晓文，兰州大学 

论文四：徐辉，兰州大学 

论文五：徐辉，兰州大学 

论文六：徐辉，兰州大学 

 

 

专  场：CHARLS 数据专场（三） 

地  点：417 教室（座位数 60） 

报告人： 

论文一：家庭子女数目对家庭养老功能影响的多维验证 

        陈孝群，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论文二：医保公平能提升精准扶贫的瞄准效果吗？——基于城乡医保整合的政策评估 

        李志鹏，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 

论文三：Estimating heath transitions under three types of health insurance using 

CHARLS dataset 

        李玮祎，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 

论文四：慢性病健康冲击与个人吸烟行为改变 

        迟欣欣，青岛大学 



论文五：城乡医疗保险整合改善了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吗？——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

分析 

        曹鑫志，沈阳农业大学 

论文六：健康检查与中国高血压知晓水平变迁 

        徐婧，西北师范大学 

评论人： 

论文一：王格玮，北京大学 

论文二：王格玮，北京大学 

论文三：孟琴琴，北京大学 

论文四：孟琴琴，北京大学 

论文五：孟琴琴，北京大学 

论文六：孟琴琴，北京大学 

 

 

专  场：新结构经济学专场（三） 

地  点：519 教室（座位数 233） 

报告人： 

论文一：人口结构对实际汇率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基于全球和中国数据分析 

        唐瑶琦，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论文二：发展战略和政府负债率 

        邓林豪，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论文三：中国经济增长率缘何下滑、如何应对 ——体制机制问题还是外部性周期性问题？ 

        文永恒，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评论人： 

论文一：姜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论文二：文永恒，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论文三：唐瑶琦，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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