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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周日）上午  开幕式及特邀报告
腾讯会议号：453 520 496

入会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s/U1f6fVP4DLZ1

致辞：

１．东北财经大学  王维国 教授

２．康奈尔大学　　洪永淼 教授

１．嘉　　宾：东北师范大学  郭建华 教授

　　报告题目：从统计学到数据科学

　　时　　间：9:20-10:00

２．嘉　　宾：中国人民大学  王晓军 教授

　　报告题目：健康预期寿命的度量与差异

　　时　　间：10:00-10:40

３．嘉　　宾：南开大学  王兆军 教授

　　报告题目：Model Checking in Massive Data via Structure Adaptive Sampling

　　时　　间：10:40-11:20

４．嘉　　宾：厦门大学  方颖 教授

　　报告题目：绿色信贷、融资结构与企业环境投资

　　时　　间：11:20-12:00

开幕式（9:00-9:20）　主持人：齐鹰飞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特邀报告（9:20-12:00）　主持人：陈磊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2020年全国数量经济学
博士生学术论坛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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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数量经济学
博士生学术论坛日程表

1-1． 时间：13:30-14:10

　　　题目：Estimating and Testing for Smooth Structural Changes inMoment Condition Models

　　　报告人：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周瑾

　　　评论人：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陈枷梓

1-2．时间：14:10-14:50

　　　题目：A Semiparametric Model for Bond Pricing with Life Cycle Fundamental

　　　报告人：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陈枷梓

　　　评论人：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周瑾

1-3．时间：14:50-15:30

　　　题目：Ensemble Learning with Statistical and Structural Models

　　　报告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徐敬之

　　　评论人：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费毅捷

1-4．时间：15:30-16:10

　　　题目：Testing Predictability in the Presence of Level Shifts

　　　报告人：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费毅捷

　　　评论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高扬

1-5．时间：16:10-16:50

　　　题目：基于高维Logistic可加模型和双选的二元内生处理效应估计

　　　报告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高扬

　　　评论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徐敬之

12月27日下午13:30-16:50　主持人：薛  景　周洪涛
腾讯会议号：213 494 623

论文分组报告  第 1 组  计量理论与方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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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数量经济学
博士生学术论坛日程表

12月27日下午13:30-17:30　主持人：张同斌　徐占东
腾讯会议号：237 277 657

论文分组报告  第 2 组  宏观经济

2-1．时间：13:30-14:10

　　　题目：A Macroeconomic Model with Firm Debt Financing, 

　　　　　　Bank Lending and Banking Regulations

　　　报告人：爱丁堡大学  黄超

　　　评论人：浙江大学  侯淑婷

2-2．时间：14:10-14:50

　　　题目：金融结构、双向FDI与行业技术进步——一个双循环的视角

　　　报告人：浙江大学  侯淑婷

　　　评论人：爱丁堡大学  黄超

2-3． 时间：14:50-15:30

　　　题目：经济政策、制度质量与高质量发展

　　　报告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李磊

　　　评论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彭亮

2-4． 时间：15:30-16:10

　　　题目：经济分权、要素市场扭曲与全要素生产率

　　　报告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彭亮

　　　评论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李磊

2-5． 时间：16:10-16:50

　　　题目：中国金融风险跨部门传染及货币政策抉择

　　　报告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单敬群

　　　评论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孙晨童

2-6． 时间：16:50-17:30

　　　题目：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在险增长的分析与预测

　　　报告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孙晨童

　　　评论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单敬群



2020年全国数量经济学
博士生学术论坛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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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下午13:30-16:50　主持人：陈  飞　潘祺志
腾讯会议号：495 115 387

论文分组报告  第 3 组  微观经济

3-1． 时间：13:30-14:10

　　　题目：融资经历与气馁客户：借不到还是不敢借？——基于小微商户贷款意愿调查数据的分析

　　　报告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袁煜玲

　　　评论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吴静茹

3-2．时间：14:10-14:50

　　　题目：数字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和机制研究——基于市场参与视角

　　　报告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吴静茹

　　　评论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袁煜玲

3-3． 时间：14:50-15:30

　　　题目：扩散效应还是极化效应:高铁开通与城市规模分布——基于Zipf定律的视角

　　　报告人：华南师范大学  黄祺林

　　　评论人：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少鹏

3-4．时间：15:30-16:10

　　　题目：容错机制能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报告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朱光

　　　评论人：华南师范大学  黄祺林

3-5． 时间：16:10-16:50

　　　题目：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与城市产学研知识流动

　　　　　　——基于2001-2018年268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报告人：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少鹏

　　　评论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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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数量经济学
博士生学术论坛日程表

12月27日下午13:30-16:50　主持人：佟孟华　王  森
腾讯会议号：660 626 066

论文分组报告  第 4 组  金融市场

4-1． 时间：13:30-14:10

　　　题目：Follow the Crowd: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nd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

　　　报告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梁裕珩

　　　评论人：江西财经大学  谢林利

4-2． 时间：14:10-14:50

　　　题目：为什么近年来中国公司债信用利差持续高位？

　　　　　　——基于权益极端尾部风险视角的理论与经验证据

　　　报告人：江西财经大学  谢林利

　　　评论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梁裕珩

4-3． 时间：14:50-15:30

　　　题目：中国A股市场的“大单异象”研究

　　　报告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徐鑫

　　　评论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博夫

4-4．时间：15:30-16:10

　　　题目：Social insurance, free cash flow,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China

　　　报告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博夫

　　　评论人：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廖存非

4-5．时间：16:10-16:50

　　　题目：Intangibles to Tangible: In Search of Firm Value Creation

　　　报告人：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廖存非

　　　评论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徐鑫



2020年全国数量经济学
博士生学术论坛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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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下午13:30-16:00　主持人：戴美虹　孟勇刚
腾讯会议号：989 430 806

论文分组报告  第 5 组  外贸与国际经济

5-1． 时间：13:30-14:20

　　　题目：不确定性、出口市场多元化与企业的生产率进步

　　　报告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刘卉

　　　评论人：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  王宇辰

5-2． 时间：14:20-15:10

　　　题目：政治风险、出口市场异质性与中国企业出口

　　　报告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艾建伟

　　　评论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刘卉

5-3． 时间：15:10-16:00

　　　题目：全球视角下美国对华口罩征收关税的福利影响

　　　　　　——基于可计算局部均衡 GSIM 模型的研究

　　　报告人：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  王宇辰

　　　评论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艾建伟



2020年全国数量经济学
博士生学术论坛日程表

12月27日下午13:30-16:50　主持人：范  丹　张为杰
腾讯会议号：247 904 077

论文分组报告  第 6 组  资源与环境

6-1．时间：13:30-14:10

　　　题目：两全其美还是顾此失彼：双重环境规制是否助力经济高质量与碳减排共赢发展？

　　　报告人：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原伟鹏

　　　评论人：山西师范大学经管学院  李秀清

6-2．时间：14:10-14:50

　　　题目：环保考核、官员晋升动机与环境治理——基于断点回归设计的研究

　　　报告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杨建坤

　　　评论人：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原伟鹏

6-3．时间：14:50-15:30

　　　题目：绿色证券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

　　　报告人：山西师范大学经管学院  李秀清

　　　评论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许可欣

6-4．时间：15:30-16:10

　　　题目：D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ilot

　　　报告人：东南大学  王良虎

　　　评论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杨建坤

6-5．时间：16:10-16:50

　　　题目：Revenue gain and trade success in judicial auctions:

　　　　　　evidence from the used cars market in China

　　　报告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许可欣

　　　评论人：东南大学  王良虎

７



2020年全国数量经济学
博士生学术论坛日程表

12月27日下午13:30-16:50　主持人：周  闯　张晓云
腾讯会议号：198 150 995

论文分组报告  第 7 组  人口与劳动经济学

7-1．时间：13:30-14:10

　　　题目：社区养老服务能否改善老年人健康？

　　　报告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陈琳

　　　评论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谷媛媛

7-2．时间：14:10-14:50

　　　题目：International Talent Inflow and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China's City

　　　报告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谷媛媛

　　　评论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陈琳

7-3．时间：14:50-15:30

　　　题目：机器人的崛起与就业变动：2009-2017

　　　报告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葛鹏

　　　评论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曹思力

7-4．时间：15:30-16:10

　　　题目：工业机器人与农民工就业：替代抑或促进

　　　报告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康茜

　　　评论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葛鹏

7-5．时间：16:10-16:50

　　　题目：1999年大学扩招幅度是否合适——从政策边际强度参数角度的讨论

　　　报告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曹思力

　　　评论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康茜

８



2020年全国数量经济学
博士生学术论坛日程表

12月27日下午13:30-16:50　主持人：张明斗　宋雯彦
腾讯会议号：607 134 805

论文分组报告  第 8 组  区域经济

8-1．时间：13:30-14:10

　　　题目：城市群政策能否促进异地投资？——基于方言视角下的实证检验

　　　报告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刘倩

　　　评论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陈露

8-2．时间：14:10-14:50

　　　题目：区域经贸合作与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

　　　报告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谢敏

　　　评论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曾运琪

8-3．时间：14:50-15:30

　　　题目：空间共聚、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对 Jacobs 外部性的新解释

　　　报告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陈露

　　　评论人：西南财经大学  李春之

8-4．时间：15:30-16:10

　　　题目：追随还是模仿：地方政府债务行为的策略互动——基于一个网络博弈的分析视角

　　　报告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曾运琪

　　　评论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刘倩

8-5．时间：16:10-16:50

　　　题目：交通基础设施如何影响非中心城市蔓延？

　　　报告人：西南财经大学  李春之

　　　评论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谢敏

９



2020年全国数量经济学
博士生学术论坛日程表

12月27日下午13:30-16:50　主持人：孔宪丽　王亚芬
腾讯会议号：530 744 127

论文分组报告  第 9 组  产业经济

9-1． 时间：13:30-14:20

　　　题目：高铁网络能否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创新

　　　报告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孙文浩

　　　评论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陈胜棋

9-2． 时间：14:20-15:10

　　　题目：新能源乘用车“车补”转“桩补”的影响机制与真实效果——基于互补品互动关系的分析

　　　报告人：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邴昕煜

　　　评论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孙文浩

9-3． 时间：15:10-16:00

　　　题目：金融科技、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报告人：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张晶

　　　评论人：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邴昕煜

9-4． 时间：16:00-16:50

　　　题目：数字金融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了吗？——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报告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陈胜棋

　　　评论人：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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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数量经济学
博士生学术论坛日程表

第1组 计量理论与方法      会议ID：213 494 623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https://meeting.tencent.com/s/mNwbQUs0w27F

第2组 宏观经济            会议ID：237 277 657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https://meeting.tencent.com/s/pkBMTt6F632R

第3组 微观经济            会议ID：495 115 387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https://meeting.tencent.com/s/wZ9CwrhuyrA6

第4组 金融市场            会议ID：660 626 066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https://meeting.tencent.com/s/SSnD5lFHhNCv

第5组 外贸与国际经济      会议ID：989 430 806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https://meeting.tencent.com/s/diVbokIGIYfN

第6组 资源与环境          会议ID：247 904 077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https://meeting.tencent.com/s/u5cks8HkVssh

第7组 人口与劳动经济学    会议ID：198 150 995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https://meeting.tencent.com/s/nNAKet7d3zSn

第8组 区域经济           会议ID：607 134 805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https://meeting.tencent.com/s/tOxKw6oLLkgl

第9组 产业经济           会议ID：530 744 127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https://meeting.tencent.com/s/ePf4Nuw4PoUp

12月27日下午各分组报告腾讯会议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