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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简介

金融学院是浙江工商大学具有商科特色的骨干学院，人才培养体系完整，拥

有四个本科专业（金融学、保险学、投资学与金融工程）、三个硕士点（金融学、

金融硕士与保险硕士）、一个应用经济学博士点（金融学）；办学形式丰富，目

前已开展国际金融专业海外留学生（含本科生与研究生）、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国际交换生、双学位等多个项目；学科平台完备，拥有浙江省一流学

科（A 类）、浙江省“十三五”规划优势专业（金融学）、浙江金融改革发展研究

院。

师资力量雄厚。金融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50 余人，其中教授 15 人，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 1 人，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 人，浙江省新世纪“151 人

才工程”培养人选 7 人，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 1 人，浙江省高校

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3 人，浙江省教学名师 3 人，浙江省教坛新秀 1 人，浙江省“之
江”青年社科学者 2 人。75%以上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50%以上的教师具有海外

留学或者访学经历。

人才培养特色鲜明。金融学院秉承“因材施教，激发潜能，强化能力，个性

发展”理念，致力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化视野的技术管理型金融人才。学院

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400 余人，其中本科生 1100 余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250 余

人，留学生 60 余人。近年来，学院先后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

等欧美高校的知名教授来校为本科生、研究生授课，每年选送一定比例的优秀学

生出国交流学习。

科学研究成果丰硕。近 10 年来，金融学院教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近 30 项，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20 余项，其他省部级课题

5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 30 余部，获国家级、省部级以上奖励 10 余项，在《经

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世界经济》、

《中国工业经济》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

智库建设切实推进。金融学院加强成果转化和应用，致力为政府重大决策提

供科学参考。代表性成果主要涉及：（1）农村金融改革。相关研究成果曾被华

建敏、周小川、刘明康、唐双宁、胡怀邦、赵洪祝、吕祖善、陈敏尔、茅临生等

领导同志批阅，荣获浙江省人民政府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

人文社科成果奖等奖励。（2）金融创新。与互联网金融创新相关的研究成果曾

获得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实践经验总结课题、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资助，被周小川、范一飞、

朱从玖等领导同志批阅。（3）规划编制。学院承担“杭州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

发展规划” 等课题，提出钱塘江金融港湾“一核三廊”空间结构布局，获得杭州市

市长张鸿铭、常务副市长马晓晖等多位领导同志的肯定。学院还承担“浙江省融

资担保行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多项专项规划工作，获得项目委托部门的高度

认可。

业界联系不断拓展。金融学院与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杭州银行、永

安期货、新华保险、浙江核新同花顺等 20 多家机构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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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表须知

1、报到流程：

（1）报到地点：曙江大酒店大堂

（2）注册报到，参会代表核实个人信息

（3）缴纳会务费，领取会议材料

（4）办理入住手续

2、会议地点：浙江工商大学综合楼一楼报告厅

3、食宿安排

会议用餐为自助餐，11 月 2 日晚地点为曙江大酒店自助餐厅（曙

江大酒店前台咨询电话：0571-28075933），11 月 3 日地点为浙江工

商大学江韵阁自助餐厅，各位代表凭餐票用餐。

4、其他事项

（1）请与会代表严格遵守国家法规和大会规定

（2）会议代表出席会议需佩戴代表证件

（3）会议期间如需医疗服务请与会务组联系

5、会务组联系方式：

夏老师： 177065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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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程简表

日期 时间 事项 地点

11 月 2 日

（周五）

10:00-22:00 会议报到 曙江大酒店

17:00-20:00 自助晚餐 曙江大酒店

20:00-21:30 理事会议
曙江大酒店

地利人和厅

11 月 3 日

（周六）

上午

07:00-08:30 自助早餐 曙江大酒店

08:30 班车前往会场

09:00-09:30 开幕式 综合楼一楼报告厅

09:30-09:40 合影 综合楼前

09:50-10:50 大会主题演讲（一） 综合楼一楼报告厅

10:50-11:00 茶歇

11:00-12:00 大会主题演讲（二） 综合楼一楼报告厅

12:00-13:30 自助午餐

11 月 3 日

（周六）

下午

13:30-15:10 分论坛（上半场） 经济楼

15:10-15:30 茶歇

15:30-16:50 分论坛（下半场） 经济楼

17:00-18:30 自助晚餐

18:00-19:00 班车返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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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议程安排

11 月 2 日（周五）

【10:00-22:00】参会代表报到 地 点： 曙江大酒店

【20:00-21:30】中国金融管理年会理事会议

主持人：易行健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地 点：曙江大酒店地利人和厅

11 月 3 日（周六）上午

【9:00-09:30 】 大会开幕式 地点：综合楼一楼报告厅

主持人：钱水土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领导致辞：戴文战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

中国金融管理年会优秀论文颁奖

第六届中国金融管理年会承办单位代表发言

【9:30-9:40 】 合影 地点：综合楼前

大会主旨演讲 地点：综合楼一楼报告厅

【9:50-10:50 】 主题报告一 （每位 30 分钟）

主持人：胡援成教授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

研究中心主任

题 目：构建新时代现代金融体系

报告人：何德旭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题 目：信用风险评级：机构 vs 市场

报告人：郑振龙教授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厦门大学证券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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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1:00 】 茶歇

【11:00-12:00 】 主题报告二 （每位 30 分钟）

主持人：柯孔林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题 目：Spillover Effects of Import Trade Fluctuations for China and

the US: A Network Model

报告人：曹伟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题 目：金融+科技时代的管理革新和人才供给

报告人：贲圣林教授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创始院长

【12:00-13:30】 自助午餐 地点：江韵阁

11 月 3 日（周六）下午

专题论坛 1：公司金融 (经济 203)

上半场 13:30-15:10

主持人：李义超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题目：企业部门去杠杆与中国上市公司分红“结构之谜”

报告人：许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杨菁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题目：行业竞争、市场准入和企业创新：基于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

研究

报告人：杨菁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评论人：许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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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产品市场竞争、研发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

报告人：李义超 浙江工商大学

评论人：辛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题目：企业吸收能力、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以长江经济带战略性

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例

报告人：辛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评论人：李义超 浙江工商大学

下半场 15:30-16:50

主持人：金永红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题目：企业金融化、生命周期与经营绩效

报告人：罗威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刘细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题目：风险投资参与、盈余管理与企业创新

报告人：金永红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评论人：罗威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题目：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能改善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信息不对

称的视角

报告人：刘细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金永红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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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2：银行管理(经济 207)

上半场 13:30-15:10

主持人：李佳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

题目：资本监管改革、商业银行风险偏好与信贷配置

报告人：杜通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李佳 山东师范大学

题目：金融结构变迁是否促进银行发展资产证券化？——来自中国银

行业的现实证据

报告人：李佳 山东师范大学

评论人：杜通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题目：上市银行管理者能力对流动性创造、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报告人：崔婕 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评论人：王雪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题目：县域银行竞争与普惠金融深化—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解析

报告人：王雪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杜通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下半场 15:30-16:50

主持人：张正平教授 北京工商大学

题目：微型金融机构的资本结构影响财务绩效吗

报告人：张正平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刘骏斌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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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监管套利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基于规模门槛的异质性分析

报告人：于博 天津财经大学

评论人：张正平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题目：信贷杠杆、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周期

报告人：刘骏斌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于博 天津财经大学

专题论坛 3：宏观金融与货币政策(经济 211)

上半场 13:30-15:10

主持人：张庆君教授 天津财经大学

题目：金融空间分布与产业布局研究

报告人：陶娅娜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评论人：张庆君 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题目：货币政策、企业家信心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报告人：耿中元 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温博慧 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题目：货币政策实施与企业家信心传递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效应

——来自动态非线性面板模型的证据

报告人：温博慧 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耿中元 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题目：影子银行发展会提升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吗

报告人：张庆君 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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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陶娅娜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下半场 15:30-16:50

主持人：曹伟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题目：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平抑房价波动吗？

报告人：许先普 湘潭大学商学院

评论人：刘琦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题目：房地产需求刺激下中央银行政策调控设定研究 ——基于两部

门 DSGE 模型

报告人：王治政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评论人：许先普 湘潭大学商学院

题目：定向降准政策有效吗？-来自 A 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报告人：刘琦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王治政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专题论坛 4：资本市场 (经济 215)

上半场 13:30-15:10

主持人：张浩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题目：Animal Spirits Financial Markets and Aggregate Instability

报告人：张博 （Bo Zhang)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评论人：曾利飞 浙江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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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半强制分红政策能有效保护投资者吗？——基于 2000-2017 年

中国 A 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报告人：曾利飞 浙江工商大学

评论人：张博 （Bo Zhang)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题目：Data-driven 3D Nonlinear Systems of Interacting Financial

Markets in China

报告人：张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钱森萍 南京财经大学

题目：信用评级公开化对信贷市场治理的显性与隐性作用机理研究

报告人：钱森萍 南京财经大学

评论人：张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下半场 15:30-16:50

主持人：戴淑庚教授 厦门大学

题目：时变冲击、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市场

报告人：戴淑庚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评论人：贺显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题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基金投资者的选择

报告人：王鹏 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戴淑庚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题目：限售股解禁与减持监管问题研究——以股东公开承诺为视角

报告人：贺显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评论人：王鹏 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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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5：金融风险与资产定价(经济 219)

上半场 13:30-15:10

主持人：姚海祥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题目：股价崩盘与资源配置效率——来自 2015 年股灾的准自然实验

证据

报告人：胡军 江西财经大学

评论人：姚海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题目：高溢价并购的达摩克斯之剑：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

报告人：邓鸣茂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评论人：胡军 江西财经大学

题 目 ： Dynamic Discrete-time Portfolio Selection for 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Funds with Inflation Contribution

Pension Funds with Inflation Risk

报告人：姚海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邓鸣茂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下半场 15:30-16:50

主持人：王永巧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题 目 ： Digging Deeper in the CAPM Research—An Visualized

Analysis using CiteSpace

报告人：陆帅 云南财经大学

评论人：张庆君 天津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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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创投双方匹配结构与风险投资退出表现

报告人：付辉 江南大学

评论人：陆帅 云南财经大学

题目：金融资源错配、高杠杆率与企业破产风险 ——基于制造业上

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报告人：张庆君 天津财经大学

评论人：付辉 江南大学

专题论坛 6：家庭金融与金融科技(经济 220)

上半场 13:30-15:10

主持人：易行健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题目：养老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基于 CHFS 数据的研究

报告人：段文晓 香港城市大学

评论人：王静静 青岛大学

题目：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

证据

报告人：易行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评论人：段文晓 香港城市大学

题目：“提高还是挤出”——社会保险对中国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

分析

报告人：王静静 青岛大学

评论人：易行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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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 ——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视角

报告人：吴卫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评论人：王静静 青岛大学

下半场 15:30-16:50

主持人：陈晓静教授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题目：儒家与金融：P2P 网络借贷中文化的价值

报告人：张博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陈晓静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题目：区块链技术风险监管实证研究

报告人：陈晓静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评论人：张博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题目：社会公平感与子女出国留学倾向

报告人：吴卫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评论人：周方召 江南大学商学院

题目：家族企业二代继承与资产配置金融化

报告人：周方召 江南大学商学院

评论人：张博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专题论坛 7：“一带一路”与国际金融(经济 224)

上半场 13:30-15:10

主持人：林乐芬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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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G20 国家金融条件指数度量与货币政策传导非对称性研究

报告人：崔百胜 上海师范大学 商学院

评论人：金朝辉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题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美两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外溢效应研究

报告人：金朝辉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崔百胜 上海师范大学 商学院

题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经济发展、资源禀赋

和制度环境

报告人：潘海英 河海大学商学院

评论人：贾妮莎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题目：中国 OFDI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影响机制与实证

检验

报告人：贾妮莎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评论人：潘海英 河海大学商学院

下半场 15:30-16:50

主持人：潘海英教授 河海大学

题目：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增强了吗？ ——基于网

络分析方法的汇率证据

报告人：程欣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王万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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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联动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报告人：林乐芬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范言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题目：房地产繁荣，金融发展与人民币实际汇率

报告人：范言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林乐芬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题目：实际汇率失调与公司投资效率—来自跨国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报告人：王万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评论人：程欣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专题论坛 8：系统性风险(经济 225)

上半场 13:30-15:10

主持人：何靖副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题目：存款保险制度能否有效降低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

报告人：赵静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评论人：董瑾杰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

题目：系统性风险研究：网络结构模型应用的新进展

报告人：唐文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

评论人：赵静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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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跷跷板效应与金融风险防控 ——兼论“一委一行两会”新监管

格局创新的意义

报告人：何靖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赵静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题目：影子银行之同业非标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

报告人：董瑾杰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

评论人：何靖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下半场 15:30-16:50

主持人：杨小玄助理研究员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题目：宏观审慎政策会产生跨境溢出效应吗？ ——理论分析与中国

实证

报告人：张朝洋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评论人：向古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题目：我国系统性风险度量指标构建及预警能力分析——基于混频数

据动态因子模型

报告人：杨小玄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评论人：张朝洋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题目：贸易信贷分散了风险还是扩散了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的

视角

报告人：向古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杨小玄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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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9：院长、系主任论坛(综合楼 846 会议室)

时间 13:30-16:50

主持人：王周伟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主持人：易行健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专题论坛 10：浙江省金融创新大赛委员会会议

(综合楼 806 会议室)

时间 13:30-15:30

主持人：马丹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李琼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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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曙江大酒店

地址：江干区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2 号大街 1 号

(地铁 1 号线文泽路 B 出口出站向右 50 米)

电话：0571-28075933

1、机场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到下沙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站

19：30）（每日发车时间：08：20 09：30 11：00 12：30 14：00 15：30

18：00

2、铁路与汽车

A、汽车西站、汽车南站：坐车站转换车到九堡客运站转地铁 1 号线到文泽路地

铁口 B 出口即可。

B、火车东站，火车城站与汽车九堡客运站：均坐地铁 1 号线到达文泽路地铁口

B 出口即可。

3.自驾车路线

A.沪昆高速下沙东下，左转进入文海南路，见到 2 号大街右转，直行经过 2 号大

街与文泽路交叉口红绿灯后右手就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曙江酒店

B. 20 号大街下沙南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