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 2018 年会 

会议议程 

11 月 16 日 星期五   

 全天报到   

 11:30-14:00 自助午餐 华师大厦酒店 1 楼西餐厅 

 18:20-20:00 自助晚餐 华师大厦酒店 1 楼西餐厅 

 20:00-22:00 常务理事会 华南师大行政楼 7 楼第 6 会议室 

 主持人 韩克庆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秘书长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11 月 17 日 星期六   

 7:00-8:00 自助早餐 代表所住酒店自助餐厅 

 8:30-9:10 开幕式 地点：华南师大图书馆国际会议厅 

 主持人 李永杰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副会长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8:30 马卫华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致欢迎辞 

 8:40 华福周 中国劳动学会会长讲话 

 8:50 杨红山 广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讲话 

 9:00 曾湘泉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劳动科学教育分会会长、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作工作报告 

 9:10-9:30 合影留念 华南师大行政楼前 

 9:30-11:00 大会主题发言 地点：华南师大图书馆国际会议厅 

 主持人 刘玉方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副会长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校长 

 9:30 王  珺 广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 

  题目：改革开放倒逼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广东实践    

 10:00 曹金昌 安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副总裁 

  题目：激活人力资本，拥抱新经济 

 10:30 曾湘泉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劳动科学教育分会会长 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 



  
题目：新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挑战、趋势及

展望 

 11:00-12:00 圆桌论坛 改革开放四十年劳动科学发展回顾与展望 

 主持人 杨俊青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副会长 

山西财经大学副校长 

 参与人 刘玉方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副会长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校长 

  冯喜良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副会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 

  王春超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 

暨南大学伯明翰大学联合学院院长、经济学系主任 

  周文霞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 

  曹金昌 安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副总裁 

  樊  明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12:00-12:30 自助午餐 华师大厦酒店 1 楼西餐厅 

 13:30-15:30 分会场专题 分组发言人名单见分组名单 

  A1 劳动经济 

地  点：华南师大行政楼 7 楼第 1 会议室 

主持人：张建武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 

点评人：张抗私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东

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B1 劳动经济和

人力资源管理 

地  点：华南师大行政楼 7 楼第 5 会议室 

主持人：张同全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山

东工商学院教授、科研处副处长 

点评人：郭继强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浙

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C1 社会保障和

劳动关系 

地  点：华南师大行政楼 7 楼第 6 会议室 

主持人：王长城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点评人：韩克庆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兼

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15:30-15:50 茶歇  

 15:50-18:00 分会场专题 分组发言人名单见分组名单 

  A2 劳动经济 

地  点：华南师大行政楼 7 楼第 1 会议室 

主持人：纪 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 

点评人：王 霆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

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B2 劳动经济和

人力资源管理 

地  点：华南师大行政楼 7 楼第 5 会议室 

主持人：罗明忠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点评人：王  忠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C2 社会保障和

劳动关系 

地  点：华南师大行政楼 7 楼第 6 会议室 

主持人：任  颋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点评人：闻效仪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

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副主任、教授 

 18:00-20:00 集体晚餐 华师大厦酒店 

 20:00-21:00 主编面对面 华南师大行政楼 7 楼 第 6 会议室 

 主持人 黄  伟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副秘书长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 

 特邀嘉宾 万  陆 《南方经济》编辑部主任 

 (音序排名) 宋朝阳 复旦大学出版社经管分社副社长 



  杨公齐 《金融经济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教授 

  于尚艳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经济学编辑 

  张  超 《学术研究》经济学编辑 

11 月 18 日 星期日   

 7:00-8:00 早餐 代表所住酒店自助餐厅 

 8:30-9:40 院长论坛 华南师大图书馆国际会议厅 

 主持人 赖德胜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副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发言人 蔡立辉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音序排名) 郭  丹 怀化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 

  何亦名 广东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黄  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彭璧玉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孙坚强 华南理工大学经贸学院副院长 

  万俊毅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张建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 

 9:40-10:00 茶歇  

 10:00-11:20 主题报告  

 主持人 杨伟国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 

 10:00 岳经纶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               

  
题目：从“社会身份本位”到“人类需要本位”——中国

社会政策的范式演进与“社会中国”的建构 

 10:20 李  萍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题目：How important are parental occupations to the new 

generation's occupation mobility？ 

 10:40 王  非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讲师 

  

题 目 ： To Upgrade or To Relocate? Explaining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of Chinese Light 

Manufacturing Firms to Rising Labor Costs 



 11:00 谢馥盈 英国华威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题目：Wage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in China and their 

Impact on Workers’ Understanding of Plant-level 

Wage Systems 

 11:20-12:00 闭幕式  

 主持人 冯喜良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副会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 

 11:20-11:45 分组代表发言 
劳动经济专题、劳动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专题、劳动

关系和社会保障专题分组总结（每组 8 分钟） 

 11:45-11:55 颁奖  

 11:55-12:00 会长总结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劳动科学教育分会会长曾湘泉

教授总结 

 12:00-13:30 自助午餐 华师大厦酒店 1 楼西餐厅 

 13:30 
代表返程 

深圳参观 

部分代表赴深圳参观华为集团 

乘车点：华师大厦酒店大堂集中 

※参加华为参观活动需在报到当天或在参会回执中注明，以便大会筹备组提前安排。 

 

  



分会场专题人员名单 

 

第二单元   分组专题研讨(13:30-15:30) 

 

分论坛 A1      劳动经济专题                 华南师大行政楼 7 楼第 1 会议室 

主持人：张建武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 

点评人：张抗私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发言人： 

13:30  樊  明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人力资本理论：问题及新解释 

 

13:40  朱志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 讲师 

Effect of Return Migration on Children's Cognitive Ability 

 

13:50  张沛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与科技赛跑：高质量的教育能否缓解人工智能的就业替代压力？ 

 

14:00  禹心郭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博士研究生 

ICT Use, Cognitive Ability, and Wages: Micro Evidence from China 

 

14:10  王珊娜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 

纪  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 

儿童照料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对部分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调研 

 

14:20  周丽萍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是什么拉大了毕业生的行业收入差距？——基于 2009-2017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抽样

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14:30  胡斌红  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培训可以提供劳动者收入吗？——基于 PSM 及 GPS 模型的研究 

 

14:40  陈建新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 



澳门外来劳动力薪酬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社会网络和粤语技能的视角 

 

14:50  张  艺  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 

远亲不如近邻：邻里间的互助让你更健康  

 

15:00  王  忠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方言能力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 

 

15:10-15:30  点评及自由讨论 

 

分论坛 B1      劳动经济、人力资源管理专题    华南师大行政楼 7 楼第 5 会议室 

主持人：张同全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山东工商学院教授、科研处副处长 

点评人：郭继强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发言人： 

13:30  易行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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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  王晓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王  薇  清华大学 

Nonmarket Returns to Education of Mothers：a Perspective from the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China 

 

13:50  李  强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同伴效应对农村儿童辍学的影响 

 

14:00  张非凡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 

 

14:10  甘春华   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孩子数量对城市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  

 

14:20  席燕平   山西财经大学博士生 

真实型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14:30  祁  慧   华北科技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于演化博弈的群体规范与工作场所偏常行为群体涌现关系的研究 

 

14:40  于慧萍   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资质过剩感对员工情绪耗竭的影响——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模型 

 

14:50  舒业弘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 

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国情景的元分析检验 

 

15:00  郭  丹   怀化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制造 2025 背景下技能人才成长机制构建研究 

 

15:10-15:30  点评及自由讨论 

 

分论坛 C1      社会保障、劳动关系专题       华南师大行政楼 7 楼第 6 会议室 

主持人：王长城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点评人：韩克庆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发言人： 

13:30  刘  玮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精准扶贫背景下我国农村低保人群脱贫效应分析——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实证研究 

 

13:40  王燊成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生 

就业促进真的能够提高城镇困难家庭的就业参与吗？ 

 

13:50  刘宝臣   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讲师 

教育救助政策的突破和创新——社会投资理论的启示 

 

14:00  岳宗福   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国劳动保险时期的全国统筹：法律设计、制度变迁与现实启示 

 

14:10  赵  晰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城市低保制度对受益者就业路径影响的研究——基于 2015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调查数据 



 

14:20  冯小俊  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我国中小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问题研究 

 

 

14:30  车  鑫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医疗保险参保选择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 

 

14:40  姜晓炎   济南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陈岱云   济南大学教授 

人口结构视角下的“多村一社区”建设研究——以莱州市 Z 村为例 

 

14:50  雷悦橙  苏州大学学生 

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社会保障合作问题研究 

 

15:00  杨  茜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人工智能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研究 

 

15:10-15:30  点评及自由讨论 

 

第二单元   分组专题研讨(15:50-18:00) 

 

分论坛 A2      劳动经济专题              华南师大行政楼 7 楼第 1 会议室 

主持人：王  霆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点评人：王春超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暨南大学伯明翰大学联合学院院长、经济学系主任 

 

发言人： 

15:50  劳业辉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独生子女、出生次序与学业成绩 

 

16:00  祝慧琳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生 

参加社交活动会延缓中老年人认知衰退吗？——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证

据 

 



16:10  胡文馨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生 

     “美貌溢价”存在性别差异吗？——基于 CFPS 的经验分析 

 

16:20  王  晴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教授 

收入不平衡，阶层差距和劳动供给 

 

 

16:30  李晓曼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讲师 

工匠精神对中低技能群体的收入及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16:40  蔡媛媛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劳动者的奶酪可以失而复得吗？——兼论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的“羹匙曲线” 

 

16:50  蒋娇燕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技术进步类型与要素收入份额变化：一个理论梳理 

 

17:00  张成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张石磊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模式：基于对数乘法模型的测量 

 

17:10  郑  琪  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子女及儿童教育服务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 

 

17:20  官华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 

公共服务水平对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17:30-17:50  点评及自由讨论 

 

分论坛 B2      劳动经济、人力资源管理专题   华南师大行政楼 7 楼 第 5 会议室 

主持人：罗明忠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点评人：王  忠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发言人： 

15:50  梁伟军  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教授 



体面劳动视域下的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基于湖北省 X 市 Y

镇外出农民工的调查 

 

16:00  毛宇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讲师 

上网能使人幸福吗？——经验分析和影响机制 

 

16:10  嵇月婷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in Collective Labor Conflicts in China 

 

16:20  刘  文   山东大学商学院教授 

人才引进领域研究的发展演进——基于 Cite 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16:30  吴于蓝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限购政策、就业选择与区域教育资源均衡——基于师范生就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发现 

  

16:40  陈  虹  山西财经大学博士生 

改革时期的农民工工资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16:50  于  坤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讲师 

压力源如何影响工作倦怠变化？——职业延迟满足的调节作用 

 

17:00  楼佳云  福建农林大学硕士研究生 

张协嵩  福建农林大学助理研究员 

郑庆昌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 

社会资本、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17:10  刘璐宁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讲师 

孟续铎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背景下农民工超时工作问题分析 

 

17:20  熊亚超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情境下的上下级关系内涵与结构探究 

 

17:30-17:50  点评及自由讨论 



 

分论坛 C2      社会保障、劳动关系专题     华南师大行政楼 7 楼 第 6 会议室 

 

主持人：任  颋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 教授 

点评人：闻效仪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副主任、教授 

 

发言人： 

15:50  黄  伟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 

培育大国精神，建设制造强国——制度互补视角下职工技能形成体系的构建 

 

16:00  李  想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de union systems in socialist China Vietnam Laos and Cuba 

 

16:10  吴锦宇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讲师   

AI 时代技术进步对劳动雇佣法律与政策的挑战 

 

16:20  张玉洪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中国职工权利状况、维权意识与媒介选择 

 

16:30  王  鸣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工会独立资金账户能增进企业劳动关系和谐吗？——基于广东南海 2016 雇主-雇员

匹配数据 

 

16:40  纪雯雯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 

创业企业劳动关系协调的困境与机制转化 

 

16:50  汪  鑫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效果评估——基于非稳定性时间序列分析技术 

 

17:00  胡  楠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集体劳资冲突的动态演化与危机管理机制——基于事件系统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17:10  张  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 副教授 

对外经贸战略调整下的中美双边投资及其就业效应 



 

17:20  刘子恒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博士研究生 

试论成都市酒店行业的劳动规制模式 

 

17:30-17:50  点评及自由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