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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区域协同发展 

2022 年广东经济学会年会暨岭南经济论坛 

议程安排 

 

12 月 23 日(周五)线上会议 

一、广东高校经管类学院院长联谊会暨学会理事会 

时间：2022 年 12 月 23 日 15:00-17:30 

腾讯会议号：***；会议密码：*** 

主持人：罗必良 广东经济学会会长、华南农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彭壁玉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议程： 

1、广东高校经管类学院院长联谊会 

主题： 经济学科研育人 

（1）科研育人经验主题分享（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院长 黄新飞） 

（2）自由讨论发言 

2、广东经济学会理事会 

（1）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罗明忠教授汇报学会工作 

（2）自由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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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周六）线上会议 

一、开幕式 

时间：2022 年 12 月 24 日 9:00-9:20 

腾讯会议号：798 250 052；会议密码：460134 

主持人：李胜兰 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议程： 

1. 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钟成材同志致辞 

2. 广东经济学会会长罗必良教授致辞 

线上合影 

 

二、主题发言 1 

时间：2022 年 12 月 24 日 9:20-10:20 

腾讯会议号：798 250 052；会议密码：460134 

主持人：刘少波 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暨南大学南方高等金融研

究院执行院长 

主讲人 演讲题目 时间 

李晓 

（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

教授，广州商学院名誉校长） 

地缘政治冲突时代的国际货

币体系演进：困境与出路 
9:20-9:55 

李实 

（浙江大学资深教授） 
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9:55-10:30 

茶歇 10:3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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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题发言 2 

时间：2022 年 12 月 24 日 10:40-11:50 

腾讯会议号：798 250 052；会议密码：460134 

主持人：罗明忠 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华南农业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资深教授） 
“稻米理论”：悖论及其解释 10:40-11:15 

张天华 

（华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产业政策、资源配置与企业规模分布 11:15-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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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行会议 

时间：2022 年 12 月 24 日 14:00-17:30 

会场一 

腾讯会议号：518 395 473；会议密码：50024 

时间：14:00-16:00 

主持人：郑尊信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李华民 （广东金融学院华南创新金融研究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张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企业财务重述

行为--基于境外投资者的研究视角 
14:00-14:40 

钟华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税收激励政策与现金股利分配 14:40-15:20 

汤旭东（华南理工大学） 连锁股东与供应链协同创新 15:20-16:00 

茶歇 16:00-16:10 

时间：16:10-17:30 

主持人：李华民 （广东金融学院华南创新金融研究院） 

评论人：郑尊信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邓丽莎 

（广东财经大学） 

数字化背景下 FDI 对科技创新影响

的实证研究 
16:10-16:50 

高鹏飞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 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中介效应

和调节效应 
16:5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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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二  

腾讯会议号：509 637 581；会议密码：7007 

时间：14:00-16:00 

主持人：毛艳华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评论人：陈林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赵成林 

（中山大学） 

“筑巢引凤”抑或“引凤筑巢”？——国

家高新区设立对城市人口流动的实证研究 
14:00-14:40 

周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打破阶层固化？——来

自代际职业流动的微观证据 
14:40-15:20 

李京（湘潭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理论与机制 15:20-16:00 

茶歇 16:00-16:10 

时间：16:10-17:30 

主持人：陈创练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张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王彬 

（暨南大学） 

Dynamic production networks with 

cascading failures 
16:10-16:50 

李子鹏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银行体系风险与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

基于全球 72 个国家的证据 
16:5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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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三 

腾讯会议号：357 622 506；会议密码: 543234 

时间：14:00-16:00 

主持人：万陆（《南方经济》编辑部） 

评论人：薄诗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陈晓霞（广东省委党校） 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与市场一体化 14:00-14:40 

陈金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加工贸易高质量

发展路径——基于广东加工贸易问题分析 
14:40-15:20 

陈博潮 

（暨南大学） 

为创新驱动而竞争：地方政府存在专利锦

标赛吗？ 
15:20-16:00 

茶歇 16:00-16:10 

时间：16:10-17:30 

主持人：吴明琴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黄金波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薄诗雨 

（暨南大学） 

Moving to Opportunity for Polluting: Intra-

C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Land Market 
16:10-16:50 

朱振之 

（中山大学） 

环境管制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以碳排放

权交易为准自然实验 
16:5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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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四  

腾讯会议号：908 671 679；会议密码：001224 

时间：14:00-16:00 

主持人：林建浩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评论人：杨菁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詹姝珂 

（华南理工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升

级——基于独立协调视角下的机制探索 
14:00-14:40 

晏景瑞 

（暨南大学） 

货币政策及其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韧性

的影响研究 
14:40-15:20 

陈楚娜 

（华南农业大学）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household financial fragility: does 

insurance awareness matter? 

15:20-16:00 

茶歇 16:00-16:10 

时间：16:10-17:30 

主持人：蔡卫星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朱健齐 （佛山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宁洪沛 

（华南农业大学） 
养老保险会提高农民工留城意愿吗？ 16:10-16:50 

刘子玉 

（华南农业大学） 

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居民幸福感：时间分

配理论视角 
16:5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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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五  

腾讯会议号：981 832 847；会议密码：122405 

时间：14:00-16:00 

主持人：刘愿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林峰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郝能 

（暨南大学） 

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兼论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14:00-14:40 

董莹 

（华南农业大学） 

数字技术提升城乡融合水平了吗？ 

 ——来自广东的实证检验 
14:40-15:20 

伍佳慧 

（浙江师范大学）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15:20-16:00 

茶歇 16:00-16:10 

时间：16:10-17:30 

主持人：杨公齐 （广东金融学院） 

评论人：王智波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王子玥 

（华南师范大学） 

AI 算法披露、客户权益保护与数字服务贸

易协定—以国民待遇原则为例 
16:10-16:50 

蔡桢（中山大学） 命令还是市场？碳泄漏风险下的政策选择 16:5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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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六  

腾讯会议号：996-734-518；会议密码：221224 

时间：14:00-16:00 

主持人：吴大磊（《广东社会科学》编辑部） 

评论人：李凡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徐伟祁 

（华南农业大学） 

数字经济发展、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

收入差距 
14:00-14:40 

俞丹丹 

（暨南大学） 

资本市场有助于企业去僵尸化吗？——基

于“输血”与“造血”的研究视角 
14:40-15:20 

蓝新月 

（暨南大学） 

Oil shock， policy uncertainty and 

stock return 
15:20-16:00 

茶歇 16:00-16:10 

时间：16:10-17:30 

主持人：谢卫红 （广东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马丽梅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叶树 

（贵州财经大学）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降低碳排放强度了吗? 16:10-16:50 

汪京 

（兰州大学）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碳排放的影响

效应——基于 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准实验

研究 

16:5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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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七 

腾讯会议号：971 758 810；会议密码：393100 

时间：14:00-16:00 

主持人：易行健 （广东金融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李增福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林梓惠 

（北京师范大学） 

机构投资者监督能约束大股东掏空吗? ——来

自于机构投资者注意力转移的经验数据 
14:00-14:40 

李伟平 

（中山大学）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共同富裕：基于内部薪酬差

距的视角 
14:40-15:20 

姜彦君 

（中山大学） 

异地国有股东促进企业跨区域发展了吗？—

—基于上市公司子公司分布数据的实证研究 
15:20-16:00 

茶歇 16:00-16:10 

时间：16:10-17:30 

主持人：谢长青 （佛山科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易行健 （广东金融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王钧艺 

（湖南科技大学） 

“强省会”战略下行政区划调整的产业结构

升级效应 
16:10-16:50 

程丹 

（华南农业大学） 

撤县设区是否抑制了耕地征收规模？——基

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16:5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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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八 

腾讯会议号：947 410 705；会议密码：221224 

时间：14:00-16:00 

主持人：林欣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财经学院） 

评论人：马双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林玉婵 

（华南农业大学） 
就业形态、抚育支持与农村夫妻再生育行为 14:00-14:40 

郭滨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升

级吗？ 
14:40-15:20 

丁倩 

（华南农业大学） 

未婚子女数量及其特征对农村中老年人劳

动参与的影响分析 
15:20-16:00 

茶歇 16:00-16:10 

时间：16:10-17:30 

主持人：马双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 

评论人：王春超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暨伯联合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邓兰芳 

（华南师范大学） 

Does the County-based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matter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16:10-16:50 

李强（广州大学） 
你是姐姐：父母男孩偏好对长女家庭收入的

意外影响 
16:5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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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九 

腾讯会议号：396 269 633；会议密码：302550 

时间：14:00-16:00 

主持人：张超 （《学术研究》编辑部） 

评论人：杜军 （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杜林（暨南大学） 外需视角下提升消费动能的经济循环路径研究 14:00-14:40 

李经 

（上海财经大学） 

税制和分支机构的组织形式选择——基于汇总

纳税企业异地征税改革的自然实验 
14:40-15:20 

郭峰 

（华南理工大学） 

外源性金融科技、银行数字化转型与信用风险

治理——基于网络爬虫、文本挖掘和机器学习

的实证检验 

15:20-16:00 

茶歇 16:00-16:10 

时间：16:10-17:30 

主持人：杜军 （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评论人：周清（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财经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彭伊宁 

（暨南大学）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并购绩效——基于信息

不对称的视角 
16:10-16:50 

陈晓淇（中山大学） 

程小燕（中山大学）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效率 16:5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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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十  

腾讯会议号：434 924 884；会议密码：240034 

时间：14:00-16:00 

主持人：傅元海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 

评论人：贺建风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毛晓蒙 

（华南理工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基于创业与创新

双重视角 
14:00-14:40 

王子晗 

（中山大学） 

中国省级营商环境建设：指标编制与空间特

征 
14:40-15:20 

王媛媛 

（上海财经大学） 

“压力型”财政激励、公共服务供给与劳动

力配置 ——城市竞争二重异质性角度的分

析 

15:20-16:00 

茶歇 16:00-16:10 

时间：16:10-17:30 

主持人：贺建风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评论人：傅元海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张潇杨 

（中山大学） 

如何改革更具长期效应？——基于滇黔驿道

建设与“改土归流”改革的实证研究 
16:10-16:50 

陈春秀 

（暨南大学） 
重点产业政策的制造业就业效应研究 16:5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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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十一  

腾讯会议号：674 444 114；会议密码：221224 

时间：14:00-16:00 

主持人：展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王贤彬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杨建坤 

（安徽财经大学） 

省界毗邻地区发展困境突围之路-来自城

市群发展规划的启示 
14:00-14:40 

刘锦芳 

（东莞理工学院） 
中国对外反倾销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14:40-15:20 

林曦 

（华南理工大学） 
金融科技与金融市场复杂性 15:20-16:00 

茶歇 16:00-16:10 

时间：16:10-17:30 

主持人：李兵（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评论人：展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主讲人 论文题目 时间 

张锦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金融一体化与中国家庭的消费平滑 16:10-16:50 

何琳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

研究——基于 CHIP 数据的实证分析 
16:50-1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