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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世界经济学科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学术论坛 

暨第二届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 

会议议程（第六版） 

2020 年 10月 31日（周六）（安徽财经大学富力万达嘉华酒店召开） 

Session 1: 8:30-9:20：会议开幕式致辞及合影 

主持人：冯德连教授，安徽财经大学副校长 

1、安徽财经大学校领导致辞 

安徽财经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丁忠明教授 

2、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复旦大学文科处、经济学院领导发言 

孙杰研究员，受中国世经学会姚枝仲秘书长委托代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致辞，5分钟 

罗长远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5分钟 

寇宗来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5 分钟 

3、学术期刊代表和学术论坛代表发言 

宋志刚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世界经济》编辑部副主任，5分钟 

沈国兵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世经学科和美国经济论坛协调人，3分钟 

9:00-9:20：20 分钟拍照、茶歇 

10 月 31 日 

Session 2: 9:20-12:00：世界经济专题（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会议室 20 分钟/位） 

主持人：孙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副主编 

评议人：于津平教授（南京大学）、屠新泉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9:20-9:40 

题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双循环战略与安徽路径 

报告者：冯德连教授，安徽财经大学副校长 

2、9:40-10:00 

题目：新冠肺炎与中国对外贸易挑战 

报告者：姚树洁，重庆大学社科部副主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 

3、10:00-10:20 

题目：全球化变局与经济“双循环”  

报告者：盛斌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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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0-10:40 

题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全球化治理 

报告者：田素华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5、10:40-11:00 

题目：贸易战与内循环的应对之策：基于一般均衡的量化分析 

报告者：李坤望教授，南开经济研究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 

6、11:00-11:20 

题目：中美经贸摩擦 13 轮高级别磋商谈判得失简析  

报告者：黄建忠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 

7、11:20-11:40 

题目：Minimum wage and Export Sophistication: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报告者：李小平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下一届

承办方 

8、11:40-12:00 

题目：疫情与物价 

报告者：钱学锋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评议时间：12:00-12:20 评议和提问 

会议自助餐：12:20-13:40 用餐地点：富力万达嘉华酒店餐厅 

 

Session 3-1: 14:00-15:50：疫情与中国经济专题 

（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会议室一、15 分钟/位） 

主持人：宋锦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China & World Economy 编辑部主任 

评议人：钱学锋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志远教授（复旦大学） 

1、14:00-14:15 

题目：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upport policy for SMEs during epidemic of COVID-19 in 

China 

报告者：冯永琦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2、14:15-14:30 

题目：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16+1 Cooperation Mechanism on Sino-CEECs Trade 

Relations 

报告者：Savo Stanojevic 索维博士生，东南大学 

3、14:30-14:45 

题目：疫情后企业互联网化趋势下的贸易和就业问题  

报告者：李权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4、14:4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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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The Impacts of Covid-19 up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nd Its Reform 

报告者：胡加祥博士生（王达坡、胡延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5、15:00-15:15 

题目：新冠肺炎对中国外贸影响及战略对策  

报告者：房景博士生，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6、15:15-15:30 

题目：城市蔓延与疫情传播——基于中国新冠疫情的研究 

报告者：潘洲博士生，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评议时间：15:30-15:50，评议和提问 

茶歇时间：15:50-16:10，评议和提问 

Session 3-2: 14:00-15:50：技术创新专题 

（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会议室二、15 分钟/位） 

主持人：宋志刚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编审，《世界经济》编辑部副主任 

评议人：何欢浪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车翼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1、14:00-14:15 

题目：国际环境保护规则如何影响出口贸易？基于环境监管与环境标准分异视角的研究 

报告者：王俊教授（张钰洁、万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副院长 

2、14:15-14:30 

题目：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 

报告者：陈雯教授（林冰），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3、14:30-14:45 

题目：知识产权保护、中间品进口与制造业创新 

报告者：谢杰教授（戴赵琼），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4、14:45-15:00 

题目：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基于中间产品供需的视角 

报告者：代中强教授（李之旭、高运胜），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5、15:00-15:15 

题目：经济史视角下美国专利政策的演变逻辑与未来应对  

报告者：刘夏助理教授（党建伟、陈栗），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6、15:15-15:30 

题目： 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 

报告者：吴可心研究生，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评议时间：15:30-15:50，评议和提问 

茶歇时间：15:50-16:10，评议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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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3-3: 14:00-15:50：资本投资专题 

（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会议室三、15 分钟/位） 

主持人：曹永福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世界经济》责任编辑 

评议人：丁一兵教授（吉林大学）、周经副教授（安徽财经大学） 

1、14:00-14:15 

题目：非典疫情对企业 TFP 的中长期影响实证研究——基于 2001-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的经验证据 

报告者：赵红军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2、14:15-14:30 

题目：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 

报告者：魏伟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3、14:30-14:45 

题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外商直接投资效应——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证

应用 

报告者：谢一青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 

4、14:45-15:00 

题目：市场竞争、议价能力与外资股权挤占 

报告者：刘凯讲师（曹梦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5、15:00-15:15 

题目：人民币汇率、进口关税与中国企业进口价格  

报告者：张文倩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6、15:15-15:30 

题目： 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面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面板 Logit 模型的实证分析 

报告者：陆文琪（沙文兵），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评议时间：15:30-15:50，评议和提问 

茶歇时间：15:50-16:10，评议和提问 

 

Session 4-1: 16:10-18:00：疫情与政策专题（富力万达嘉华酒店 1 号会

议室、15 分钟/位） 

主持人：邱国景副主任，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评议人：周申教授（南开大学）、谢建国教授（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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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0-16:25 

题目：新冠疫情下稳外贸政策逆周期调节效应评估：以出口信保为例 

报告者：茹玉骢教授（章韬、文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2、16:25-16:40 

题目：疫情全球蔓延下的产业政策与上游度 

报告者：周华副教授，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3、16:40-16:55 

题目：外部负面冲击、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与企业危机后回复 

报告者：张馨月讲师，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 

4、16:55-17:10 

题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溢价的参照点效应研究 

报告者：国文婷博士生，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5、17:10-17:25 

题目：疫情全球蔓延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来自仿真实验的结果  

报告者：郭琪博士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6、17:25-17:40 

题目：新冠疫情期间企业慈善行为的市场反应 

报告者：陈阳（王卢兰、吕慧媛），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评议时间：17:40-18:00，评议和提问 

 

Session 4-2: 16:10-18:00：贸易组织与政策专题（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会

议室二、15 分钟/位） 

主持人：毛伟副研究员，《浙江学刊》经济学责编 

评议人：孙楚仁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勇兵教授（厦门大学） 

1、16:10-16:25 

题目：中国与欧盟国家服务贸易发展效率与潜力研究及后疫情时代应对 

报告者：霍伟东教授（陈晓娴），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 

2、16:25-16:40 

题目：东盟贸易位次提升：原因分析与前景展望 

报告者：冯晓玲教授，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3、16:40-16:55 

题目：国际经济不确定性下防范与化解宏观经济风险研究——基于开放的连续时间宏

观经济金融学模型 

报告者：毛杰讲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4、16:55-17:10 

题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间产品内向化——基于企业全球采购决策视角 

报告者：李泽鑫博士生，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5、17:10-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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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国家风险是资本管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吗？ 

报告者：廉胜南博士生，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 

6、17:25-17:40 

题目：产权转移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 1994 年中国住房产权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报告者：杜文强博士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评议时间：17:40-18:00，评议和提问 

 

Session 4-3: 16:10-18:00：中国经济专题（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会议室三、

15 分钟/位） 

主持人：罗长远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评议人：彭水军教授（厦门大学）、樊海潮教授（复旦大学） 

1、16:10-16:25 

题目：贸易网络、脆弱性与跨国产业供应链风险 

报告者：黄烨菁研究员（窦钱斌、孙美露），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2、16:25-16:40 

题目：企业所得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 

报告者：陈瑾讲师（孙楚仁、李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3、16:40-16:55 

题目：政府背景大客户能否缓解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报告者：窦超讲师（王乔菀、陈晓），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4、16:55-17:10 

题目：美联储文本情绪是否对中国存在溢出效应？——基于中国国债市场的事件研究 

报告者：刘春紫博士生（陈晓莉），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5、17:10-17:25 

题目：劳动力成本上升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质量? 

报告者：肖唯楚博士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6、17:25-17:40 

题目：多中心空间结构是否有助于工业减排——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经验证据 

报告者：张硕，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评议时间：17:40-18:00，评议和提问 

会议晚餐：18:30 于富力万达嘉华酒店就餐 

1.期刊、出版社责编与作者互动专题：19：4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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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崔秀梅老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处 

召集人：孙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副主编 

召集与会学术期刊主编、主任、责编；各出版社编审/责编；纸质报社和新媒体等代表。 

毛日昇、宋志刚、宋锦、邱国景、毛伟、崔秀梅、杨海挺、吕小军和谷兴华等期刊出版社同行 

具体地点：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会议室一 

2.与会学院院长/副院长和主任/副主任内部交流会：20:00-21:00 

主持人：田素华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召集人：沈国兵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召集与会的学院院长、副院长、系主任/所长，以及学术机构/中心负责人 

研讨“中国世界经济学科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学术论坛”未来发展及会议形式 

具体地点：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会议室二 

 

2020 年 11 月 1 日（周六） 

Session 5-1: 8:30-11:20：世界经济专题 

（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会议室一、20 分钟/位） 

主持人：沙文兵教授，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评议人：李小平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雯教授（厦门大学）、代中强教授（上

海对外经贸大学） 

1、8:30-8:50 

题目：跨区域信息溢出与企业出口 

报告者：鲍晓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2、8:50-9:10 

题目：全面对外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  

报告者：彭水军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贸系，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3、9:10-9:30 

题目：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核心度与技术创新：基于网络市场势力的视角  

报告者：邢孝兵教授，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 

9:30-9:50 分钟拍照、茶歇 

4、9:50-10:10 

题目：供应链参与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报告者：李志远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5、10:10-10:30 

题目：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与中国应对——基于 GTAP 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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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分析 

报告者：史本叶教授（杨馥嘉），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6、10:30-10:50 

题目：WTO 改革的国际讨论与中国策略 

报告者：屠新泉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评议时间：10:50-11:20 评议和提问 
 

 

Session 5-2: 8:30-11:20：美国经济论坛专题 

（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会议室二、20 分钟/位） 

主持人：寇宗来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评议人：王俊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树全教授（上海大学）、陈淑梅（上海外

国语大学） 

1、8:30-8:50 

题目：贸易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基于中美贸易摩擦下理论与量化分析 

报告者：樊海潮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2、8:50-9:10 

题目：美国对华金融制裁分析：灰犀牛还是黑天鹅? 

报告者：罗振兴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 

3、9:10-9:30 

题目：进口竞争、快车道授权与美对华政策  

报告者：车翼副教授（Rui Xiao），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 

9:30-9:50 分钟拍照、茶歇 

4、9:50-10:10 

题目：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及相关思考 

报告者：谢建国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 

5、10:10-10:30 

题目：疫情蔓延下美国经贸变化趋势研究  

报告者：刘建江教授，长沙理工大学国际贸易研究所 

6、10:30-10:50 

题目：新冠疫情下美国经济新变化——基于国际智库的综述 

报告者：郭凛副教授，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经管学院世界经济系 

评议时间：10:50-11:20 评议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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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5-3: 8:30-11:20：中国经济论坛专题 

（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会议室三、20 分钟/位） 

主持人：姚树洁，重庆大学社科部副主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 

评议人：沈国兵教授（复旦大学）、谢杰教授（浙江工商大学）、谢一青助理研究员（上

海社会科学院） 

1、8:30-8:50 

题目：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报告者：唐宜红教授，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2、8:50-9:10 

题目：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报告者：丁一兵教授（张弘媛），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3、9:10-9:30 

题目：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间工资差距 

报告者：周申教授（倪何永乐），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9:30-9:50 分钟拍照、茶歇 

4、9:50-10:10 

题目：贸易自由化、个体职业选择与异质劳动力在企业间的再配置  

报告者：孙楚仁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 

5、10:10-10:30 

题目：地方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来自城商行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报告者：何欢浪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6、10:30-10:50 

题目：外资进入、就业创造与就业增长 

报告者：陈勇兵教授（杜雨蕊、罗楚亮），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评议时间：10:50-11:20 评议和提问 

 

Session 6: 11:30 -11:50：第六届中国世界经济学科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学

术论坛 闭幕式致辞 

主持人：邢孝兵教授，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 

致辞人：冯德连教授，安徽财经大学副校长 

下一届：第八届中国世经学科专家中青年学者学术论坛承办方领导致辞： 

李小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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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富力万达嘉华酒店报告厅 

 

会议午餐：12:00-13:30 于内富力万达嘉华酒店餐厅 

 

返    程：14:00（当天返程专家学者退房时间为 14:00 前） 

 

主办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 

承办方：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期刊支持方：《世界经济》；China & World Economy、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财经研究》《南开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文汇》《浙江学

刊》《国际经济评论》《世界经济情况》等 

 

第七届中国世界经济学科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学术论坛 

第二届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会务组 

2020 年 10 月 27 日 

 

 

 

 

会议注册报到 

 

1. 10 月 30 日下午 

14:00-21:00  外地参会者酒店报到并办理入住手续 

18:00-21:00  酒店自助餐，会议提供 

 

酒店地点： 富力万达嘉华酒店（蚌埠市东海大道 4189号，酒店负责人：陈茜，

联系电话 13955258015）。 

 

2. 10 月 31 日和 11月 1日上午 

7:40-8:10  会场门口报到 

 

3. 会议地点 

蚌埠市东海大道 4189 号富力万达嘉华酒店报告厅 

 

车站交通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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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南站（高铁站）到入住酒店路线图 

 

 

富力万达嘉华酒店 

酒店地点: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东海大道 4189 号富力万达嘉华酒店 

酒店负责人：陈茜，联系电话 13955258015。 

路线： 

 从蚌埠火车站---乘坐 110 路（或 103 路），在南施家站下车，过马路回走至

东海大道，右转直行约 800米，也可直接打车，预计 11分钟，车费约 7元。 

 从蚌埠高铁站---步行至高铁客运站，乘坐 138路，在工农路（东海大道）站下车，

步行 50 米至万达嘉华酒店，也可直接打车，预计 15分钟，车费约 1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