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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2017 成果交流暨选题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18年 1月 7日上午，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

心（以下简称协创中心）2017成果交流暨选题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副局长阙方平、中国人民银

行武汉分行副行长李斌、我校副校长陈向军、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处

长李天祥、省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郭胜华、武汉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刘清江、中国人民银行武

汉分行金融研究处处长邓亚平，协创中心牵头高校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以及协同高校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湖北经济学院、湖北

工业大学等高校的领导和专家齐聚一堂，交流总结协创中心 2017年

的研究成果，并对 2018年的研究选题进行了探讨。

副校长陈校长重点介绍了我校牵头的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

创新中心的培育情况，着重交流了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

心在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的作法，希望各参会单位能够进一

步加强与我校的研究合作，共同为服务湖北省经济金融发展发挥更

大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唐齐鸣教授与欧阳红兵教授、湖北经济学院吴少

新教授与许传华教授、湖北大学朱小梅教授与吴秋实教授、湖北工

科研动态



2

业大学彭芳春教授、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邓亚平处长等 8位项目

负责人分别就协创项目中期成果进行了交流汇报。参会的政府部门

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研究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能为湖北省的经济金融决策提供参

考。参会领导与专家还对 2018年的项目选题提出了指导性建议。

林耀三博士参加第七届工业技术和管理国际会议

3月，第七届工业技术和管理国际会议(ICITM2018)在英国牛津

大学圣安妮学院举行，我校信息管理与统计学院林耀三博士参会。

该会议是分享工业技术与信息管理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知识成

果的国际论坛,会议中所有被接受的论文皆被纳入由 IEEE出版的会

议论文集，被归档到 IEEE Xplore，并被 EI Compendex和 Scopus索

引。

林耀三博士以信息管理与统计学院教师、中国改革试点探索与

评估协同创新中心湖北分中心研究员名义投稿论文，并以 Predicting

Logistics Delivery Demand with Deep Neural Networks 为主题获邀演

讲。林耀三博士担任论文发表场次主持人，主持 Logistics

Optimization and Scheduling相关论文发表，参与优秀论文评审，与

各国工业工程、管理科学等领域学者交流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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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昕博士受邀赴上海参加国际会展

产业升级转型·会展研究研讨会

3月 10日－11日，“国际会展·产业升级转型·会展研究研讨会暨

国际会展产业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举行。此次活动

由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牵头，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上海市浦东商委、

上海会展行业协会、中贸慕尼黑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博华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和讯狐国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和支持，旨在

加强会展院校、政府和企业的多方合作，推进会展研究和产业融合

发展，进一步健全会展人才培养体系。本次活动同期举行了”国际会

展产业研究院揭牌仪式“。国际会展产业研究院是“政、产、学、研、

用”五位一体的开放、互动、服务平台，聚焦我国会展产业发展实际

问题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执行机构设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相关

大学设立会展案例研究中心、产业会展研究中心等分支机构，以定

向邀请研究员方式整合全国会展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共同

发挥国际会展产业研究院的平台作用，推进会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会展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发展。

我校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蒋昕博士受聘为国际会展产业研究院

首批研究员，并在研讨会上做《会展与城市公共营销》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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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 2018 年科研工作会

3月 15日，学校召开 2018年科研工作会。副校长陈向军出席会

议，各学院分管科研副院长、各科研平台负责人参会。会议由科研

处副处长黎桦主持。

科研处处长刘国武对2018年三大基金申报、科研成果奖励申报、

科研平台考核等方面情况进行通报与部署。他针对我校 2018年三大

基金项目申报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对现阶段我校基金申报存在

问题做了重点剖析。他强调，各学院及科研平台要认真组织落实各

项科研任务，促使教师们做好科研，从而推动我校“双升”工作。

会上，副校长陈向军对科研工作提出五点要求：一、学校事业

发展对科研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各学院要做好科研工作的组织者、

引领者和示范者；二、扎实工作，完成好 2018年党委下达的工作任

务；三、全面谋划，突出重点，打造亮点；四、讲究方法与策略，

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主动性；五、严肃纪律，做好科研

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

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学术共同体第十一次会议

3月 22日下午，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了第十一次学术共同

体会议。本次学术共同体会议，特邀《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刊物

执行总编张永平教授到校指导老师们的学术研究与高质量学术论文

写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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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总编从资深学术编辑的视角为全体与会老师分析了近期学术

界所关注的研究热点问题。一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问题。党的

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说法，着重强调“全

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提法，均值得从党建研究角度予以重视。

二是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周年所涉

及的相关研究焦点。这里面涉及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与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等焦点问题亟待深度研究。

三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命问题。这

一领域大家应着重思考如何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次和农村、

乡镇、学校等不同领域来探讨加强改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四是

新时代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这里面又包含如何从意识形态决定文化

发展方向角度来探讨“文化自信”的问题，新时代文化使命、文化形

态问题，马克思“命运共同体”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融合

问题，新时代社会思潮研究问题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

体系的关系问题等数个方面。五是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所涉及的党

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问题。此外，高校如何做好协同育人工作、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等常规问题也都有可以继续深挖的价值。

会议现场气氛热烈，与会老师们深受启发，大家就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校思政课课程改革的教学研

究等学术难点和张总编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会后，老师们表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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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学术活动交流很愉快，让大家茅塞顿开，打开了学术思路、开阔

了学术视野，也增长了相关学术知识，对今后大家撰写高质量科研

论文和科研课题申报书具有极高的指导作用。

台湾成功大学吕执中教授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2018年 3月 8日下午，台湾成功大学品质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工业与资讯管理系教授吕执中博士受邀来我校开展题为“工业 4.0条

件下的生产与运作管理”的学术交流活动，活动由物流与工程管理学

院常务副院长冷凯君主持，物流管理系全体教师参与了此次学术交

流活动。

吕执中教授首先介绍了个人的学术经历及台湾成功大学工业与

资讯管理系的基本情况，同时结合个人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学

术、咨询活动，从工业 4.0发展的角度，分享了其从项目入手，找寻

实际选题进行高水平论文发表及高等级科研项目申报的经验，随后

与全体教师进行了深入交流，同时期待并邀请我校教师今后共同开

展相关学术研究，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拓展更多合作渠道。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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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敬之教授应邀来我校作学术讲座

3月 14日，日本早稻田大学古月敬之教授来校作题为《深度学

习与分类算法研究》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由信息工程学院田浩副

院长主持，信息工程学院中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讲座。

古月敬之教授现任早稻田大学情报、生产及系统研究院神经计

算实验室主任，是计算智能研究方面的知名专家，主要从事计算智

能及应用方面的研究。2017年受聘为我校客座教授。

本次讲座，古月敬之教授紧密结合自身研究内容，深入浅出，

为我校教师带来一场内容丰富，引人深思的“营养大餐”。讲座结束

后，部分青年教师带着问题，继续与古月敬之教授作了深入的交流

与探讨，均得到满意的解答。

7 项课题获批 2017 年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日前，湖北省社科规划办公布了 2017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立项名单，我校共有 7项课题获批立项。

具体名单如下：

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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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成果形式

1 2017025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粮食生产技术

效率的提升机制研究
赵丽平 专著

2 2017029 城乡物流网络重构——基于湖北

农村农户的调查
初叶萍 专著

3 2017034 新型城市化下湖北农民工市民化

研究：基于成本的视角
叶洪涛 专著

4 2017050 明清武汉社会治理研究 张 功 专著

5 2017087 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研究——以

湖北高校为例
肖述剑 专著

6 2017129 互联网+背景下物流产业园税务

风险防控研究
林 晶 研究报告

7 2017147 构建湖北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

融新动能
叶 楠 研究报告

16 项课题获 2018 年湖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

近日，湖北省科技厅公布2018年湖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名单。

我校 2项课题获批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立项；14项课

题获批湖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立项。

立项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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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类别

1 2018CFB661
基于网络编码的移动金融支付数据的

快速传输算法研究
宋 莺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 2018CFB721
面向无线网络的内容感知自适应流传

输优化策略及其关键技术研究
胡胜红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3 2018ADC029
智能化技术驱动湖北制造业科技化转

型升级的引导机制研究
颜 莉 软科学研究项目

4 2018ADC033
资源环境约束下湖北粮食生产绿色创

新效率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
赵丽平 软科学研究项目

5 2018ADC063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科技型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研究
李方静 软科学研究项目

6 2018ADC081
湖北省自然保护地土地权属制度创新

研究
高 燕 软科学研究项目

7 2018ADC084
湖北省绿色金融创新发展路径及对策

研究
童 藤 软科学研究项目

8 2018ADC088
基于共生理论的互联网供应链金融操

作风险评估及防范治理机制研究： 以

湖北省为例

刘 迅 软科学研究项目

9 2018ADC089
湖北省金融支持企业突破性创新对策

研究
戴 静 软科学研究项目

10 2018ADC096
湖北科技创新与投融资创新协同发展

研究：耦合机理、路径选择与风险分担
夏 喆 软科学研究项目

11 2018ADC103
湖北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外来核心技

术团队股权激励机制研究
曹小武 软科学研究项目

12 2018ADC113
湖北省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

机制研究
张 俊 软科学研究项目

13 2018ADC128 农业科技成果供求机制与转化模式研究 熊 桉 软科学研究项目

14 2018ADC147
创新驱动价值链重构视角下区域生产

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研究——基于

东湖高新区的实证数据

戢 芳 软科学研究项目

15 2018ADC155
构建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风险防控体

系研究
孔月红 软科学研究项目

16 2018ADC163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湖北科技金融协同

发展及区域评价研究
黄小舟 软科学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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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银河主持的调研报告获优秀奖

1月，中共湖北省委讲师团下发文件，对扎根基层、对接实践的

优秀调研成果进行表彰，《关于表彰 2017年度全省“理论热点面对

面”示范点优秀调研报告的决定》（鄂讲文【2017】35号）对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高翔莲牵头组织的《农村孝文化的传承与反思：基

于湖北英山的调查》等 14篇调研报告被评为 2017年度“理论热点面

对面”示范点优秀调研报告，我院丁银河主持、郭增花、吕梦醒、朱

宝林、管珊参与的调研报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的培育与

践行》入选。

林颖教授主持研究报告获副省长陈安丽批示

3月，湖北地方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林颖教授主持的《关于湖北加

快落实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的建议》研究报告获副省长陈安丽

批示。批示指出，报告调研深入，分析透彻，建议具有可操作性，

值得肯定。

为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建设创新型国家，自 2015年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的税收

获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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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政策。2017年湖北省政府专门制发《湖北激励企业开展研究活

动暂行办法》后补政策，以助力该项政策在湖北的落实。为了深入

了解上述利好政策和措施在湖北的落实情况，助推研发费加计扣除

新政在湖北尽快落地，自 2017年以来，林颖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宏观层面对湖北企业近 10年享受加计扣除政策

的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并通过走访、座谈和问卷等方式，从微观层

面对湖北 100家样本企业的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深入解剖。课题组对

影响政策落实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系统研究，形成该研究成果。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报告（2017）》蓝皮书正式出版

近日，由我校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编著的《中国

碳排放权交易报告（2017）》蓝皮书正式出版。该报告入选“十三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张希良、范英、温兴生、陈向军、

薛进军、齐绍洲等专家担任编委会顾问，孙永平担任主编，王珂英

担任执行主编，以中心核心研究人员为骨干，历经两年的筹划和撰

写，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报告为中国第一本碳排放权交

易领域的蓝皮书，

基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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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以30余万字的篇幅全方位多角度深度聚焦碳市场配额问

题，兼具时效性、全面性、理论性、实证性和政策性，不仅为全国

统一碳市场能力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也为研究碳排放交易领域的

相关人士提供了一份可靠翔实的参考资料。

此前，《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报告（2017）》蓝皮书在北京对外

经济与贸易大学举办了新书发布会，引起了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

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环境经济研究》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 1期全文转载《环境经济研究》

2017年第 2期《中国流域水质管理：生态补偿还是污染赔偿——基

于美国跨界流域水质管理的教训》一文，作者系世界自然基金会（美

国）中国项目主任胡涛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

杂志社主办，择优推介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研究成果的权威文摘类期

刊，学术背景深厚，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重

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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