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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办公厅发函我校，省政协委员、校党

委书记温兴生今年 1 月在省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大会

发言《建设全国碳市场中心、推动湖北绿色低碳发展》，引起了省

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在碳排放权交易湖北协同创新中心孙永平博

士的团队帮助下，将大会发言稿修改提升成为全国政协提案线索，

提供给住鄂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两会上，以部分住鄂全国政协委

员联名提交的《关于支持湖北武汉建设全国碳市场中心的提案》，

经全国政协审查立案，由国家发改委主办，环保部会办。 

这是我校立足湖北、服务湖北的又一重大成果。学校党委要求

相关部门引导、组织学校研究平台、人才资源，面向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发挥智库式的学术机构功能，每年做成几件事，增强学校的

贡献度、显示度、话语权，把学校办成湖北的经济学院。 

    近日，我校工商管理学院青年教师滕泽伟老师的论文《中国服

务业碳生产率变动的差异及收敛性研究》，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

研究》2017年第 3期发表题。滕泽伟为第一作者。 

 该文以中国服务业为研究对象，构建服务业碳生产率的测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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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探析了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行业变化趋势及特征，主要研究

了 2 个问题，一是通过测算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碳生产率水平，以

此考察中国服务业行业的碳生产率如何变动；二是中国服务业各细

分行业间的碳生产率差距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低碳生产

率的服务行业是否比高碳生产率的服务行业有更快的增长速度。 

 

    3月 23日，学校召开 2017年科研工作会。副校长鲁晓成出席会

议，各学院科研负责人及科研处全体人员参会。会议由科研处处长

刘国武主持。 

    科研处副处长颜莉对我校2017年三大基金项目申报情况进行梳

理及分解说明，并针对我校基金申报现存问题做了重点剖析。 

    科研处处长刘国武从项目申报、科研平台内涵建设、学术交流、

社会服务、科研制度建设等方面总结了学校 2016年科研工作，并对

2017 年科研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安排。他强调，各学院要凝练方向、

构筑平台、汇聚队伍、创造条件、营造氛围，促使教师们做好科研，

从而推动我校学科发展。 

副校长鲁晓成指出，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省部级以上基金项目申

报与结题工作，高度重视应用对策研究，高度重视学术交流，要围

绕学科群开展工作；同时，加强基地平台建设，加强服务意识，扎

实落实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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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6日，湖北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王强、副处长饶贵安等一

行 4 人来校，就我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及部分省级科

研平台的制度建设、发展情况、项目成果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和集

中座谈。副校长鲁晓成、科研处处长刘国武，科研处副处长颜莉及

相关科研平台负责人参加。 

    下午，科研处处长刘国武、副处长颜莉陪同调研团考察了我校

部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碳排放权交易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改

革试点探索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湖北分中心等平台办公场所，并对

各平台建设工作进展、成果情况等进行了解。 

    座谈会上，鲁晓成对省教育厅科技处调研团来校调研表示热烈

欢迎，并介绍了我校发展历史、科研平台工作成效，科研服务地方

社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随后，各科研平台负责人从平台建设、人员配备、成果亮点、

工作推进难点等方面对平台工作进行了汇报，并与调研团展开交流

讨论。 

    王强对我校科研平台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示，湖北经济

学院各科研平台始终抓住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题，致力于帮助政府

部门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学校办学方向端正，科研管理有水平；

教育厅将进一步加大支持，促进省属高校科研水平的提升。 



 4 

刘国武强调，我校各基地平台既要做好前沿的学术研究，也要

做好对策研究，更好的服务地方政府部门；同时要进一步创新，做

好平台机制体制工作。 

 

 

    3月 17日，会计学院举办了“湖北经济学院组建 15周年暨办学

110周年”校庆系列学术报告的首场报告，本场报告的嘉宾是香港岭

南大学会计系主任林振聘教授，主题为“企业集团关联和外部监管

对利润与税收关系的影响”，会计学院书记杨帆、副院长邓青及部

分教师参会，报告会由会计学院院长胡伟主持。 

    林振聘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检验了中国 500 强企业集团型上

市公司和非集团型上市公司的税收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发现集团型

上市公司的税收和利润的相关关系弱于非集团型上市公司。并检验

了 2008年税制改革前后、税务审计监管松紧和有无机构投资者等不

同环境下税收和利润的相关关系，发现 2008年税制改革后、税务审

计监管较严和有机构投资者的情况下，税收和利润的相关关系更强

一些。从而说明集团型上市公司税务筹划的动机更强，外部监管对

企业税务筹划有抑制作用。 

随后，林教授简要介绍了香港高校的类型、生源构成以及研究

能力。并以香港岭南大学为例，详细介绍了教师的职称晋升、教学

与科研考核等情况，最后还给教师如何做科研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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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5日，上海财经大学徐龙炳教授应邀来校，作题为《科研

组织与组织科研》的讲座。副校长陈向军、科研处处长刘国武，科

研处副处长颜莉、各学院分管科研副院长、相关科研平台负责人及

部分学院主要负责人参会。会议由副校长鲁晓成主持。 

    徐龙炳教授表示，“科研组织”和“组织科研”高度概括和凝

练了科研管理工作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职责，也提示了科研管理工作

的基本目标和工作路径，更体现了科研管理工作的工作特点。他结

合上海财经大学科研管理工作实际案例，对科研组织和组织科研两

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分享交流。他强调，要完善学术治理体系，加

强学术委员会学术事务管理；要优化科研创新平台，构建三级（国

家级、省部级、校级）智库建设体系；要实施（服务地方、服务经

济）两个行动计划，提升决策咨询服务能力；要加强信息公开与信

息服务，发挥方向引领作用；要加强专业化科研管理团队建设。 

    副校长鲁晓成表示，徐教授的经验分享对我校升级进位目标工

作实施有很大启发，希望各学院以学校授权扩点工作作为契机，充

分把握机会，梳理工作思路，踏实做好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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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8 日-1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美国保尔森基金会联合主

办，河仁慈善基金会协办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会议邀请来自中国、美国、新西兰等国家的 8 位专家围绕自然

保护地体系、国家公园与保护地关系、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以及国家

公园的空间布局、科研管理、环境教育、法律保障等作了精彩报告，

并就国家公园和保护地治理体系、国家公园资源保护、特许经营机

制、国家公园与社区发展等大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展开了交流。 

研讨会的召开，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加强了交流，凝聚了共识。

关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一是要树立正确的国家公园理念。二是建

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关键是优化保护地体系。三是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的核心是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此次研讨会对于更好地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步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研

究制定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具有积极意义。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主要负责同志、保尔森基金会环保总监

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领导小组相关部门、

试点省市有关部门、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等建立国家公园

体制重点课题研究单位代表以及清华大学、大自然保护协会等高校、

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专家等共计 120 余人参加研讨会。我校旅游

与酒店管理学院 4位教师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邓毅教授主持了“国

家公园事权划分和资金机制”以及“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专题

研讨会，并代表小组在大会上做汇报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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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主办、中南民族大学和武汉科技大学承

办的“行政问责制与责任政府建设理论研讨会暨湖北省行政管理学

会 2016 年年会”于 2017 年 1 月 7 日在武汉召开。来自国内二十余

所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及省内相关政府机构的官员共 120 余名代表参

加了本次会议；中山大学的倪星教授、武汉大学的陈世香教授、华

中科技大学的钟书华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徐双敏教授等知名

专家与会并发言。我校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袁文艺教授、熊鹰老师

应邀参会；熊鹰老师的论文《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政府责任分析》

荣获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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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湖北省教育厅公布了第四批全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

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涂爱荣老师的项目“《论

语》中君子型人格范式在大学生道德修养中的现代价值研究”、郭

增花老师的项目“社会突发事件风险放大的政治信任疏解机制研究”

入选。这是继 2016年巨英老师的项目“生态社会主义视域下的大学

生生态道德培育研究”入选第三批该计划后，我校再次获批。 

该计划是湖北省教育厅响应中央“把高校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

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的号召，于 2014年启动的计划项目。

该计划项目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旨在培育一批具

有良好的教学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扎根实践、勇于创新、治学严

谨、教书育人的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引领和带动高等学校哲

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为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国际国内学术影响力

的名家大家做人才储备。 

 

 

    根据湖北省教育厅鄂教思政函【2017】2号文件，下达 2017年

度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立项名单，我校金融学



 9 

院林江鹏教授主持申报的《高校“校园贷”问题研究》获批立项。 

该项目将立足于高校“校园贷”问题，从湖北省大学生的角度出发，

以武汉市高校为样本，从实际调研出发，结合现有的研究结论对高

校“校园贷”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进行研究和探讨，以期丰富和补

充校园网贷的研究。 

    日前，湖北省社科规划办公布了 2016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立项名单，我校共有 8项课题获批立项。 

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立项号 课题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2016008 互联网+时代武汉城市圈零售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张  冕 

2 2016015 
广电公共服务参与“精准扶贫”的路径研究 ——-以湖

北“垄上”频道为例 
金  璐 

3 2016019 公益创业推动社会发展的产权法律规制研究 范锐敏 

4 2016074 湖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绩效评价及完善研究 靳  洪 

5 2016077 基于互联网供应链金融模式的操作风险管理研究 刘  迅 

6 2016078 
湖北省技术创新型企业软实力的作用机理及提升策略研

究 
何  洁 

7 2016101 基于互联网+的湖北现代农业发展研究 冷凯君 

8 2016122 湖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研究 杨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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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文件公布了湖北发展研究奖获奖成果。

我校 4 项成果获奖。其中，《关于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框架下

设立扶贫地票的对策建议》（廖长林等）、《进一步完善湖北中小

企业融资对策研究》（卢占凤等）获二等奖；《湖北加快推进武汉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研究》（陈向军等）、《新形势下湖北土地管理

制度创新研究》（高洁等）获三等奖。 

  为充分调动和凝聚社会智力资源深入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更好

的发挥智库作用，服务湖北改革发展，湖北发展研究奖在省政府领

导下，由省政府咨询委员会组织实施，共评选出获奖成果 78项。 

     2017年 1月 9日，武汉台资企业协会第八届大会在欧亚会展中

心召开，会上，我校海峡两岸中小企业发展研究院被推选为会员单

位。海峡两岸中小企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台籍教师黄志伟被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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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事。这是我校科研平台加强为地方政府服务，促进地方经济繁

荣的重要举措。 

     武汉台资企业协会成立于 1993 年，其性质是在武汉市投资和

工作的台商、企业等为增进友谊，加强交流与合作，促进企业发展

而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民间社团组织。 

 

 

 

    2017年 2月 1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齐续

春带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案》”专题

调研组来汉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驻会副主

任吕忠梅和全国政协调研组成员、湖北省政协相关领导共 40余人参

加了调研会议。 

    湖北水事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

长李兆华教授、中心研究员邱秋教授、陈虹教授参加了此次专题调

研会议。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驻会副主任吕忠梅教授听取了来自政

府、企业、学术研究机构代表的发言，肯定与会代表的建言。她认

为，立法研究工作者工作态度积极负责，在短时间之内完成了高质

量的立法建议，所提建言基于最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

草案》，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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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谈会上，来自湖北经济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及中国科

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等 9 家科研单位

的专家先后发言。 

 

 

 

    2017年 2月 25日，“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研讨会在武

汉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最高人民

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理论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家“2011 计划”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办，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承办。参加本

次会议的主要有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武汉海

事法院、长江水利委员会等实务部门的法官、管理与科技工作者、

律师和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经

济学院等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

北经济学院等高校的环境法的博士生、硕士生等也参加了会议。本

次会议是一次聚焦长江流域环境司法保护的专题研讨会，也是一次

理论研究与司法事务相结合的学术研讨会。湖北省水事研究中心参

与了此次研讨。 

    会议开幕式由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理论研究基地（武汉

大学）主任、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联席主任、湖北水事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王树义教授主持，武汉大

学法学院院长冯果教授和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魏文超副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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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本次会议围绕会议主题“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分为三

个单元进行主题发言。我校法学院院长邱秋教授在第一单元作了“长

江流域资源环境纠纷的主要特点”主题发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水事研究中心研究员陈虹教授在第三单元作了“司法解释的定

位与减压”主题发言。 

    王树义教授主持了闭幕式并作了总结发言，提出在长江经济带

“大保护”的背景之下，要认识到长江流域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并

指出保护长江流域资源的重要价值也是最高院制定长江流域环境资

源司法保护指导意见的重要原因。对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的司法保护

问题，王树义教授进一步指出必须要认识到流域本身的特殊性和以

涉水纠纷为主的流域案件的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