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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师参加第 94届美国西部经济学年会

6月 28日至 7月 2日，经济与贸易学院刘其享副院长、台籍教

师蔡世峰、张志伟副教授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第 94届美国西部

经济学年会。刘其享副院长、蔡世峰副教授与张志伟副教授在会场

中分别作了相关学术报告，同时也对其他学者宣讲的论文进行点评，

在国际学术会议中发出经院声音。会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对相关

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收获丰富。

本次会议中，经济与贸易学院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实验室首次在

国际舞台亮相。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实验室(EconLab X)隶属于湖北经

济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旨在为本校师生提供计算机交互实验环境，

可以为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行为科学等社会科学实验提供软

硬件上的支持。

熊劼参加 2019年数量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

7月 6日至 7日，“2019年数量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第八届）”

暨“2019年中国经济学年会第三届夏季论坛”在吉林大学召开。熊

劼副教授与研究生胡云合作的论文受邀参加会议并进行小组交流。

本届年会规模空前，共收到中英文投稿近 300篇，吸引了来自

海内外 120 余所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莅临参会。会议议题涵盖了经

科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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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围绕“经济转型升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大数据和网络经济金融”等热点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

除了开幕式和主旨演讲，会议还设立了多个海内外学者专场、中英

文分会场与博士论坛分专场，为国内外经济学工作者提供高水平的

学术展示与交流平台，就最新经济学前沿研究成果展开研讨，为中

国经济的发展贡献思维成果。

许传华出席第十六届湖北.武汉台湾周两岸金融论坛

7月 9日，由湖北省台办、湖北省地方金融局、湖北银保监局主

办的第十六届湖北.武汉台湾周两岸金融论坛在洪山宾馆隆重举行。

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曹广晶，武汉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有祥在论

坛上致欢迎辞。

论坛围绕“汉台携手打造华中台资金融聚集区”主题进行了交

流。武昌区人民政府区长余松、国家发改委中国投资协会创业投资

委员会会长沈志群、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副行长薛承雄、台湾天

使投资协会秘书长苏拾忠、湖北经济经济金融学院院长许传华、武

汉市地方金融局处长阎鸿、武汉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处处长刘香

作为特邀嘉宾进行了互动访谈。

科研处副处长黎桦、金融学院副院长杨申燕、以及宋明哲、李

方智、陈义国等教师参加了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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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宏在省政协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言

8月 20日，省政协在武汉召开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省政协主席徐立全出席并讲话。会上，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应用型智

库专家、我校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付宏教授参会并发言，围绕强化

政府和市场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组织引导作用，加快我省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发表意见。吴中志、邹薇、孙文、刘国俊、黎苑楚、郑文

成、宋清龙、梁鸣等委员以及省有关民主党派、工商联专家学者在

会上建言献策。省政府金融办、省经信委、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省农业厅、省商务厅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

科研处处长刘国武教授，经济与贸易学院乔长涛副教授、赵清

强博士、冯银博士列席会议。

涂爱荣赴德参加“2019欧洲教育研究学会年会”

9月 2 日至 6 日，2019 欧洲教育研究学会年会于在德国汉堡召

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风险时代的教育——教育研究对未来的作

用”。来自世界 40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学者与会，马克思主义学院涂

爱荣教授应会议主办方邀请，参加本届年会。

本届大会分主题演讲、大会报告、圆桌会议、分组讨论、论文

张贴等形式和环节。来自日内瓦大学、汉堡大学、哥本哈根大学、

萨格勒布研究所等地的学者围绕相关议题以圆桌会议和大会报告的

形式展开讨论。同时所有参会人员根据讨论主题自行参加不同小组

进行讨论，其中涂爱荣教授以“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为题，同第

十二小组与会者进行小组交流，其中一些观点与与会者产生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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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教育研究学会年会每年召开一次，2020 年将于 8月 24日—

28日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召开。

我校教师参加“优化营商环境与商事法律制度创新”

学术研讨会

9月 7日，湖北省法学会商法研究会 2019年年会暨“优化营商

环境与商事法律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芜湖市召开。此次

会议由湖北省法学会商法研究会和长江海商法学会联合主办，武汉

大学司法案例研究中心、安徽省航运商会和安徽深蓝法律适用研究

中心协办。来自安徽省政法委、中国海事仲裁委等多家单位的 140

余名领导、专家学者、司法实务人员和企业家代表参加了此次年会。

我校法学院黎桦教授、马颖副教授、张焰博士应邀参加了此次

会议。其中，黎桦教授在会议的第一单元“营商环境优化”主题研

讨中发表演讲，其提交的论文《新型物权担保的法律困境与克服—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视角》在此次研讨会中荣获二等奖。

邓毅参加第二届国家公园与可持续旅游学术研讨会

9月 27日至 29日，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邓毅教授受邀赴上海参

加了由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和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

“2019年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第二届国家

公园与可持续旅游学术研讨会”，并向大会做了以“国家公园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为题的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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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以国家公园建设和可持续旅游发展为主题展开学术研讨。

中国科学院樊杰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苏杨研究员、黄山风

景区管委会张阳志副局长等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分别做了大会主旨报

告。来自全国各高校的 200 多位师生分别参加了“国家公园与环境

管理创新”等分论坛活动。

科研处“三全育人”工作深入基层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深化拓展“五个思政”建设成果，进一步推进学校“全员育

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工作，培养“科研育人”意识。湖北

省教育厅主管、湖北经济学院科研处主办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藏

龙学刊》将出版“三全育人”专刊。

科研处充分发挥科研育人功能，组织《藏龙学刊》编辑部于 7

月 1日至 9月 10日前往部分学院、职能部门采访了包括金融学院院

长许传华、图书馆馆长梅光球、经济与贸易学院张全红教授等在内

的 8位教师，深入基层了解学校在“三全育人”背景下对于“科研育

人”的探索和实践，为做有组织的科研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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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麻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宋亮副教授应邀来我校

作学术报告

6月 26日，麻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宋亮副教授应邀来我校作了

主题为“从中美之间差异谈金融监管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合作发表

外文探讨”的学术讲座，会计学院院长胡伟教授主持报告会，部分

教师和研究生积极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宋亮副教授首先讲述了中美之间的差异，从而引出金融监管对

资本市场的影响，同时重点介绍了相关选题，强调选题是写文章的

关键，要通过时间、自我思考来寻找选题灵感，并给出了一些具体

思路。宋亮副教授还向老师、同学们列举了研究中需要避免的一些

问题，通过讲解深化了对相关研究的认识。最后，宋亮副教授邀请

老师们将来共同合作发表外文期刊，实现互利互助。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龚关教授来我校讲座

6月 26日，经济与贸易学院青年学者论坛专家讲座邀请上海财

经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龚关教授作题为主题为《中国经济实证

研究》的学术报告。部分青年博士教师到场。

龚关教授主要从事个人账户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包括劳动

法改革民营企业及国有企业的不同的影响、目前龚教授主要研究包

括影子银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社会地位对健康的影响等。龚关教

授详细地介绍了其选题思路及研究方法，并对参加座谈的老师的具

体研究进行了详细点评，且提出了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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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开宝教授来我校作

学术讲座

6月 28日，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全国MTI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胡开宝教授应邀在外国语学院学术研讨室

举行了一场题为“语言智能背景下MTI 人才培养：机遇与挑战”的

学术讲座。外国语学院院长何明霞主持，翻译研究所、“一带一路”

语言文化研究所等研究所全体成员参加了本次学术活动。

胡开宝教授认为，语言智能的发展给MTI 人才的培养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语言智能技术越来越先进，机器翻译质量越高，一定程

度上会造成对普通人工翻译的需求会越少，也会给MTI 教师带来挑

战；但同时，语言智能的发展会带来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双语语

料加工和双语语料库研制等方面的更高端人才的需求。

国际能源期刊Applied Energy主编严晋跃教授来我校

进行学术交流

7月 7日，应低碳经济学院、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邀请，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和梅拉达伦大学

教授、未来能源中心(Future Energy Profile)主任，国际能源期刊

Applied Energy主编严晋跃教授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低碳经济学院

及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全体师生参与本次学术活动。

严晋跃教授做了题为“How to get your research results published

i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的报告。他指出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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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要与读者进行交流、沟通、分享，因此在论文写作的时候

需要注重读者的感受。同时严教授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发表高水

平学术论文的心得体会，并与老师们进行了交流。

严晋跃教授的报告内容详实、生动有趣，对每一位同学、老师

如何进行高水平期刊的发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伦敦大学皇家豪洛威管理学院谭辉教授来我校讲座

9月 20日，经济与贸易学院青年学者论坛邀请伦敦大学皇家豪

洛威管理学院谭辉教授作有关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经验的学术讲座。

参加成员包括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付宏、副院长刘其享、青年学者

论坛成员，以及对该主题感兴趣的其他教师。谭辉教授长期从事国

际商务方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文章20余篇。

谭辉教授从自身经历出发，跟大家分享了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

表文章从选题到写作到投稿到修改，全过程的相关经验。谭辉教授

认为，青年学者在博士毕业之后并不代表就具有了独立写作高水平

学术期刊文章的能力，需要经过 5-8年的与高水平学者合作的磨练

才行。关于创新选题，则可以从最新学术期刊、专刊前沿、学术会

议和工作论文四个方向来寻找。同时谭辉教授强调了投稿时给主编

留言的重要性。最后文章从写作到完成投稿，其实你只完成了 10%

的工作，接下来必须经过漫长和细致的修改。一篇好的学术论文需

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至少 3年的时间以及 90%以上的拒稿率。学术

之路充满艰辛，但只要努力最终必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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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我校位居省属

高校第三

日前，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结果公布，我校 6项课题

获准立项。立项总数在省属高校中排名第 3，在全省高校中排名第 9。

2019年立项课题学科领域除涵盖应用经济、管理学、统计学、法学

外，新增哲学，主干学科优势明显，立项学科进一步拓宽。

今年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黄敦兵主持的《语言哲学视域中

宋明儒学文本经典化架构研究》课题获批立项，这是马克思主义学

院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中取得的历史性突破。

2019 年湖北经济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请人

1 19BJY034
注册会计师行业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研究
一般项目 李长爱

2 19BGL264 平台生态系统中信任的形成与传递机理研究 一般项目 张 冕

3 19BGL055
农业供应链金融可持续减贫机理及信贷协作

模式创新研究
一般项目 杨申燕

4 19BTJ030
基于人工智能与多源异构数据的上市公司财

务困境预警研究
一般项目 张志刚

5 19BFX104 刑事诉讼法典中实体法因素研究 一般项目 崔 凯

6 19BZX049 语言哲学视域中宋明儒学文本经典化架构研究 一般项目 黄敦兵

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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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4项课题获 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立项

近日，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评审结果公布，我

校 4项课题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较去年增加 2项。2019年立

项课题学科领域涵盖管理科学部、信息科学部和数理科学部。

2019 年湖北经济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请人

1 71973040
竞争性招标的最优机制设计：关于非歧视性条

款和信息披露的两个问题
面上项目 陈波

2 71901091
工期不确定条件下基于资源分配优化的鲁棒

项目调度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梁洋洋

3 61903130 不确定系统的鲁棒预见控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李丽

4 11901178 随机不变流形的 Wong-Zakai 逼近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姜涛

我校 2项课题获 2019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

年科技创新团队计划项目立项

接湖北省教育厅通知，2019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

技创新团队计划资助项目名单公布。我校会计学院夏喆教授主持的

“制度环境、金融供给与公司治理”项目和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

同创新中心王珂英副教授主持的“碳排放权交易对重点行业的影响

研究”项目入选，这是我校首次同时获批 2项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

团队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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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10项课题获 2019年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

项目立项

日前，2019 年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立项结果公布，

我校 10 项课题获准立项，其中重点项目 3项、中青年人才项目 5 项，

指导性项目 2 项。

2019 年度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项目

负责人

1 D20192201
监察机关职务犯罪查处的公诉衔接机

制研究
重点项目 崔凯

2 D20192202
警务大数据下的犯罪事件智能预测研

究与应用
重点项目 张耀峰

3 D20192203
基于网络编码移动金融支付的保证延

迟和带宽要求的资源分配算法
重点项目 李媛

4 Q20192201
基于卫星观测数据的大气逆温层的时

空分布

中青年

人才项目
帅晶

5 Q20192202
高质量发展阶段下传统媒体业态结构

调整与优化

中青年

人才项目
李 靓

6 Q20192203
资源环境约束下湖北省城市化发展效

率评测与路径优化

中青年

人才项目
于寄语

7 Q20192204 湖北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中青年

人才项目
潘 林

8 Q20192205
体育产业消费内外部动机研究--基于

中国超级足联赛上座行为

中青年

人才项目
王建茗

9 B2019114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重力波导制传播

机制研究

指导性

项目
李 俊

10 B2019115
基于医疗文献挖掘的癌症相关基因及

其假基因的相关性研究

指导性

项目
谭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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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兴生主持的研究报告获常务副省长黄楚平批示

近日，党委书记温兴生主持的研究咨询报告《构建长江经济带

与“一带一路”融合发展研究》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楚平批

示。批示指出：课题很有意义，《报告》有深度。请发改、交通、

商务、教育、文旅等部门阅研，并进一步深入务实调研，抓住关键

节点，强化改革措施，更精准扎实推动湖北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

路”融合发展。

研究咨询报告提出，湖北处在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交汇

点，应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抓住用好战略机遇，加快构建湖北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融合

发展战略节点，实现湖北高质量发展，在中部崛起中走在前列。报

告强调，应明确湖北是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联动

区、开放发展的交汇区、创新发展的核心区、绿色发展的试验区。

需要做实交通物流、支撑平台、产业支撑、经贸合作、人文交流、

绿色发展六大节点，将湖北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融合发展战

略节点落细落实。

该研究报告是温兴生主持的省政府智力成果采购项目“加快构

建湖北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融合发展战略节点研究”的阶段

性成果。

获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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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师生到我校饮食文化基地

交流访问

9月 20日，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的安排下，澳大利亚斯威本科

技大学师生一行 11人到我校汉语国际推广中华饮食文化培训基地鉴

赏与体验中华饮食文化魅力，并与我校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学生围

绕中国传统饺子烹制开展互动实践活动。

烹饪与营养教育系主任陈才胜大师向斯威本科技大学到访的师

生生动的介绍了中国饮食的八大菜系以及湖北菜肴食材与烹制技法

的特点。陈大师向国际友人现场演示烹制了以鱼为主题的三道湖北

菜肴：桔瓣鱼汆、红烧武昌鱼、菊花鱼。品尝完三道菜肴后，斯威

本科技大学的师生对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和大师精湛的烹饪技

法交口称赞。随后，斯威本科技大学到访的师生来到餐旅实训中心

白案操作教室，来自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的学生手把手教他们如何

包饺子，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基地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