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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师参加 2019年中国财政学会年会

10月 9日，我校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作为中国财政学会会员单

位应邀参加 2019年中国财政学会年会暨第 22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

会。蔡红英教授、张青教授、魏涛副教授、陶东杰博士、宋菲菲博

士赴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

财政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及领导机构，审议了第九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及《财务报告》，审议修订后的《中国财政学会章程》及其他

有关事项，同时举行了研讨主题为“新中国财政七十年理论与实践”

的第 22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

乔长涛参加 2019年度国家自科基金青年基金

获得者检查交流会

10月 16日至 18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经济

科学学科 2019 年度青年基金获得者检查交流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

开，本次会议由云南财经大学承办。我校乔长涛副教授受邀参加了

本次会议。

会议分为开幕式报告和分组讨论两个环节。17日上午，会议组

邀请了洪永淼、孟涓涓、陈硕和仇焕广四位经济科学学科优秀学者，

围绕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学术经验等方面进行了分享。17日下午和 18

科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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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各位青年基金获得者分“行为与实验经济、博弈论与信息

经济”、“计量经济”、“产业经济”等八个主题进行了分组汇报

会和讨论。我校乔长涛副教授参加了产业经济组讨论并做了《企业

异质性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报告，从项目研究内容、研究进展

和阶段性成果三个方面进行了汇报，与其他学者进行了深入地交流。

吴成峯参加 2019INFORMS年会并发言交流

10月 19日至 25日，The Institute for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the

Management Sciences (INFORMS) 年度会议在美国 Seattle 举行，此

会议是对于作业研究、管理科学与商业分析等领域的最重要的年会，

来自全球的研究作业研究、管理科学与商业分析等领域的学者专家

齐聚一堂，藉由学术交流，共同讨论最新的议题。

工商管理学院楚天学子吴成峯博士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以 A

Subsidy on Effort in Sourcing Model with Credit Guarantee Mechanism

为题进行了现场发言，该选题考虑了配销商在获取品牌商后，将订

单外包给供货商，供货商与配销商之间的互动问题。

刘大洪在第十一届法治湖北论坛上作交流发言

10月 30日，第十一届法治湖北论坛在汉举办。论坛由省法学会

与省商务厅联合举办、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协办，主题为“贯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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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相关问题研究”。副省长杨云彦

出席并讲话，省法学会会长傅德辉主持论坛，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

叶威作论坛主旨演讲。省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法经济学研究会

会长，校党委副书记刘大洪作《我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的理论

基础、障碍与进路》交流发言。

此次论坛还对 30篇优秀论文作者和武汉市法学会等 10个优秀

组织单位进行表彰。我校法学院获优秀组织单位，《外资负面清单

与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联动构建与实施对策》（段宏磊博士）获

优秀论文一等奖，《我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的理论基础、障碍

与进路》（刘大洪教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与安全审查制

度之协调》（向前博士）获二等奖，《我国外商投资法治保障中的

问题与对策——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证研究》（罗文君博士）

获优秀奖。

我校教师参加第十九届全国区域旅游开发学术研讨会

11月 1至 3日，邓祖涛教授和曹流教授参加了在青岛大学国际

学术交流中心举办的第十九届全国区域旅游开发学术研讨会，该学

术研讨会是由北京大学陈传康先生和青岛大学孙文昌先生在1989年

创办，至今已走过 30年。

本届研讨会主要围绕新时代区域旅游开发面临的新形势、新任

务、新挑战等开展学术交流，参会人员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旅游研

究院等诸多高校、研究机构、旅游企业和政府机构。邓祖涛教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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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作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流空间结构关联网络及传导机制

研究》主题报告，并荣获第十九届全国区域旅游开发学术研讨会优

秀论文。大会宣布了副会长、常务理事和理事增补名单，邓祖涛教

授增补为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旅游开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我校教师参加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11月 1日至 3日，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主办，南京大学、南京

体育学院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在南京召开。体育经济

与管理学院院长兰自力教授带领 9名教师参加大会并作交流。兰自

力教授作大会专题主旨报告，并主持“我国体育产业综合发展”专

题论坛，崔高原副教授、孙辉副教授作专题口头报告，其他与会教

师参与墙报交流。

大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是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主办的国内最具

权威性和影响力、最大规模和最高层次的综合性体育学术会议，是

全国体育科技工作者展示最新体育科研成果、科技成果和交流科技

信息的盛会。来自国家体育总局各有关单位，全国体育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日本、德国、法国、芬兰、欧科会 4000多名中外专家学

者和体育企业代表参会。



5

我校教师参加第十八次中国物流学术年会

并做专题发言

11月 16日至 17日，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学会

主办的第十八次中国物流学术年会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中国物流学会会长何黎明，南京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邢正军，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巡视员尹建庆出席会议

并致辞。来自全国物流领域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

江苏省各市发改委领导及日本同行 1200多人参加了会议。工商管理

学院副院长冷凯君教授、湖北物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初叶萍教授、

副主任毕娅副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同期组织了 15场专题分论坛，近百名代表通过主题演讲、

互动沙龙等形式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体会，一批新颖观点

和典型案例做了展示交流。冷凯君教授于“农村物流与冷链物流”

分论坛，以“推动农商互联完善农产品供应链-以湖北为例”为题进

行了专题发言并与与会学者进行了交流。

同时，本次会议共收到参评优秀论文 783篇，经专家评审，共

有 320篇论文获奖。其中，冷凯君教授论文《效率视角下我国物流

成本指数分析》获优秀论文三等奖。

蔡红英、陶东杰参加第五届中国财政学论坛

11月 23至 24日，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蔡红英教授和陶东

杰副教授应邀参加了在中国人民大学财税金融学院举行的第五届中



6

国财政学论坛，论坛主题为“推进国家治理的财税制度研究”。

中国财政学论坛旨在推动中国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为该领域

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高层次平台。共同发起单位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厦门大学经济学

院、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和《经济研究》编辑部。

我校教师参加“纪念中国人文地理学复兴 40周年、

中山大学地理学创办 90周年大会”

12月 6日至 8日，我校旅游空间团队负责人邓祖涛教授带队，

王晓倩博士与张浩博士一同赴中山大学南校区参加了以“新时代中

国人文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为主题的“纪念中国人文地理学复兴

40周年、中山大学地理学创办 90周年大会”。

本次大会包括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2019 年中国城市

地理学术年会）和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第五届文化地理

学术年会），分别以“融合与创新——新时代城市地理学的创新与

发展”和“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地理的传承和交流”为主题，探讨城

市地理和文化地理研究的新理念、新趋势、新范式、新方法，促进

我国城市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繁荣发展。我校张浩博士在文化地

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的“日常生活空间、精神生活与文化体验”

分会场作“从文本到日常生活：武汉长江大桥景观意义的建构与演

变”为主题的论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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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孔祥智一行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10月 19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孔祥

智教授，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孙中华一行于工商管理学院以“现

代农业供应链高质量发展现状与问题探讨”为题，开展学术交流活

动，工商管理学院 PI团队全体成员及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学术活

动，会议由常务副院长戴化勇主持。

孔祥智教授首先从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一角

度进行了交流，随后，孙中华会长从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与根本动力这一角度对农业供应链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与与会全体人

员进行了沟通与交流，为我校下一步在农产品供应链相关项目的申

报工作拓展了视野。

第十七届（2019）湖北省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学术论

坛暨 CNAIS湖北省分会第六届年会在我校成功举办

11月 10日，由湖北省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论坛委员会及CNAIS

湖北省分会主办，湖北经济学院承办的第十七届湖北省信息管理与

电子商务学术论坛暨CNAIS湖北省分会第六届年会在我校国际学术

交流中心举行，来自湖北省 30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教师、行业企

业代表 100多人参加。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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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统计学院副院长朱晓波主持了会议开幕式，副校长

何慧刚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他向嘉宾们介绍了学校的历史和发

展概况，希望借助湖北省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学术论坛平台，进一

步加强与省内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开拓视野，开创未来！

论坛自 2003年已连续举办 17届，由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等 30多所高校里的相关学院、研究机构及

学术机构组织发起并轮流举办。

第四届全国商务经济学委员会年会暨长江经济带商

务协作发展论坛在我校召开

11月 16日，第四届全国商务经济学委员会年会暨长江经济带商

务协作发展论坛在我校大学生活动中心二号报告厅召开。来自全国

商务经济学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湖北省统计局经济调查监测处等 20余家高校、研究机构、

企业、杂志社的 100余位与会代表及我校近 200名师生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是由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商务经济学系委员会、湖北经

济学院、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联合主办，湖北经济学院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北经济学院科研处承办，长江数据网、湖北经

济学院学报、中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中心、湖北县域减贫与发

展研究院、湖北土地制度与政策研究中心和湖北经济学院新农村发

展研究院协办，并得到《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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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董玉成教授来我校讲学

12月 16日，四川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

技术带头人董玉成教授应邀来我校作题为“数据驱动的科学学”学

术报告，此次活动由信息管理与统计学院副院长朱晓波主持，副院

长张志刚及教师代表参加讲座。

董教授主要介绍了在学术大数据背景下，如何通过数据分析方

法，研究科研团队、学者、学术期刊、学术论文、研究热点等对象

的动态规律，并对科学学的研究现状和趋势进行了梳理和展望。

最后，董教授与我校青年博士就国家课题申报、国际期刊论文

投稿、管理学的研究范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社会保障税（费）征管体制改革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12月 20日，由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省税务学会主办，湖北地方税收研究中心承办的“社会保障税

（费）征管体制改革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校党委书记温兴生、湖

北省税务局局长秦守成出席并致辞。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湖

北、广东、上海、宁波、武汉、荆州等地税务局及科研所，北京大

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 50多名专家学者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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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4项课题获 2019年湖北省知识创新

（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近日，湖北省科技厅公布了“2019年湖北省知识创新（自然科

学基金）立项项目名单”，我校 4项课题获批立项。其中面上一般

项目 3项，面上青年项目 1项。具体名单如下：

湖北经济学院 2019 年度湖北省知识创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1 2019CFB580
基于视频大数据的城市道路交叉口车辆

检测方法研究
一般面上 张运胜

2 2019CFB765
面向物联网应用的自组织智能边缘系统

众包服务方法
一般面上 项慨

3 2019CFB778
基于偏最小二乘法和深度信息的视觉目

标检测与跟踪方法研究
一般面上 唐建宇

4 2019CFB227 不确定系统的预见控制研究与仿真 青年 李丽

我校 4项课题获批 2019年省政府智力成果采购立项

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智力成果采购办公室公布了

2019年省政府智力成果采购项目立项情况，我校 4项课题获批立项，

其中委托项目 1项，资助项目 3项。具体名单如下：

1、湖北承接新兴产业布局和转移研究（委托项目），项目负责

人：温兴生

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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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技术的商品化、资本化、产业化机制与政策研究（资助

项目），项目负责人：熊桉

3、农商互联网助推湖北现代农产品供应链高质量发展研究（资

助项目），项目负责人：冷凯君

4、国家战略背景下湖北省存储器产业发展策略与建议（资助项

目），项目负责人：杨道虹（湖北省半导体行业协会、湖北经济学

院、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我校 1项课题获批 2019年度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级

社科研究项目立项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公布了 2019年度总局部级社科

研究项目立项名单。由我校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陈奕博士申报的课

题《“红色影视”的融合传播创新与青年价值观培育研究》获批立

项，据悉，这也是我校首次申报立项此类级别的课题。

我校 1课题获批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立项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 2019年国家社科基

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名单。我校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吴强老师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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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纳税遵从风险识别分析研究》课题获批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一般项目立项。

我校 10项课题获批 2019年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

日前，湖北省社会科学届联合会公布了 2019年省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后期资助）立项名单，我校共有 10项课题获批立项。立项比

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近十个百分点。

湖北经济学院 2019 年度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1 2019027 明清湖北社会意识管控研究 著作 张功

2 2019047
新时代金融科技赋能湖北高质量发展的

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叶楠

3 2019049 高科技条件下的冷链物流创新发展研究 著作 冷凯君

4 2019057 共享经济平台用户黏性研究 著作 刘齐平

5 2019061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研究 著作 戴化勇

6 2019062
人口结构转变下湖北人口红利及其延续

——基于数量、质量与结构的三维框架
研究报告 叶洪涛

7 2019063
企业集团财务危机的传染机理、路径与

预警研究
著作 余浪

8 2019213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下的湖北文化创

意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 张立

9 2019239 留住中华文化之根
“深度学习”

专项
涂爱荣

10 2019263 净化政治生态，实现海晏河清
“深度学习”

专项
路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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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获 2019中国戏曲文化周“十佳论文”奖

10月 8日，2019中国戏曲文化周“十佳论文”颁奖仪式在北京

园博园举行，陈建华教授《新时期戏曲“叫好不叫座”现象》入选

“十佳论文”。

作为国家级戏曲文化盛典，中国戏曲文化周由文化和旅游部、

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已连续举办三届，得到社会广泛赞誉。评选

公布的优秀论文集将于年内付梓出版，力求从学术上引领中国戏曲

艺术创作与发展。

温兴生主持承担的武汉自贸片区项目通过验收

近日，校党委书记温兴生主持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武汉自贸片区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委托项目结题会在我校

召开。武汉自贸办改革创新局局长钟复平、副局长邓华及相关工作

人员参加会议。

验收会上，温兴生对专家组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

课题研究背景、研究经过等。课题组成员、工商管理学院常务副院

长、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院长戴化勇代表课题组就“武汉自

贸片区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进行汇报。

获奖荣誉



14

评审专家认为，项目组较好完成了研究任务，系统梳理了长江

经济带与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关系，分析了武汉自贸片区服务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意义和短板，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专家

组一致通过该项目的结题验收。

刘大洪教授的论文在《中国法学》刊登

12月 9日，校党委副书记刘大洪教授的论文《市场主体规则平

等的理论阐释与法律制度构建》在《中国法学》2019年第 6期刊登。

这是湖北经济学院合校以来首次以湖北经济学院为第一作者单位署

名在中国法学领域的顶尖期刊发表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实现了零的

突破,具有标志性意义。

该文认为目前实践中的市场主体规则平等将国有企业作为主要

规制对象，忽视、淡化了其他类型企业可能存在的竞争不公问题。

应当重塑市场主体规则平等理念，使其不再局限于规制国有企业的

竞争问题，而应扩散至不同控制力、资本来源、空间区位、产业组

织的企业形态之间的整体公平竞争问题，令市场主体规则平等的内

涵从狭义走向广义。

《中国法学》是 1984年创办的法学学术期刊，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司法部主管、中国法学会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1995年起该刊

先后四届连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期刊奖，此奖是中国期刊

界唯一的政府奖，也是最高级别的期刊奖。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担任中国法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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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碳会计与碳金融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11月 1日至 2日，第三届碳会计与碳金融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召

开。开幕式上，校长董仕节致辞，并简要介绍了学校基本情况。

研讨会分组讨论环节分设 2个中文分会场和 1个英文分会场，

分别由《财会月刊》杂志社常务副社长李珂、《会计之友》杂志社

主任宁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璐教授、香港岭南大学林振聘教授

和台湾东华大学侯介泽博士主持，与会代表紧紧围绕碳会计、碳审

计、碳披露、碳排放权交易及其经济后果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研讨会由湖北经济学院主办，会计学院和湖北会计发展研究中

心承办，科研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

新中心协办。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土

耳其多库兹埃卢大学、波兰华沙经济学院、新西兰怀卡托大学、香

港岭南大学、台湾东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30多所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第六届市场导向的绿色低碳发展国际研讨会

在日本举办

11月 21日，第六届市场导向的绿色低碳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日本

名古屋大学举办，会议主题为“气候政策、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研讨会由湖北经济学院、名古屋大学主办，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

基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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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所、《环境经济研究》编辑部、《新加坡经济评论》编辑

部协办，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

学院附属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承办。

来自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

研究所、日本环境省、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瑞典皇家理工

学院、德国明斯特大学、东京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Applied Energy期刊、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等多所高校、科研

机构、学术出版机构、企业 8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我校低碳经济学院王珂英副教授、王丹副教授、刘习平副教授、

彭莎老师，会计学院谈多娇教授、法学院袁妙彧副教授一行六人赴

日本筹备会议，并作特邀演讲。

本次论坛是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首次在海外举办

市场导向的绿色低碳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的举办引起海内外学界

和业界对湖北经济学院的关注和好评。

《湖北新闻》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智库联盟

在武汉成立

12月 16日，湖北卫视《湖北新闻》报道我校举办的第二届长江

经济带战略论坛，本次论坛由湖北经济学院主办，财经高等研究院、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院承办。会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智

库联盟成立。联盟将紧扣长江经济带湖北高质量发展，开展咨政建

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技术推广、社会服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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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5日，第二届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论坛在我校召开。会上，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智库联盟正式成立。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

究院名誉院长、科技部原副部长张来武，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

长范恒山，湖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章新国，湖北省发改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袁德芳，湖北省政府研究室二级巡视员熊绍光，校党委书记

温兴生共同为联盟揭牌。来自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 30余位专家学

者围绕论坛主题“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展开研讨。

校长董仕节主持开幕式，他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

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国家“三大战略”之一，具有重要的历

史和现实意义，面对发展战略契机，依托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

院高端智库平台，学校发起成立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智库联盟。

温兴生致欢迎辞，并表示湖北经济学院致力于“办湖北的经济

学院”，产出一大批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理论成果和政

策建议。在第一届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论坛上揭牌成立的“长江经

济带发展战略研究院”经过一年的发展，在重大课题、专著出版、

高水平论文、服务政府决策咨询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财经高等研究院、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著名经济

学家田国强教授致辞并发表主旨演讲。田国强教授梳理了财经高等

研究院、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院成立一年以来的主要成就，两

个研究院汇聚一流的人才师资，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成立一流的

智库联盟，举办一流的学术论坛，秉承“环球视野、高端引领、开

放合作”的理念，持续为湖北省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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