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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财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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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强（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财务与会计学

术年会理事会主席

吴世农（厦门大学）

中 国 财 务 与 会 计 学

术年会理事会秘书长

吴超鹏（厦门大学）

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成立于2014年，依托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财务与会计委员会，是我

国财务与会计学领域的重要学术盛会之一。年会以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主战场为主题，以推

动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研究、政策应用及国际学术交流为目的。年会自创办以来，至今已举办五届，

在国内外已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历次会议主题契合时代发展，引领学术潮流，入选论文质量

突出、创新严谨，与会专家术业精深、声誉卓著。

"第六届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主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会计、审计与财务问题研究

”，由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财务与会计专业委员会、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重大项目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组作为主办单位，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作为

大会协办单位，《会计研究》杂志社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大会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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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霞（同济大学）                      陈德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陈冬华（南京大学）                      陈俊（浙江大学）  

杜兴强（厦门大学）                      靳庆鲁（上海财经大学）

李广众（中山大学）                      李青原（武汉大学）

李怡宗（北京大学）                     李增泉（上海财经大学）

吕长江（复旦大学）                      陆瑶（清华大学）

马永强（西南财经大学）               田高良（西安交通大学）

吴超鹏（厦门大学）                      吴育辉（厦门大学）

夏立军（上海交通大学）              辛清泉（重庆大学）

许年行（中国人民大学）              张继勋（南开大学）

郑国坚（中山大学）

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理事（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汉文（南京审计大学）       陈晓（清华大学）

黄世忠（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李善民（中山大学）

刘星（重庆大学）             陆正飞（北京大学）

田轩（清华大学）             王化成（中国人民大学）

王跃堂（南京大学）           魏明海（广州大学）

杨丹（北京外国语大学）       曾勇（电子科技大学）

张新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赵德武（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理事单位（按单位拼音排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南开大学商学院                      南京大学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南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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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农，现任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财务

与会计”领域首个重大项目负责人，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理

事会主席。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

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全国

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国MBA教育的推动者和

创建者之一、中国最早开展资本市场研究和公司财务实证研究的

学者之一，曾荣获全国优秀归国留学人员奖、教育部优秀青年教

师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复旦管理学

杰出贡献奖等奖项。

主讲嘉宾简介

吴世农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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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简介

马永强，西南财经大学光华特聘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

师，会计学院院长。深圳证券交易所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后，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

国务院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会计学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财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四川省高校工商管理与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财政部会计名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财政部全

国会计学术领军人才、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

获得者、四川省教书育人名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

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深圳证券交易所博士后指导专家。中

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金融会计

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副会长、四川

省会计学会副会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议人，《管理世

界》《会计研究》《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等

杂志匿名审稿人。主要从事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宏观经济与微

观财务会计行为研究，近年来，在《会计研究》《管理世界》

《南开管理评论》《世界经济》《中国会计评论》等刊物上发表

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

青年项目6项，主持主研其他国家级、省部级课题10余项，成果

获省部级奖项10余项，是西南财经大学首届“我心目中的好老

师”，多次获得西南财经大学优秀教师一等奖等荣誉称号。

马永强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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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超鹏，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财务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常

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20）、国家自科基金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管理学青年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2009年获得厦门大学管理学（财务管理）博

士学位，2007-2009年受国家公派留学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联

合培养博士项目，2019-2020年美国MIT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访问

学者。现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常务理事、财务与会计专业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 《C h i n a A c c o u n t i n g a n d F i n a n c e 

Review》编辑（2015-2021），《当代会计评论》编委，中国

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为中国制度背

景下的公司财务、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研究，在《Review of 

F inanc ia l Studies》、《The Account ing Rev iew》、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等经济学与财务金融

学领域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以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

国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30多篇。入选教育部青年

长江学者（2017），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持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霍英东青年教师基础研究基金等多项科

研课题；获得“中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国际

财务管理学会（FMA）亚洲年会最佳论文奖”、“全国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提名奖”、“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全美华

人金融协会年会最佳论文奖”、“福建省五四青年奖章”、“福

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导师”等荣誉和奖项。

主讲嘉宾简介

吴超鹏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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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冬华，1975年出生，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

4），现任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

京大学青年学者联谊会会长。曾任南京大学国际化会计学博士生项目

（IAPHD）创始主任（2015-2016）。浙江工商大学（原杭州商学院）会

计学学士（1997），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会计学）硕士（2000）、上海

财经大学管理学（会计学）博士（2003），香港科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

心博士后（2004），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后备人选（2004），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2006），南京大学首届青年骨干教师（2006），南京大

学优秀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008），财政部首届会计学术领军人物

（2012），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2014），浙江工商大学百年校庆首届杰

出校友奖（2016），《财经研究》创刊60周年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

（2016）。论文成果在《经济研究》、《文学研究》、《管理世界》、

《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南开管理评论》、《会计研究》、

《当代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Chin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view、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主持多项国家级课题和部级重大课题，负

责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70602011）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后评

估为“特优”（2011）。目前担任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副主编，《当代会计评论》、Chin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view、Frontiers of 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编委，

《会计文博学刊》、《中国文化与管理》学术委员会委员，《会计史学

刊》编委，全国青联委员，江苏省青联常委，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兼职教授， 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会计

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美华人会计教授会会员。

主讲嘉宾简介

陈冬华 教授



第六届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

辛清泉，男，1975年生，江西上高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

商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2013-）、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

者 特 聘 教 授 （ 2 0 1 9 ） 、 财 政 部 会 计 名 家 培 养 工 程 入 选 者

（2019）。辛教授于1998、2004和2007年分别在江西农业大

学、福州大学和中山大学获得会计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

位。2007年博士毕业后进入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会计

学系工作，历任讲师（2007-2009）、副教授（2009-201

3）、教授（2013-）。研究领域为会计、审计、证券监管与公

司治理，学术论文见诸于全球顶尖会计学期刊The Accounting 

Review、全球知名SSCI期刊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China Economic Review，以及

国内权威期刊《会计研究》、《金融研究》、《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2020年，辛清泉教授学术

成果获得教育部第八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博士论文获

得2009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辛清泉教授现任重庆大学计

划财务处处长（兼任国资办主任），民主建国会重庆市第五届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当代会计评论》执

行主编，《珞珈管理评论》领域（会计）主编，《中国会计评

论》特邀编委，《会计与经济研究》编委。

主讲嘉宾简介

辛清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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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雪松，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

长。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全国会计领军人才、

西南财经大学首届“光华英才工程”等。担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审计专业学位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政府审计研究

中心副主任，Abacus、Chin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view、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管理世

界》《会计研究》《金融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等期刊审稿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人。主持或主研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项目、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四川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

量和教学改革项目、211工程项目等。研究成果发表于《管理世

界》《会计研究》《金融研究》《审计研究》《南开管理评论》

《财经研究》、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Journal of 

Account ing and Pub l i c Po l i cy、Ch ina Journa l of 

A c c o u n t i n g Re s e a r c h、N a n k a i  B u s i n e s s Re v i e w 

International等期刊。获得中国会计学会优秀论文、四川省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唐立新优秀学者、全国MPAcc优秀学位论

文指导教师、西南财经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西南财

经大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西南财经大学“精彩一课”、西南财

经大学年度决策咨询信息工作先进个人等。

主讲嘉宾简介

唐雪松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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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婵，堪萨斯大学商学院教授，堪萨斯大学博士学位。李婵教

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审计实证研究，尤其是关于审计的经济后果、

监管对审计环境的影响，审计师判断与审计质量等。学术论文见诸

于全球顶尖会计学期刊The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MIS Quarterly ,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李婵教授的学术成果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上市公

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引用。李婵教授现任The 

Accounting Review 和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 y的编辑，同时还担任Contemporar y  Account ing 

Research的编委成员。

Chan Li is the Stephen A. Batman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School of Business. Li obtained her Ph.D. 

from University of Kansas. Prior to joining the faculty at her 

alma mater, Li was a tenured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er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 is in archival 

auditing, particularly i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uditing, 

effects of regulation on the audit environment, auditor 

judgment and audit quality. She has published over 20 articles 

in leading academic journals, includ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MIS Quarterly, and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Her work has been cited by the 

SEC, PCAOB,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Li is currently serving as the editor at The Accounting Review 

and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She is also on 

the editorial board at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主讲嘉宾简介

李婵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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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下午 19:30-21:30

时 间 主要内容

理事会会议

8:30-8:55

开幕式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马永强致辞

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理事会主席

吴世农致辞

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理事会秘书长；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吴超鹏

优秀论文评选结果展示

主持人：

唐雪松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

8:55-9:00 线上合影

9:00-9:25

主旨演讲（一）

演讲主题：企业负债管理与债务危机预警研究

演讲嘉宾：吴世农

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理事会主席、

厦门大学

9:25-9:50

主旨演讲（二）

演讲主题：中国自主公司治理知识体系浅探

演讲嘉宾：陈冬华 南京大学

主持人：

黄蓉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李达三讲席教授9:50-10:15

主旨演讲（三）

演讲主题：R&D 信息披露

演讲嘉宾：辛清泉 重庆大学

10:15-11:35

期刊编辑论坛

《管理世界》韩彬 ；

《会计研究》刘国强 ；

《南开管理评论》程新生；

《 财经科学 》廖中新

主持人：

马永强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11:35-12:00

主旨演讲（四）

演讲主题：科创环境与科创价值系列指数

演讲嘉宾：唐雪松 西南财经大学

主持人：

靳庆鲁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12:00-12:25

主旨演讲（五）

演讲主题：How to craft a research paper 

and go through a review process

演讲嘉宾：李婵 University of Kansas

主持人：

靳庆鲁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12:25-14:00 午休

11月19日下午 14:00-16:20

11月20日上午 8:30-11:40

学术分会场（1-6）

学术分会场（7-18）

主持人：

吴超鹏 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理事会秘书长；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主持人：

杨丹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11月19日上午

地 点 

线上会议室

线上

会议室

扫码观看



第六届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

⼤会议程2

时 间 分会场主要内容

11月19日下午 14:00-16:20

学术分会场1-6

分会场1：企业创新

腾讯会议ID：999733364

分会场主席：靳庆鲁（上海财经大学）

分会场2：数字化转型1

腾讯会议ID：240314456

分会场主席：李广众（中山大学）

分会场3：数字化转型2

腾讯会议ID：356914472

分会场主席：张继勋（南开大学）

分会场4：宏观政策与制度改革1

腾讯会议ID：449618866

分会场主席：梁上坤（中央财经大学）

分会场5：公司治理1

腾讯会议ID： 567940959

分会场主席：黄蓉（复旦大学）

分会场6：公司债券1

腾讯会议ID：577386825

分会场主席：白云霞（同济大学）

学术分会场7-12

11月20日上午 8:30-10:00

分会场7：家族企业

腾讯会议ID： 144757327

分会场主席：李彦（西南财经大学）

分会场8：信息披露

腾讯会议ID：208530784

分会场主席：陈俊（浙江大学）

分会场9：税收改革

腾讯会议ID： 370989492

分会场主席：李青原（武汉大学）

分会场10：公司债券2

腾讯会议ID：330734631

分会场主席：王艳艳（厦门大学）

分会场11：分析师

腾讯会议ID： 420724436

分会场主席：王彦超（中央财经大学）

分会场12：宏观政策与制度改革2

腾讯会议ID：672748266

分会场主席：蔡春（西南财经大学）

学术分会场13-18

分会场13：宏观政策与制度改革3

腾讯会议ID： 219991313

分会场主席：张敏（中国人民大学）

分会场14：气候与风险

腾讯会议ID： 219360892

分会场主席：齐保垒（西安交通大学）

分会场15：公司治理2

腾讯会议ID： 926166686

分会场主席：管考磊（江西财经大学）

分会场16：金融风险

腾讯会议ID：838931798

分会场主席：冯旭南（上海财经大学）

分会场17：公司治理3

腾讯会议ID：577514563

分会场主席：刘凌冰（东北财经大学）

分会场18：ESG

腾讯会议ID：890633665

分会场主席：逯东（西南财经大学）

11月20日上午 10:10-11:40



分会场议程

分会场1
议题：企业创新

分论坛主持人：靳庆鲁（上海财经大学）

11月19日下午

14:00-16:20

题目：进口工业机器人与企业创新——基于要素资本联动效应的分析

作者：钟慧洁 、章欣然、晏超

汇报人：章欣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点评人：蹇薇（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时间：14:00-14:40

题目：The Value-Add of Venture Capital Due-diligence Information 

Frictions, Startup Growth and Failed Fundraising Campaigns

作者：Juanita González-Uribe、 Robyn Klingler-Vidra、 王素、Xiang Yi 

汇报人：王素（University of Amsterdam）

点评人：袁媛（华南理工大学）

时间：14:50-15:30

题目：Regional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作者：王志、王亚南

汇报人：王亚南（西南财经大学）

点评人：李丹蒙（华东理工大学）

时间：15:40-16:20

分会场2
议题：数字化转型1

分论坛主持人：李广众（中山大学）

11月19日下午

14:00-16:20

题目：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使用——基于供应链上下游的视角

作者：杨继彬、吴文锋、张艺凡

汇报人：杨继彬（上海交通大学）

点评人：潘红波（武汉大学）

时间：14:00-14:40

题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市场一体化效应——基于供应商地理布局的经验证据

作者：罗勇根、杨金玉、王得力

汇报人：罗勇根（广东财经大学）

点评人：张倩倩（西南财经大学）

时间：14:50-15:30

题目：供应链网络位置、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作者：王少华、王敢娟、上官泽明

汇报人：王敢娟（山西财经大学）

点评人：高升好（西南财经大学）

时间：15:40-16:20

第六届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



分会场议程

分会场3
议题：数字化转型2

分论坛主持人：张继勋（南开大学）

11月19日下午

14:00-16:20

题目：数字化并购能否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作者：钟凯、梁鹏、王秀丽

汇报人：梁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点评人：张路（中国农业大学）

时间：14:00-14:40

题目：数据资产促进了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吗？ ——基于文本分析法的经验证据

作者：苑泽明、于翔 、李萌 、刘冠辰

汇报人：于翔（天津财经大学）

点评人：刘文军（福建农林大学）

时间：14:50-15:30

分会场4
议题：宏观政策与制度改革1

分论坛主持人：梁上坤（中央财经大学）

11月19日下午

14:00-16:20

题目：法律责任与独立董事履职行为

——基于中国新《证券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作者：胡诗阳、尹亮 、赵健宇 、XUE Rui

汇报人：胡诗阳 （重庆大学）

点评人：曲国霞（山东大学  威海）

时间：14:00-14:40

题目：通道业务监管与企业银行贷款融资

——基于《资管新规》出台的准自然实验

作者：何思怡、靳庆鲁

汇报人：何思怡（上海财经大学）

点评人：叶小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时间：14:50-15:30

题目：COVID-19 背景下监管对加密货币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作者：张鹏程、徐琨鹏 、齐佳音

汇报人：张鹏程（上海外国语大学）

点评人：柳光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时间：15:40-16:20

第六届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



分会场议程

分会场5
议题：公司治理1

分论坛主持人：黄蓉（复旦大学）

11月19日下午

14:00-16:20

题目：顾此失彼？并购溢价“商誉化”与“无形化”研究

作者：张新民、金瑛

汇报人：金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点评人：余怒涛（云南财经大学）

时间：14:00-14:40

题目：概念炒作与企业蹭补

作者：窦超、黄宇童、刘巍

汇报人：黄宇童（中央财经大学）

点评人：龚启辉（浙江大学）

时间：14:50-15:30

题目：“近墨者黑”？投机文化是违规事件多发的原因吗？----基于内部控制分析 

作者：陈少华、刘维乾 、孙梦蝶

汇报人： 刘维乾（厦门大学）

点评人：谭文浩（南京财经大学）

时间：15:40-16:20

分会场6
议题：公司债券1

分论坛主持人：白云霞（同济大学）

11月19日下午

14:00-16:20

题目：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与绿色债券发行定价 

作者：蓝梦、轩文爽

汇报人：轩文爽（上海财经大学） 

点评人：赵尘（西南财经大学）

时间：14:00-14:40

题目：诚信文化、法治环境与债券风险补偿 ——基于文化、法律与金融的思考

与交叉研究

作者：吴世农、陈锦昌、周昱成

汇报人： 周昱成（厦门大学）

点评人：李文贵（浙江财经大学）

时间：14:50-15:30

 

题目：股债双重身份与债权人利益保护：基于基金公司的分析

作者：吴育辉、张华玉、余怒涛、吴伟
汇报人：张华玉（厦门大学） 

点评人：许罡（安徽财经大学）

时间：15:40-16:20

第六届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



分会场议程

分会场7
议题：家族企业

分论坛主持人：李彦（西南财经大学）

11月20日早上

8:30-10:00

题目：家族企业更重视员工利益吗？——基于劳动力成本粘性的考察视角

作者：权小锋、朱宇翔、张华玉

汇报人：朱宇翔（苏州大学）

点评人：曾爱民（浙江工商大学）

时间：8:30-9:10

题目：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年报披露语调：“直言不讳”还是“讳莫如深”？

作者：王赛、李思飞

汇报人：王赛（北京外国语大学）

点评人：武恒光（山东财经大学）

时间：9:20-10:00

第六届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

分会场8
议题：信息披露

分论坛主持人：陈俊（浙江大学）

11月20日早上

8:30-10:00

题目：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ESG Disclosure Quality Evidence from 

 Major Customer

作者：Qianqian Du、潘玉坤

汇报人：潘玉坤（西南财经大学）

点评人：王文明（浙江大学）

时间：8:30-9:10

题目：金融监管协调与金融机构坏消息披露——来自银保监会合并的事实证据

作者：李广众、李光华

汇报人：李光华（中山大学）

点评人：方岳（浙江大学）

时间：9:20-10:00

分会场9
议题：税收改革

分论坛主持人：李青原（武汉大学）

11月20日早上

8:30-10:00

题目：增值税税收中性与企业现金持有 ——基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的研究 

作者：谢雁翔 、覃家琦 、 金振 、 耿明阳

汇报人： 谢雁翔（南开大学）

点评人：魏志华（厦门大学）

时间：8:30-9:10

题目：环保费改税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胡志颖、齐琦 

汇报人：齐琦（北京科技大学）

点评人：饶品贵（暨南大学）

时间：9:20-10:00



分会场议程

分会场10
议题：公司债券2

分论坛主持人：王艳艳（厦门大学）

11月20日早上

8:30-10:00

题目：僵尸企业债券定价扭曲与资源配置效率：基于金融分权视角的解释

作者：赵仲匡、林晚发、刘岩、陈思均

汇报人：林晚发（武汉大学）

点评人：吕怀立（上海大学）

时间：8:30-9:10

题目：技术文本信息、逆向创新专利与债券发行定价

作者：肖虹、阮琳槟、李丛杉 

汇报人：阮琳槟（厦门大学）

点评人：杨丹（北京师范大学）

时间：9:20-10:00

第六届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

分会场11
议题：分析师

分论坛主持人：王彦超（中央财经大学）

11月20日早上

8:30-10:00

题目：Games for Attention: Evidence from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for U.S.-Listed Foreign Firms

作者：Jun Chen、Albert Tsang、Wenming Wang、Li Yu、张严方

汇报人：张严方（浙江大学）

点评人：王新路（暨南大学）

时间：8:30-9:10

题目：分析师的公共信息依赖：来自借壳上市的证据

作者：刘雨、王靖芸

汇报人：刘雨（重庆大学）

点评人：周冬华（江西财经大学）

时间：9:20-10:00

分会场12
议题：宏观政策与制度改革2

分论坛主持人：蔡春（西南财经大学）

11月20日早上

8:30-10:00

题目：涨跌停制度变革、股票流动性与资本市场表现

作者：赵家悦、卢锐、柳建华、曹夏平

汇报人：赵家悦（中山大学）

点评人：沈华玉（华北电力大学）

时间：8:30-9:10

题目：市场准入管制放松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的研究

作者：王成龙、何如桢

汇报人：王成龙（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点评人：李钰斌（哈尔滨工业大学）

时间：9:20-10:00



分会场议程

分会场13
议题：宏观政策与制度改革3

分论坛主持人：张敏（中国人民大学）

11月20日早上

10:10-11:40

题目：破除城乡户籍分割的实体投资效应 ——来自新型户籍制度改革的证据 

作者：吴育辉、张欢

汇报人：张欢（厦门大学）

点评人：胡志颖（北京科技大学）

时间：10:10-10:50

题目：Bookbuilding System Reform under Registration-based System

 and IPO Pricing Efficiency in China

作者：肖明芳、June, Cao

汇报人：肖明芳（南京审计大学）

点评人：蔡贵龙（中山大学）

时间：11:00-11:40

第六届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

分会场14
议题：气候与风险

分论坛主持人：齐保垒（西安交通大学）

11月20日早上

10:10-11:40

题目：Climate Vulnerability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Worldwide

作者：倪骁然、Yi Si、Bohui Zhang 

汇报人：倪骁然（厦门大学）

点评人：曹丰（湖南大学）

时间：10:10-10:50

题目：Climate Risk Exposure, Information Efficiency, and Corporate 

Leverage Adjustment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作者：吴锴

汇报人：周子涵（中央财经大学）

点评人：周中胜（苏州大学）

时间：11:00-11:40

分会场15
议题：公司治理2

分论坛主持人：管考磊（江西财经大学）

11月20日早上

10:10-11:40

题目：Trademark Protection and CEO Risk-Taking Incentives 

作者：Tao Chen、Yangyang Chen、杨斌、Tao Yuan

汇报人：杨斌（暨南大学）

点评人：胡金帅（厦门大学）

时间：10:10-10:50

题目：Making the Most of What You Learn: The Role of Specialist 

Executives on Firm Growth

作者：张秋月、景薇、陈然、秦秀婷、杨松令

汇报人：陈然（四川大学）
点评人：何力（西南财经大学）

时间：11:00-11:40



分会场议程

分会场16
议题：金融风险

分论坛主持人：冯旭南（上海财经大学）

11月20日早上

10:10-11:40

题目：汇率政策、风险对冲与市场感知 ——来自“8.11 汇改”冲击的经验证据

作者：陈俊、徐怡然 、董望、王文明

汇报人：徐怡然（浙江大学）

点评人：刘慧龙（对外经贸大学）

时间：10:10-10:50

题目：国有参股对民营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及机制

作者：高冰莹、曹伟、王竹泉

汇报人：高冰莹（中国海洋大学）

点评人：罗党论（中山大学）

时间：11:00-11:40

第六届中国财务与会计学术年会

分会场17
议题：公司治理3

分论坛主持人：刘凌冰（东北财经大学）

11月20日早上

10:10-11:40

题目：Can opinion lenience bring benefits to individual auditors

作者：Chen Ma

汇报人：马晨 （Account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

点评人：朱爱勇(西南财经大学)

时间：10:10-10:50

题目：Institutional investors’ corporate site visits and aggressive 

financial reporting

作者：崔欣、Sabri Boubaker、Jing Liao、Lu Wang

汇报人：崔欣（天津大学）

点评人：胡宁 (西南财经大学)

时间：11:00-11:40

分会场18
议题：ESG

分论坛主持人：逯东（西南财经大学）

11月20日早上

10:10-11:40

题目：企业双碳承诺的价值效应研究——基于波特假说的经验证据 

作者：张国清、陈子帆

汇报人：陈子帆（厦门大学）

点评人：司毅（西安交通大学）

时间：10:10-10:50

题目：Building Eco-friendly Corporations: The Role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作者：姚守宇、Yuying Pan、Lu Wang、Ahmet Sensoy、Feiyang Cheng

汇报人：程飞阳（天津大学）

点评人：周楷唐（武汉大学）

时间：11:00-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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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全国重点

大学，也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府之国”成都，有光

华、柳林两校区，辖地2300余亩。校园湖光柳影，芳草绿树，翩翩学者，蔚为大观，是著名的“园林式

院校”，实乃读书治学的理想园地。

学校始于1925年在上海创建的光华大学。1938年，因抗战内迁建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1952-

1953年，先后汇聚西南地区17所院校的财经系科组建成四川财经学院，是建国之初全国高等院校分区布

局的四所财经高校之一。1960年后历经分设、合并、更名等，于1978年恢复为四川财经学院。1979年

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划归中国人民银行主管，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金融行业背景和出色的金融学科优势。

1985年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1997年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00年以独立建制划转教

育部管理，2010年成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高校，2011年成为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

设高校，2017年成为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

黄浦浣花风雨长，光华柳林谱华章。历经江流潮涌的时代变迁，西南财经大学始终与国家民族共命

运，始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栉风沐雨、奋进超越，培育了“经世济民、孜孜以求”的大学精神，奠定

了“开放包容、求是创新”的学术底蕴，培养了“治国兴邦、奉献社会”的栋梁之才，铸就了“兴学报

国、民族担当”的历史丰碑。

学校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国际视野的财经领域的卓越人

才。设有28个学院（中心）等教学单位，41个本科专业；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24600余人，其中普通全

日制本科生15800余人，硕士研究生7900余人，博士研究生820余人。建校以来，学校为国家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已成为国家金融、经济、管理等部门高水平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本科生就业率达95.92%，国内外深造率40%，18万余名校友中涌现出一大批金融行业领军人物，被誉

为“中国金融人才库”。

学校拥有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

划2.0基地、国家级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创新实践项目”基地等一批师资力量雄厚的

教学与科研机构；拥有1个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3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专业综

合改革试点项目。学校主办的《经济学家》《财经科学》分别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名刊和精品期刊；创

办英文学术期刊《Financial Innovation》成为近十年来国内第一本被SSCI收录的金融领域学术期刊；

拥有馆藏丰富的现代化数字图书馆，也是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财经文献中心；设有西南地区高校唯一的

货币类博物馆：货币金融博物馆。

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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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坚持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前沿相结合，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

向，加强应用研究，产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获批中宣部首批“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研究中心”，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金融研究中心”“金融安全与发展学科创

新引智基地” “金融安全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西财智库”等一批新型高

端智库。加强对国家、行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着力打造国家“金融智

库”和“西部财经智库”。发挥学科专业和人才优势，主动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积极开展对口帮扶

工作，勇担大学社会责任。

学校深入实施深度开放战略，高层次、宽领域、多渠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已与世界40余个国家

和地区的两百余所知名大学、科研机构及知名企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获批3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1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开设全英文专业，培养设立学生出国（境）奖学金和“一带一路”国际学生奖

学金。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美国道富银行共创共建国际风险数据分析联盟、金融风险

研究中心、金融科技国际联合实验室。建有北马其顿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孔子学院及四川首家“汉语国

际推广成都基地”。品牌项目Global Academy暑期国际学术营影响力不断增强。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

等知名学者先后做客我校与师生展开高层次、前沿性对话与研讨。

学校不断强化学科发展战略引领，着力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学科生态

体系。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统计学、社会学、法学7个博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9个专业学位授权点；拥有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会计学

和统计学4个国家重点学科，5个省级重点一级学科；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

与工程和统计学5个博士后流动站。应用经济学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经济学与商学”“社会科

学总论”“工程学”3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学科；工商管理通过EQUIS和中国高质量MBA双认证；中

国大陆首家通过AACSB商科和会计双认证。2021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位居501—600，居国内同类院校

首位。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在波澜壮阔的办学历程中，人文荟萃，名师云集。胡适、钱钟书、徐

志摩、叶圣陶等大师在此传道讲学；谢霖、陈豹隐、汤象龙、许廷星、刘诗白等著名经济学家于此授业

解惑。现有教职工2000余人，专任教师1300余人，其中，教授336余人、副教授567余人，博士生导师

320余人，全职海归博士300余人，国家级人才113人，形成了海内外人才的“群聚效应”。

格致诚正、经世济民。全体西财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学校第十三次和第十三届二次、三次党代会作出的决策部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根

中国大地办社会主义大学，团结拼搏、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加快建设财经特色鲜明的世界

一流大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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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实力突出，学术成果丰硕。学院始终坚持“人才为本，学术为魂”的理念，以会计学为核心，

与金融学、管理学交叉融合，依据学术优势逐渐形成了“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决定及其效率”“国有资本

的战略配置与监督运营”“会计的实体经济效应与经济发展”“微观财务数据与宏观经济监测预警”

“政府审计与金融体系风险识别和监督”等重点研究领域，产出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近五年

来，学院专任教师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在国际顶级期刊Journal of Finance，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The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和国内权威期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会计研究》等发表数十篇。承担高

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科基金重大、面上及青年项目，省

部级重大攻关及其他项目100余项，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1篇。产出了一批党和国家决策急需的咨政

历史底蕴深厚，学科声望卓著。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科的历史可追溯到1925年中国上海光华大学商

学院所辖会计系科，有着中国最早建立会计学科的兴学历程。学院的前身会计系正式创立于1938年，由

我国会计师制度的创始人、中国第一号注册会计师、著名会计学家谢霖教授创办并主持工作，迄今已有

80余年的历史。学院办学史上，涌现出谢霖、杨佑之、归润章、黄伯慇、雷瑶芝、毛伯林、郭复初、林

万祥等教授名家，会计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学院是全国首批设置会计学本科专业、中国注册会计师

（CPA）专门化方向、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审计硕士（MAud）专业学位、大数据会计学实

验班的院校之一。会计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财务管理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学院已成为我国会计、财务、审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最

重要的基地之一。2018年11月和2019年1月，学院先后获得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商管学院教育评估机

构——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简称AACSB）的商科认证与会计认证，成为目前中国大陆首家同时拥有

AACSB双认证的学院，跻身全球前1%的商学院之列。

师资力量强大，学缘结构合理。学院现有全职专任教师90余人，其中教授20余人、副教授40余人，

博士生导师20余人、硕士生导师70余人。有全职海归博士30余人，是目前国内拥有海归师资最多的会计

学科，其中多名是拥有会计财务、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跨学科知识背景的会计信息系统（AIS）海归博

士，为交叉学科发展和大数据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专任教师中获得财政部“全国会计名家培养工

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全国模范教

师、高校青年教师奖等全国性荣誉称号20余人次，获得四川省教学名师、突出贡献专家、学科技术带头

人及后备人选等省级荣誉称号30余人次。学院聘有由20余位固定海外师资组成的海外课程教授团队，建

有由100余位国内会计实务界资深专家组成的校外导师团队，拥有一支由近40名全职人员组成的行政和

学生管理服务团队。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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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技术变革，引领培养转型。学院于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设会计学专业（大数据方向实验

班），并从2019级开始，在会计学、财务管理和审计学三个专业全面植入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相关课

程，引领会计类专业人才培养转型。人才培养秉行 “3+1”理念：“3”指熟知三种逻辑，即会计与财

务逻辑、数据分析逻辑和计算机编程逻辑；“1”指具备一种思维，即战略思维。学院建有大数据会计教

学与研究中心、大数据会计与财务实验室，与中诚信国际、用友公司、浪潮集团等搭建了多个大数据会

计与智能财务产学研一体化平台，致力于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集会计财务、数据

分析和机器学习等专业能力为一身，同时具备战略思维和国际化视野的高层次复合型商界领导者。

报告，多次获党和国家领导人、省部级以上领导及单位的批示采纳。

育人成效显著，社会声誉斐然。学院拥有丰富的国家级教学资源，包括：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会

计学教学团队、财务管理教学团队），8门国家级精品课程（2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门国家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2门国家级网络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门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视频公开

课），3本国家级规划教材。此外，还拥有包括省级教学团队、省级精品课程、省级规划教材、省级教育

体制机制改革项目、省级大学生实践基地等在内的众多优质教学资源。学院现有本科生2470余人，学术

型学位硕士研究生250余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860余人，博士研究生90余人，总计在校学生人数

3600余人。经过80余年的发展，学院为社会培育了两万余名各类人才，包括博士300余人，硕士5000余

人，学士15000余人，很多已成为著名大学、国家部委与监管部门、大型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的知名

教授、领军人物、实务专家和高级管理人才。

立足全球视野，联手世界名校。学院已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康奈尔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

校 、 纽 约 城 市 大 学 、 罗 格 斯 大 学 、 新 加 坡 管 理 大 学 等 国 际 知 名 学 府 展 开 深 度 合 作 ， 包 括 “3 + 1”

“2+2”“硕士+1”“可持续师资”等本硕博联合培养与学位项目、学生互访、师资交换、暑期课程等

多种国际合作方式，荣获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称号。学院与特许

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CIMA)、加拿大特许专业会计师协会（CPA Canada）、

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公会(CPA Australia)、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等国际公认会计师

机构均建立了多层次的深度合作机制，包括互免学费、互认学分、合作学位、学术合作等，为学生提供

国际职业会计师认证项目的快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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