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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到流程 

 A． 参会代表报到（5 月 10 日周五 10:00-23:00） 

（1）报到注册：请参会代表到枫林宾馆大堂报到，填写和核实个人信息。 

酒店地址：枫林宾馆，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一路 43 号 

电话号码：0731 8879 8888 

（2）领取会议资料。 

（3）办理入住手续。 

 B．参会代表报到（5 月 11 日周六上午 07:30-08:00） 

  地点：枫林宾馆四楼长沙厅 

2、会议地点：本次大会由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承办，会场安排在枫林宾馆。 

（1）开幕式和主旨演讲会场设在枫林宾馆四楼长沙厅。 

（2）专题论坛会场设在枫林宾馆三楼一号会议室、三楼二号会议室、七楼 A 厅 

 和八楼 A 厅。 

3、请参会代表和工作人员凭代表证或工作证进入会场；参会代表凭代表证及 

餐券到枫林宾馆餐厅用餐。 

4、进入会场内，请自觉关闭移动电话和其他电子设备（或将其设定为静音状态），

室内请勿吸烟。 

5、请各位代表外出活动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如遇突发事宜，请及时联系

会务组工作人员。 

6、会务组联系方式如下： 

会务组值班电话：0731-88684825 

总负责：许和连  13037319676 

会  务：祝树金  15673157776 

议  程：肖  皓  18684852601 

会  场：肖  力  18008466786 

徐航天  18358968920 

财  务：张意湘  13100318807 

宣  传：李  曼  18174429170 

接  送：范子杰  18975826001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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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时 间 事  项 地  点 

5 月 10 日 
（周五） 

10:00-23:00 参会代表报到 枫林宾馆大堂 

18:00-20:00 晚餐 二楼宴会厅 

20:00-21:00 理事会全体会议 三楼一号会议室 

5 月 11 日 
（周六） 

07:00-08:00 自助早餐 二楼宴会厅 

07:30-08:00 参会代表报到 四楼长沙厅 

08:00-08:30 论坛开幕式 四楼长沙厅 

08:30-08:50 参会代表合影留念 枫林宾馆楼前 

08:50-10:00 主旨演讲（一） 四楼长沙厅 

10:00-10:20 茶  歇 

10:20-11:50 主旨演讲（二） 四楼长沙厅 

12:00-13:30 自助午餐 二楼宴会厅 

14:00-16:15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一） 三楼一号会议室 

专题论坛（二） 三楼二号会议室 

专题论坛（三） 七楼 A 厅 

专题论坛（四） 八楼 A 厅 

16:15-16:30 茶  歇 

16:30-18:00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五） 三楼一号会议室 

专题论坛（六） 三楼二号会议室 

专题论坛（七） 七楼 A 厅 

专题论坛（八） 八楼 A 厅 

18:00-19:30 自助晚餐 二楼宴会厅 

5 月 12 日 
（周日） 

07:00-08:00 自助早餐 二楼宴会厅 

08:30-10:00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一） 三楼一号会议室 

专题论坛（二） 三楼二号会议室 

专题论坛（三） 七楼 A 厅 

专题论坛（四） 八楼 A 厅 

10:00-10:15 茶  歇 

10:15-11:45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五） 三楼一号会议室 

专题论坛（六） 三楼二号会议室 

专题论坛（七） 七楼 A 厅 

专题论坛（八） 八楼 A 厅 

12:00-13:30 自助午餐 一楼西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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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周五） 

10:00-23:00 参会代表报到 地点：枫林宾馆大堂 

18:00-20:00 晚餐 地点：二楼宴会厅 

20:00-21:00 

理事会全体会议 

主持人：张永山 社长    地点：枫林宾馆三楼一号会议室 

5 月 11 日（周六） 

07:00-08:00 自助早餐 地点：二楼宴会厅 

07:30-08:00 参会代表报到 地点：枫林宾馆四楼长沙厅 

08:00-08:30 论坛开幕式 地点：枫林宾馆四楼长沙厅 

主持人： 许和连 教授（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 

致  辞： 

赖明勇 教授（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谢  赤 教授（湖南大学副校长） 

张永山 社长（《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 

08:30-08:50 参会代表合影留念 地点：枫林宾馆楼前 

08:50-10:00 
论坛主旨演讲（一）    地点：枫林宾馆四楼长沙厅 

（每位 35 分钟发言） 

主持人： 唐宜红 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 

1、报告人： 佟家栋 教授（南开大学） 

主  题： 国际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2、报告人： 刘霞辉 教授（《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主  题：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 

10:00-10:20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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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1:50 
论坛主旨演讲（二）    地点：枫林宾馆四楼长沙厅 

（每位 30 分钟发言） 

主持人： 钟昌标 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宁波大学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 

1、报告人： 洪俊杰 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 

主  题： 创新能力、母国市场与价值链环流枢纽地位 

2、报告人： 黄先海 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主  题：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差距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 

3、报告人： 张亚斌 教授（湖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主  题： 关于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思考 

12:00-13:30 自助午餐 地点：二楼宴会厅 

14:00-16:15 专题论坛：4 个专题论坛 

14:00-16:15 
专题论坛（一）  国际贸易和企业创新研究专题  地点：三楼一号会议室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邱  斌 教授（东南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包  群 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青年长江学者） 

1、报告人： 黄新飞（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 

题  目： 贸易摩擦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理论和实证 

2、报告人： 郑文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题  目： 进口竞争抑制了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3、报告人： 方菲菲（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 

题  目： 企业海外市场开拓的创新驱动机制：理论模型及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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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6:15 
专题论坛（二）  全球价值链研究专题  地点：三楼二号会议室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彭水军 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 

符大海 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 

1、报告人： 田开兰（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题  目：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and its impact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2、报告人： 肖  皓（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题  目：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里昂惕夫之谜” 

3、报告人： 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题  目： 全球价值链中的累积关税成本率及结构：理论与实证 

14:00-16:15 
专题论坛（三）  汇率与出口研究专题  地点：七楼 A 厅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王  珏 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执行院长） 

孙浦阳 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青年长江学者） 

1、报告人： 李保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题  目： 竞争国视角下的汇率传递和出口增长质量 

2、报告人： 祝树金（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题  目： 融资约束、产品质量如何影响汇率传递——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3、报告人： 袁凯彬（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 
人民币国际化会推动中国企业出口增长吗？——来自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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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6:15 
专题论坛（四）  贸易摩擦研究专题    地点：八楼 A 厅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沈国兵 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 

孙楚仁 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1、报告人： 肖祖沔（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题  目： 贸易摩擦、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开放程度的选择 

2、报告人： 范子杰（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题  目： 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量化研究 

3、报告人： 王晓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 中美贸易摩擦的传导机制和扩散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关联效应的研究 

16:15-16:30 茶歇 

16:30-18:00 专题论坛：4 个专题论坛 

16:30-18:00 
专题论坛（五）  区域贸易协定研究专题   地点：三楼一号会议室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谢  谦 博士（《经济研究》编辑部） 

陈勇兵 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1、报告人： 铁  瑛（上海对外贸易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 

题  目： 区域贸易协定何以深度化？——深度条款异质性、深化路径与中国策略 

2、报告人： 李仁宇（湖南科技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 

题  目：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提高了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

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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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8:00 
专题论坛（六）  进口贸易绩效研究专题      地点：三楼二号会议室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陈小亮 博士（《经济研究》编辑部） 

孙楚仁 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1、报告人： 符大海（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题  目： 异质性企业、可变需求与中国进口种类福利 

2、报告人： 李  洲（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 进口贸易自由化、价值链融入与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提升 

16:30-18:00 
专题论坛（七）  FDI 与技术创新研究专题      地点：七楼 A 厅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马野青 教授（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 

魏  浩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 

1、报告人： 毛  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 东道国的大选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政治经济周期视角的研究 

2、报告人： 黄远浙（宁波大学商学院） 

题  目： 跨国投资真的有利于创新吗？——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宽度和深度视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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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8:00 
专题论坛（八）  技术溢价与产品质量研究专题    地点：八楼 A 厅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何欢浪 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倪红福 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报告人： 刘  东（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 出口与企业技术溢价——基于出口固定成本异质性的实证研究 

2、报告人： 金友森（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题  目： 房价上涨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理论经验研究 

18:00-19:30 自助晚餐 地点： 二楼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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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周日） 

07:00-08:30 自助早餐 地点：二楼宴会厅 

08:30-10:00 专题论坛：4 个专题论坛 

08:30-10:00 
专题论坛（一）  进口贸易与产品质量研究专题    地点：三楼一号会议室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黄新飞 教授（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院长） 

祝树金 教授（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 

1、报告人： 孙楚仁（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题  目： 外交伙伴关系与中国战略性大宗商品进口贸易的持续性 

2、报告人： 胡  翠（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题  目： 风险与进口商品质量--对中国“品质洼地”的解释 

08:30-10:00 
专题论坛（二）  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专题    地点：三楼二号会议室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包  群 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青年长江学者） 

魏  浩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 

1、报告人： 纪  珽（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题  目： 国际贸易背景下的中国最优税收设计 

2、报告人： 盛长文（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 产出替代性、服务溢价与结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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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10:00 
专题论坛（三）     反倾销研究专题       地点：七楼 A 厅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王  珏 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执行院长） 

徐航天 副教授（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1、报告人： 杨连星（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 反倾销如何影响了跨国并购 

2、报告人： 蔡博厚（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 南南保护主义、贸易冲击与企业内产品调整-来自印度对华反倾销的证据 

08:30-10:00 
专题论坛（四）  全球价值链与就业研究专题    地点：八楼 A 厅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沈国兵 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 

陈勇兵 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1、报告人： 杨翔宇（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题  目： 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影响的再评估——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 

2、报告人： 牛  猛（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题  目：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及驱动因素研究 

10:10-10:15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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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1:45 专题论坛：4 个专题论坛 

10:15-11:45 
专题论坛（五）  “一带一路”研究专题    地点：三楼一号会议室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邱  斌 教授（东南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何欢浪 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1、报告人： 吴  钢（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题  目： “一带一路”背景下口岸签证、过境免签对我国城市外贸出口的影响 

2、报告人： 夏洁瑾（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题  目： 国家间政治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10:15-11:45 
专题论坛（六）  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研究专题    地点：三楼二号会议室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余  振 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肖  皓 教授（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 

1、报告人： 冯  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如何促进其经济增长 

2、报告人： 汤  超（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题  目：  企业上市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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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1:45 
专题论坛（七）  增加值出口与全球价值链研究专题    地点：七楼 A 厅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黄新飞 教授（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院长） 

彭水军 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 ） 

1、报告人： 吴  杰（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 The impact of TBT and SPS measures on value-added export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2、报告人： 王振国（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题  目：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及变动机制研究——基于不同贸易方式生产异质性 

10:15-11:45 
专题论坛（八）  企业异质性研究专题    地点：八楼 A 厅 

（每位 30 分钟发言、15 分钟点评提问） 

主持与评论： 
马野青 教授（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 

谢  锐 教授（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1、报告人： 魏  伟（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题  目： 外部冲击、企业异质性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动态调整 

2、报告人： 江小敏（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 企业生产率、贸易中介与出口边际 

12:00-13:30 自助午餐 地点：一楼西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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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篇论文总时间不超过45分钟：每篇论文宣读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

论文宣读后，两位主持与评论人进行评议，时间各为5分钟；小组讨论

及报告人回应时间为5分钟。请各方严格控制时间。 

2. 主持与评论人可从选题价值、文稿结构、研究路径、文献征引、分析论

证、文字表述、学术观点等方面，就论文的创新之处及存在的问题做出

具体的评价，并提出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及修改的建议。 

3. 请参会代表本着相互尊重、平等讨论的精神，积极参与小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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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酒店：枫林宾馆 

酒店地址：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一路 43 号  

电话号码：0731 8879 8888 

长沙火车站、机场到酒店乘车路线 

一、从长沙火车站到枫林宾馆 

1. 乘坐地铁 2 号线（梅溪湖西方向），经 7 站在溁湾镇站下车，3 号口出左转

直行 70 米进地下通道，过马路即到酒店入口，全程约 27 分钟。 

2. 乘坐 12 路，长沙火车站，6 站，到高叶塘站下车，向南直行（过 1 个红绿

灯）200 米进地下通道，过马路即到酒店入口，全程约 47 分钟。  

3. 乘坐出租车约 17 元，约 20 分钟。 

二、从长沙南站到枫林宾馆 

1. 乘坐地铁 2 号线（梅溪湖西方向），经 15 站在溁湾镇站下车，3 号口出     

左转直行 70 米进地下通道，过马路即到酒店入口，全程约 42 分钟。 

2. 乘坐出租车约 46 元，约 46 分钟。 

三、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到枫林宾馆 

1. 乘坐磁浮快线，磁浮高铁站下车，坐地铁 2 号线（梅溪湖西方向），经      

15 站在溁湾镇站下车，3 号口出左转直行 70 米进地下通道，过马路即到

酒店入口，全程约 1 小时 19 分钟（步行时间较长）。 

2. 乘坐机场快线在黄花机场 T2 航站楼站上车，到山水时尚酒店（原民航     

酒店）下车，坐地铁 2 号线（梅溪湖西方向），经 7 站在溁湾镇站下车，      

3 号口出左转直行 70 米进地下通道，过马路即到酒店入口，全程约 1 小时

44 分钟。 

3. 乘坐出租车约 80 元，全程约 54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