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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与中国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签订教学实践基地协议 

 7 月初，经济学院副书记何仁辉等一行赴中国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开展交流

合作，并与该行签订了教学实践基地合作协议，民生银行唐立斌副行长及人力资

源部、团委等多个部门负责人出席了座谈会。 

何仁辉副书记对学院人才培养

体系、学科专业建设、科研平台及

师资队伍、学生工作等情况进行了

详细介绍，重点分析双方的合作需

求及未来合作前景。唐立斌副行长

表示，此次合作是双赢甚至是多赢

的，民生银行正在进行经营模式改

革，正需要大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加

入民生，希望与高校共同构建高校

金融生态圈，提升双方合作层次。座谈会后何仁辉副书记代表学院对中国民生银

行成都分行进行了实习基地授牌。 

据悉，中国民生银行于 1996年 1月 12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家主

要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英国《银行家》杂志 2017

年 7月发布的全球 1000 家大银行排名中，中国民生银行位居第 29位。民生银行

成都分行成立于 2002 年 12月 16日，成为深刻影响百姓生活的重要金融力量。 

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 Krishna P. Paudel 教授到校访问 

7月 2日，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农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系教授、海外知名

专家 Krishna P. Paudel 博士到访我校，就两校间合作交流进行座谈。副校长陈

代文、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张小平、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副院长吴平参加会谈。 

陈代文对 Dr.Paudel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介绍了学校近年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的

情况，回顾了五年来中美两校间的交流合作

历程，两校在师资互访、学生公派等方面取得

丰硕成果，并对 Dr.Paudel 来访和美国路易

斯安娜州立大学对我校人才培育提供的帮助

表示衷心感谢，期待双方能够继续加强联系，增进在人才交流、农业研究领域的

深入合作。此外，陈代文向 Dr.Paudel颁发了经济学院客座教授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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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Paudel 肯定了过去几年两校间合作成绩，在了解到经济学院与英、法、

德等高校校际交流项目后，对开设美方学生的短期交流、国际企业实习以及本科

生交换等合作模式表达了意向，同时就双方对每年派送美国高级专家到校讲学初

步达成共识。会后，Dr.Paudel 向我院师生做了题为《My experience of editing 

the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Some thoughts from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的学术报告。报告中，Dr.Paudel围绕该手册中

要涉及食品经济、环境资源、国际贸易等六方面前沿性研究方向进行了重点介绍

就书中部分重要模型参数做出了具体阐述，再以图例方式分析了部分中国城市二

氧化硫和废水排放情况，引起学院师生们积极讨论。 

据悉，Krishna.P.Paudel 教授于 1999年获得乔治亚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

系博士学位，现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担任农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系教授，美

国农业界权威期刊《农业与应用经济学期刊》现任主编。他长期从事环境经济学、

国际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等相关研究，近年来发表 SSCI 等期刊论文 70 余

篇，在农业经济管理领域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 

刘艳副教授等荣获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项目立项 

经济学院刘艳副教授主持的题为《四省藏区深度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提升路

径及机制保障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经济学院王英博士主

持的题为《凉山彝区隐性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政策研究》课题获得青年项目立项；

区域经济研究所彭艳玲博士主持的题为《‘银保担’合作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模式优化及配套制度创新研究——基于风险分担视角》课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青年项目立项。 

院长蒋远胜一行赴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调研 

7月 3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四省藏区微型金融精准扶贫机制与

政策研究”课题组一行在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带队下赴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开展调研。此次调研主题为“藏区扶贫”，调研座谈会在省联社会议室举行。参

会人员包括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副理事长王挺、个人业务部总经理谢商武、

个人业务部唐怀民、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金融学系系主任刘艳副

教授、副主任臧敦刚副教授及课题组教师徐斌等。此次调研为“四省藏区微型金

融精准扶贫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研究工作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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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蒋远胜等受邀参加甘肃金融扶贫研讨会 

7月 12-14日，经济学院蒋远胜院长一行受邀参加由甘肃省金融学会、兰州

财经大学共同主办，丝路普惠金融研究中心承办的“决胜脱贫攻坚下甘肃金融扶

贫的难点与对策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在甘肃省张掖市举行，会议邀请了来自四

川农业大学、山东财经大学、贵州财经大学、兰州财经大学等省内外高校专家及

业界精英共 50 余人参加。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研究处处长石建平

主持，张掖市副市长安文波致欢迎词。 

会上，蒋远胜发表了题为“农村金融扶贫的瞄准机制与四川的实践”的主旨

演讲。发言主要围绕贫困直接瞄准法与

机制瞄准法的比较、农村金融的减贫机

理、四川金融扶贫的经典案例以及当前

金融扶贫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等内容展

开阐述。会议还举办了丝路普惠金融研

究中心专家聘任仪式。蒋远胜教授受聘

为丝路普惠金融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

员，臧敦刚副教授受聘为丝路普惠金融

研究中心特聘专家。随后，与会专家及代

表前往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现场考察及座谈，实地了解了公司发

展历程及基层产业发展带动脱贫致富示范效应。 

院长蒋远胜一行参加四川省金融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 

7 月 27 日，四川省金融学会在成都组织召开了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四川

农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副院长、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吴平，区域

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彭艳玲博士参会。会上蒋远胜当选副会长，吴平当选副秘书长。 

据悉，本次会议同意修改《四川省金融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七届理事

会以及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周晓强为会长、方昕等 35 人为副会长的新

一届学会领导班子成员和办事机构。中国金融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李民希望四川省

金融学会在新一届理事会带领下，继续发挥学会在金融学术研究中的引领作用，

为全面推动四川经济金融事业发展和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新的贡献。周晓强

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充分发挥学会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机制优势，凝聚各

方智慧，深入研究四川经济金融发展全局性、前瞻性、长期性的重大经济金融问

题，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决策建议，主动融入四川大开放大发展的长远谋略，

服务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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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远胜代表四川省金融学会现代农业金融专委会汇报专委会成立两年来围

绕构建“产学研”融合的现代农业金融研究平台和新型智库、通过与农村金融产

业深度融合锁定学术研究问题导向、发挥高校学术优势提升金融行业应用研究水

平、力推产教融合为四川农村金融培养高素质人才等方面开展的工作进展和取得

的成绩。专委会工作获得金融学会领导的肯定。 

副院长吴平率专家团队赴广安“助力乡村振兴、农业科技扶贫” 

7 月 31 日-8 月 3 日，经济学院副院长、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吴平教

授率领专家团队一行 7 人前往前锋区、武胜县开展了 30 余场农业科技扶贫系列

讲座。 

1日上午，讲座开班仪式在前锋区人

民政府隆重召开。仪式由前锋区委副书

记何祖锋主持，各乡镇脱贫攻坚干部、

技术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以

及贫困户代表出席开班仪式。何祖锋代

表前锋区人民政府对此次专家团队提供

的科技扶贫系列讲座表示诚挚欢迎和感

谢，并希望各位参训人员认真学习农业

科技知识，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争取早日实

现脱贫奔康。开班仪式结束后，专家团队分为两个小组，立即前往前锋区桂兴镇、

代市镇、虎城镇、龙滩镇和武胜县新学乡、龙女镇，围绕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

兴战略、果树栽培与病虫害防治新技术、玉—豆—草—畜种养结合高效模式与技

术、养鸡产业发展现状及现代生态养殖技术以及畜禽粪便和秸秆处理技术 5个专

题，以集中培训和现场指导的两种方式开展。在现场指导中，专家们深入田间地

头，坐农家土炕，手把手地向贫困户传授新品种、新技术，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据悉，此次系列培训讲座是吴平教授负责的四川省科技厅“广安市科技扶贫

专项培训”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前期专家团队已在广安华蓥市、前锋区、武胜

县开展了 6场 536人次的技术培训，发放了技术培训手册和青花椒苗、土鸡、化

肥等价值近 20万元的扶贫物资。 

院长蒋远胜带队参加十二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 

8 月 18 日，第十二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在江苏南京隆重召开。会议由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承办。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金融系主任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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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副主任臧敦刚和徐斌博士参会，会上臧敦刚在农业保险与风险管理分论坛进

行论文报告。此次论坛的主题为“投融资体制创新与乡村振兴”，中国农业大学

经管学院院长郭沛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朱晶教授、西南大学经管学

院院长温涛教授等作主旨演讲。论坛吸引国内近百家科研院所和涉农金融机构研

究人员参会。论坛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深入探

讨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制度和政策创新，广泛讨论和交流最新的

研究成果和应用进展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 

院长蒋远胜一行赴浙江省丽水市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调研考察 

8 月 19—21 日，四川省金融学会现代农业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经济

学院院长蒋远胜教授带领农村金融团队成员刘艳副教授、臧敦刚副教授、徐斌博

士一行前往考察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情况。丽水市金融办召开了农村金融

改革工作交流座谈会，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农村金融团队、中国人民银行丽水

市中心支行、丽水市财政局、省农信联丽水办事处、丽水银监分局相关领导及人

员参加了会议。双方团队围绕丽水农村产权改革、农村金融服务普惠发展、农村

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供需情况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赴丽水市龙泉市参观调研上垟

镇“花桥村惠农担保合作社”、“农村金融服务示范站”和松阳县新兴镇上安村调

研村级担保互助合作组织、小额贷款公司运行情况。 

据悉，丽水市从 2006年开始先后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金融支农惠农工程，2012

年 3月经央行批准成为全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李克强总理、汪洋、马凯副总理

先后做出指示和批示，对丽水金改给予充分肯定；周小川行长将丽水金改列为“全

国十大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之一。 

经济学院与四川港荣集团签订教学实习与就业实践基地协议 

9 月 14 日，四川港荣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学

实习与就业实践基地协议签约仪式在宜宾临港新区举行。经济学院金融学系主任

刘艳、副主任臧敦刚、办公室主任姚霞以及港荣集团董事长陶泽华、总经理朱林

等高管人员参加了签约仪式。会上，陶泽华董事长简要介绍了集团公司发展历史

和现状，他表示校企合作是公司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和实现人才双赢的战略举措。

臧敦刚副教授首先感谢港荣集团对我校人才培养的支持，简要介绍了学校及学院

基本情况，包括发展历程、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措施、科研平台建设。随后，

刘艳副教授与陶泽华董事长共同进行了实习实践基地的揭牌仪式。双方都表示希

望借助实习实践基地平台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继续探索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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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推进行业发展、项目合作、教学科研等方面的互利共赢。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

标志着双方合作正式开启了新阶段。 

据悉，四川港荣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系宜宾市政府所属的大型国有独资企

业，主要涉足地产、金融、能源、文化传播、建设、物业经营、招商服务等领域，

拥有港腾地产、临港建设、中港能源、广港传媒、临港房产等多家股权企业。 

副院长吴平受邀参加四川省村社发展促进会一届三次会议 

9月 17日，经济学院副院长、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四川省村社发展

促进会（以下简称村促会）副会长吴

平教授出席村促会第一届会员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村促会会长、彭山

市龙门山镇宝山村党委书记贾卿，副

会长、秘书长徐斌，副会长伍波，副

会长、郫都区战旗村党支部书记高德

敏出席会议。会议由伍波主持，吴平

向会员单位报告了学会网站及会刊《四川乡村》的编辑出版情况。 

会上审议了徐斌代表秘书处作的《村促会 2017-2018 年度工作报告》，并通

报第二届四川村长论坛的筹备情况；讨论通过了《村促会 2018-2019 年度工作计

划》；表决产生了新一届监事、理事单位。会员单位一致认为，将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按照四川全省乡村振兴大会有关

部署，围绕村社发展这个核心任务，通过强化学术智力支撑、加快建立全省村级

经济信息平台等方式，为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做出新的积极贡献。 

据悉，村促会是 2016 年 9 月在省委农工委领导下，为贯彻落实“三大发展

战略”，促进全省村社交流合作，推动全省村社快速发展而发起成立的社团法人。

今年上线的学会门户网站及刚创刊的《四川乡村》会刊顾问专家、编委涵盖了全

省主要知名三农专家，吴平任会刊主编。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承担的四川乡村

人才振兴路径研究报告被收录入《2018四川特色村发展研究报告》。 

省人大农委主任邓良基一行出席四川省村长论坛暨村社发展大会 

9 月 18 日，第二届四川村长论坛暨村社发展大会在洪雅七里坪隆重召开，

省人大农委主任、我校原党委书记邓良基，我校副校长杨文钰，学院副院长、区

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吴平出席论坛。本届论坛由省委农工委、省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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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委市政府负责指导，四川省村社发展促进会、洪雅县委县政府主办，眉山

市委农工委、西南财经大学以及四川农业大学协办，洪雅县七里坪镇七里村承办。

农业农村部、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相关负责人，北京、广西、安徽等地的全国名

村负责人，四川省部分县市区及 50个特色村代表近 500余人参会。 

本届论坛聚焦如何扎实推进我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与

四川村社发展机遇”主题，开展了洪雅县乡村振兴现场参观、四川乡村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暨 2018 杰出村官颁奖、典型经验交流、农业植保无人机展示活动、

四川深度贫困地区和眉山市农产品展示等活动。 

省委常委、省委农工委主任曲木史哈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做重要讲话。史哈常

委强调，各级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村社发展的基础基层作用，着力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特别要抓住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大方面的振兴机遇。重点做强富民兴村特色产业，支持

各类人才“上山下乡”，保护和传承好传统的农耕文明，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切实增强村级治理能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晓春、省政协副主席祝春秀出席

论坛并分别为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四川战旗乡村振兴研究院授牌。农业

农村部农研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宋洪远，中共农业农

村部党校副校长、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朱守银同志分别作主

旨演讲。阿里巴巴集团阿里乡村事业部四川总经理牛少龙，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

副会长、中国“十大杰出村官”、2013年中国改革十大创新人物、北京市丰台区

南苑乡果园村党委书记、北京鑫福海工贸集团董事长陈重才，全国人大代表、安

徽省安庆市潜山县黄铺村党委书记、潜山锦绣家园农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绍

南，广西省玉林市“五彩田园”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年春等中国名村名企有关负责

人出席论坛并做经验交流发言。 

据悉，由省委农工委指导、四川省村社发展促进会编印的《2018 四川特色村

发展报告》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承担的四川乡村人才振兴

路径研究报告收录其中，为省领导及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院长蒋远胜率队助力广安市前锋区“乡村振兴”规划 

 9 月 29 日，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副院长吴平协同四川农业大学多个部

门专家教授一行 19 人出席广安市前锋区乡村振兴规划座谈会，就广安市前锋区

乡村振兴规划课题编制的相关资料和编制要求进行了对接和初步调研，前锋区各

级职能部门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区委副书记何祖峰主持，副区长张力文、区委

组织部部长马健茗以及前锋区各部门、乡镇、街道（园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围绕乡村振兴规划作了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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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祖峰表示，非常感谢蒋院长一行专家教授团队莅临前锋区指导乡村振兴的

规划工作，强调各部门、乡镇要全力配合川农大专家团队，确保规划顺利完成。

吴平介绍了广安市前锋区乡村振兴规划的前期准备情况，并就未来规划工作中需

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并指出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此项目，举全校之力，组

织近 10 个相关学院的专家教授参与该规划的编制工作。蒋远胜在总结讲话中指

出，乡村振兴是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实现农业和

农村的现代化，各级党委都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本团队将对各部门、行业以及乡

镇村组深入开展调研，让乡村振兴的最新理念和前沿技术落地前锋，助推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 

《劳动力非农就业与中国农村耕地抛荒：空间分布与实证分析》 

经济学院邓鑫博士研究生等合著的题为《Labor Off-Farm Employment and 

Cropland Abandonment in Rural China: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劳动力非农就业与中国农村耕地抛荒：空间分布与实证分析）论文

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CI/SSCI 双收录，IF 2.145）2018年第 15 期发表。 

缓解耕地错配问题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非农就业导致耕地分配不当

(如耕地被抛荒)，并威胁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广泛争议。该文

依据来自中国农村 27 个省份 803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和空间统计数据，采用 IV-

Probit and IV-Tobit 论证非农就业和抛荒耕地的分布情况之间的关系。研究发

现，非农就业不一定会导致耕地抛荒行为；不同地区非农就业或退耕还林的空间

分布存在差异；非农就业率较高的地区出现了较多的耕地抛荒现象，但平均耕地

抛荒面积较低；非农就业与废弃耕地呈倒 U型关系，转折点出现在非农就业率达

到 46.00%；非农就业与面积呈倒 U型关系，拐点在非农就业率为 44.50%。 

《巴基斯坦 Sindh 省农户采用改良水稻品种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学院 Abbas Ali Chandio 博士等合著的题为《Determinants of 

Adoption of Improved Rice Varieties in Northern Sindh, Pakistan》（巴

基斯坦 Sindh省农户采用改良水稻品种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在《Rice Science》

（SCI收录，IF 1.521）2018年第 2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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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经过认证和改良的高产作物品种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和提高

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该文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年

限、农业种植经验、土壤质量、农业机械所有权、获得市场信息的途径和联系更

多代理商对改进的水稻品种采用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对改进的水稻品种

采用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来自巴基斯坦 Sindh 省的证据》 

经济学院 Abbas Ali Chandio博士等合著的题为《Determinants of Credit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Sindh, Pakistan》（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来自

巴基斯坦 Sindh省的证据）论文在《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SSCI 收录，IF 0.828）2017第 5期发表。 

信贷资金和和农民生产行为息息相关。该文以巴基斯坦 Sindh省 300户入户

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研究表

明，性别、家庭规模、教育程度、农业经验、农场规模、收入和抵押品的可利用

性对农民获得信贷正相关，年龄对农民获得信贷负相关，并提出放款机构(如

ZTBL和其他商业银行)改进其贷款计划，以更好地满足小农户多样化的需求等针

对性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