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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蒋远胜教授和区经所郭华副教授入选首批四川省“天府万人计划” 

近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等 13 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 2018 年“天

府万人计划”入选者名单的通知》，公布首批“天府万人计划”入选人员名单，

三个类别 12 个项目共计 245 名专家入选（含 15 名原院士培养工程入选者自然纳

入天府杰出科学家项目），我校共 10 名教师入选。其中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教

授和区经所郭华副教授分别入选天府金融英才项目和天府金融菁英项目。此次，

入选，是省委省政府、全社会及行业界对经济学院近年来在农村金融等相关领域

开展应用研究、服务地方经济金融工作中所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充分肯定。 

据悉，“天府万人计划”是为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适

应推进四川高质量发展需求，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式发

展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队伍，提升本土人才队伍核心竞争力而制定的人才支持

计划。目标是从 2018 年起至 2027 年，重点围绕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需求，采取

分层分类遴选方式，重点支持 1200 名领军人才和 1000 名青年拔尖人才，示范带

动各市（州）支持培养 10000 名左右各类高层次人才。该计划分杰出人才、领军

人才、青年拔尖人才三个类别，其中，杰出人才类别设天府杰出科学家项目，领

军人才类别设天府创新领军人才、天府创业领军人才、天府文化领军人才、天府

名师、天府名医、天府工匠、天府农业大师、天府金融英才等八个项目，青年拔

尖人才设天府科技菁英、天府社科菁英、天府金融菁英等三个项目。 

蒋远胜教授等前往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汇报专委会工作 

1 月 23 日，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一行四人前往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以及四川

省金融学会，就现代农业金融专委会（下简称“农金委”）下一步的发展与中国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和省金融学会相关领导座谈和深度对接。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

行长、省金融学会常务副会长方昕主持了会议，人行成都分行梁涛处长、秦丽科

长、杨雪科长、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吴平教授、郭华副教授、彭艳玲博

士参加了座谈。 

会上，蒋远胜围绕农金委 2018 年工作内容从搭建现代农业金融研究平台和

新型智库、深化农村金融学术研究、培养金融专业人才以及加强专委会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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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汇报，并对 2019 年的工作规划就成都市农村金融改革研究

报告完善和译文出版及其 2020 年四川省社科成果奖或四川省科技进步奖申报准

备、中国西南金融论坛国际会议研讨安排、国外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知识宣传、

农村金融研究中心设置、金融人才培训拓展等事项进行了介绍。方昕副行长对农

金委在人才、成果以及影响力三方面取得成效表示了充分肯定，并针对设置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金融创新实验室、中国西南农村金融国际论坛、农村金融国内外宣

传、提升专委会服务职能、扩大培训，加强理论与实践研究等方面表示了认同和

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蒋远胜教授率队前往四川省商务厅探讨国际化合作 

为推进四川省外国投资发展，强化中德经贸合作，2019 年 1 月 28 日，经济

学院院长蒋远胜一行三人前往四川省商务厅，就四川省商务厅与四川农业大学关

于中德经贸合作发展议题进行深入洽谈。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王蔚荩主持会议，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吴平教授、宋涛博士参会。 

会上，蒋远胜教授就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基本情况、国际化办学等进行

了汇报。商务厅工作人员就中德创新产业合作平台核心园区等情况作了简要介绍。

经协商，双方初步达成将在以下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一是双方共同致力推动四

川农业大学国际化办学；二是拟共同举办中德经济论坛，共同探讨论坛模式，扩

大论坛影响力；三是四川农业大学为四川省中德经贸发展提供研究支持。 

经济学院组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论证会 

1 月 30 日，经济学院邀请四川大学蒋永穆教授、四川省社科院郭晓鸣研究

员来院就今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进行辅导和咨询。学院院长蒋远胜教授主持报告

咨询会，经济学院 10 余名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老师积极参加项目论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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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专家对各位老师的具体申报项

目的题目设计、研究内容、申报书填报等

细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辅导并提出明确

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就 2019 年国家社科

基金选题动态、项目申报重点进行了介绍

和说明，对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经验

进行了分享。 

何思妤副教授受邀参加美国南方经济学会（SAEA）年会 

应美国南方经济学会年会（SAEA）邀请，何思妤副教授于 2 月 3 日-6 日赴

美国伯明翰，进行了为期4天的学术交流。何思妤副教授在分论坛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上 做 了 题 为 “ Dam, Forced Relocation ， and Poverty ：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the Displaced People”的学术报告。报告着眼

老水库移民脆弱性问题，旨在脆弱性路径解构和政策干预条件下，实现老水库移

民减贫增收和库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西南金融》主编刘劲松来经济学院开展学术交流 

3 月 5 日，《西南金融》杂志社刘劲松主编应邀到我院开展题为“关于有效

选题、研究写作及形成高影响力论文的有关认识”专题讲座。讲座由金融系系主

任刘艳主持，徐斌博士及经济学院各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参加讲座。 

刘主编简要介绍了《西南金融》期刊收录成果要求、收录重点与难点问题，

通过一系列的投稿实例、论文投稿中常见问题、重点注意事项等详细解读了“何

为有效选题”，并与参会师生进行了互动讨论。 

第六届国际商务管理交换生项目开学典礼成功举行 

3 月 11 日，经济学院召开第六届“国际商务管理”交换生项目开学典礼。经

济学院副院长吴平教授、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周筝筝、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沈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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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法国 ICN 驻中国代表康钰洋及法国交换生参加了此次典礼。开学典礼由沈倩

岭主持。 

吴平对法国交换生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简要介绍了四川农

业大学和经济学院的办学历史、

机构设置、科学研究及对外合作

交流情况。他表示中国越来越开

放，“一带一路”连接中法关系新

时代，四川积极打造“四项拓展，

全域开放”新态势，温江即将进入四川自贸试验区。希望交换生们成为中法友谊、

川法商务使者，进一步推动两校交流合作。 

沈倩岭从课堂教学、实习实践、教学研讨、文化交流、参观考察等方面对交

换生教学内容进行安排。她表示学院将遴选优秀的全英文教师为交换生上好每一

堂课，为交换生课程实践搭建良好的实习平台。 

据悉，本届交换生项目有 16 名法国留学生到校学习，在为期 4 个月的学习

中，经济学院将开设《商务谈判》、《中国经济环境》、《中国文化》、《国际

贸易》等 7门课程，并组织学生赴学院留学生实习基地开展教学实习。 

九指轨道量化价值投资创始人王强受邀来经济学院做学术交流 

3 月 20 日，九指轨道量化投资体系创始人王强先生及申万宏源证券泸州广

凤营业部王叶江书记一行，来学院就投资学专业人才培养和院企合作与吴平副院

长和投资学系老师进行深入交流。双方就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实业精英进课堂等

内容形成初步合作共识。随后，王强为投资学专业学生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九指量

化投资体系的核心内容。他从投资体系盈利模式，标的物选择、买入评价标准、

盈利动力与卖出评价标准分析、资产配置模型分析等进行了系统讲解，强调对标

的资产的内在价值评估，回归价值投资。 

据悉，王强先生多次受邀接受央视财经频道专访，先后就职于华西证券有限

公司、成都银信利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创立九指轨道价值投资俱乐部，并兼

任成都龙凤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讲师及首席投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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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与小师兄集团签订教学实习实践基地 

3 月 22 日，小师兄集团 CEO 潘雨率队来校访问交流，并与学院签订了教学

实习、社会就业实践基地协议。双方探讨了教学与实践合作基础，签订了“教学

实习、社会就业实践基地协议书”，并就课程实践、就业推荐、创业教育等方面

探讨全面合作事项。 

据悉，小师兄集团为中国十大知名策划机构，成功孵化 200 余家餐饮连锁品

牌，立足于“品牌策划”的根基，以创变为动力，发展成集连锁品牌托管、餐饮

连锁加盟、食品加工生产、数据中心、供应链金融、财务金融、广告营销策划、

影视传媒文化、便利超市连锁九大核心业务于一体的多元化、生态链闭环的信息

化集团。现已拥有职业经理人 200 余人，拥有员工 8500 多人。 

区经所所长吴平教授出席布拖县增收产业攻坚年首季重点项目开工仪式 

3 月 26 日，经济学院副院长、

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吴平教

授出席了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

布江蜀丰农业科技示范园举行的布

拖县增收产业攻坚年首季重点项目

开工仪式。开工仪式的举行，标志着

该县多个产业增收项目相继落地推

进。凉山州委常委、布拖县委书记沙

文，布拖县委副书记、县长罗古阿吉出席开工仪式。省农科院、省草科院等 6个

科研院所和好医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首旅华龙休闲旅游公司等 5家企业参

加了签约和授牌仪式。 

罗古阿吉介绍了布拖县脱贫攻坚和产业园区建设的基本情况，并对各援建单

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吴平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三个方面介绍了

四川农业大学在全省脱贫攻坚伟大事业中所做的工作，并表示经济学院将派出农

村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布江蜀丰农业科技示范园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参与到布

拖县脱贫攻坚中去。随后，吴平代表经济学院和布江蜀丰农业科技示范园签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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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智力帮扶合作协议，并为布江蜀丰农业科技示范园“四川农业大学经济

学院本研学生实习和署期社会实践合作基地”正式授牌。 

据悉，布江蜀丰农业科技示范园是布拖县与对口帮扶县江油市共同出资建设

的马铃薯种薯繁育推广、高山蔬菜生产销售、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科技推广、农

村电子商务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产业扶贫示范基地。 

吴平所长率队赴四川省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促进会考察交流 

3 月 27 日，经济学院副院长吴平率队，前往四川省一带一路经贸促进会考

察交流。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学院行政办负责人一行 4人参加交流座谈。 

四川省一带一路经贸促进会秘书长李东川就促进会的根本宗旨、业务范围及

会员情况等做介绍。吴平简要介绍了学校及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基本情况。双方围

绕国际教育合作、跨境贸易等话题进行了交流，希望通过促进会平台，在国际合

作办学、技术输出、实验基地建设、国际商务、跨境贸易、智库课题等方面进行

了深度探讨，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据悉，四川省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促进会是由有志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促进和开展国际经贸合作和交流的各类企业、社会团体、经贸机构、大专院校、

研究智库，以及专家学者等单位和个人自愿组成，属地方性、联合性、非营利性

社会组织，目前有会员单位 100 余家。促进会旨在广泛聚合各界力量和资源，建

立民间国际经贸合作促进平台和智囊平台，积极实施国家“走出去”和“一带一

路”规划，促进四川企业合作开展国际投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推动四川融

入“一带一路”，为四川省和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沈倩岭教授带队赴成都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考察交流 

3 月 28 日，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

任沈倩岭教授带队，前往成都市跨境电子商务

协会进行考察交流。学院行政办负责人姚霞，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李阳明与宋涛等一行4人参

加交流座谈。双方在介绍基本情况后，围绕教

育培训、实训基地建设以及学生实习等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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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入探讨，并达成了合作意向。会后，学院教师看望了在蓉欧智联就业和实习

的法国交换生。 

英国诺丁汉大学商学院高级研究员武斌博士来访经济学院 

3 月 28 日，英国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创

新创业中心高级研究员、诺丁汉大学中国

研究中心协调员武斌博士来访我校，经济

学院院长蒋远胜教授、国际交流合作处副

处长陈庆等研究农村农民农业方面的专

家学者参加会谈，围绕校际合作、学术交

流、学生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讨论。随后，武斌为学院 150 余名师生就“社会资本

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农村大学生的家乡情结”主题做了学术报告。师生积极参

与互动讨论，与会同学纷纷表示受益颇多。 

据悉，武斌博士系英国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高级研究员，诺丁汉

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协调员，曾担任过知名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Business andSociety》的编辑和《华人研究国际学报》

的联合主编。 

《城镇化发展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经济学院漆雁斌教授等合著的题为《城镇化发展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研究——基于我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论文在《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年第 3 期发表。 

论文基于 2003—2014 年粮食主产区面板数据,利用 DEA 模型测度粮食生产

技术效率,并应用 Tobit 模型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

究表明，中国各主产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存在差异性, 目前仅有吉林、内蒙古和

黑龙江三个省份实现“完全有效型”;人口城镇化发展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之间

呈现“倒 U 型”关系;经济城镇化有利于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而城镇居民收入水

平的提高,种植结构的变化,对粮食生产又有负向影响;城镇化进程中工业废水的

排放不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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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 

经济学院申云博士等合著的题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

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论文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9 年第 2 期发表。 

论文基于合作社社员农户是否具有脱贫能力视角,分析了自主发展模式与委

托发展模式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发展模式下的农业

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通过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与风险防控等三大利益联结机制实

现对社员贫困农户的“造血式”扶贫。委托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

要以优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和利益联结机制为前提,借助政府专项扶贫资金及

贫困农户信贷资金的股权量化,发挥债权和股权等资产收益扶贫作用机制,增加

对无脱贫能力的贫困社员农户财产性收益来达到减贫增收的目的。为此,进一步

加强合作社为载体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和强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

提高合作社融资增信能力和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成为下一步改革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