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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项目创历史新高

6 月 25 日，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结果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办网站公示，我校共有 7个项目获得资助，其中经济学院获得 4项资助，立项数

创我院该项目历史新高。分别是：庄天慧教授主持《四省藏区农牧户融入现代农

业生产体系的机制与模式研究》(一般项目）、刘璐讲师主持《新形势下国际大

宗农产品金融化及其对我国粮食供需平衡的影响研究》（青年项目）、林桐讲师

主持《混频数据下政策不确定性的非对称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青年项目）、

张华泉讲师主持《四省藏区临界贫困群体“悬崖效应”缓释及精准扶贫政策调适

研究》（青年项目）。其中，庄天慧教授领衔的高水平研究团队“西南农村精准

扶贫创新研究”连续 4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更为可喜的是三位财经院校毕

业的青年博士迅速转型，紧密结合农业大学的特色和优势，将研究定位于当前党

和国家的重大关切，初次申报便获得立项。学院党政班子近年来高度重视国家社

科基金的申报工作，出台高水平科研论文奖励办法，从制度上激励。申报过程精

心组织，提前谋划，邀请校外知名专家多次论证。通过“强科研•促学科”等思

想主题大讨论，全院上下就奋进一流学科制高点达成高度一致。功夫不负有心人，

汗水换来了收获的喜悦。

基因经济学与试验经济学研讨会在我院成功举行

6 月 21 日，由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四川农业大学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

西南财经大学行为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四川农业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并

主办，以“基因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整合与应用”为主体的基因经济学与实验

经济学研讨会在我校成都校区举

行。来自西南财经大学 Chew Soo

Hong 教授、雷震教授，新加坡国际

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特聘 Richard

Ebstein 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朱宏泉教授、董大勇副教授，

我校水稻研究所李伟滔教授，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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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基因组学研究室唐茜子副教授，以及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师生

等 140 余人参加本次研讨会。

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教授主持研讨会，并就基因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

与发展作开幕致辞。研讨会上下半场分别由蒋远胜教授和雷震教授主持。 上半

场，Chew Soo Hong（周恕弘）教授通过研究多巴胺 D4 受体基因在东西方之间的

迁移差异及其与行为博弈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基因和文化共同推动了合作行为的

演化。唐茜子副教授以“基于多组学解析农业动物重要经济性状的功能基因及其

调控机理”为题，分享了有关猪基因组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的研究成果。雷震教

授从行为金融实验的视角，就谣言对股票市场、金融知识和股价波动的影响进行

了分析。

会议下半场，Richard Ebstein 教授

就基因与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关联研究进

行了专题交流；西南交通大学朱宏泉教

授以“目标决定成败？基于商业银行理

财产品收益的锚定效应分析”为题，分

享了关于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的锚定

效应的研究成果；我院丁昭博士对农业

经济学中的离散选择实验的调查步骤、问卷设计等进行了介绍。实验经济学作为

当前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前沿，已经成为与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并列的第三大

经济学研究范式，推动着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同时也为经济决策

和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漆雁斌：把握加快推进四川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2019 年 6 月 14 日，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漆雁斌教授在四川日报发表了《把握

加快推进四川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的署名文章。全文指出，实现农业高质

量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关键，四川省要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发挥新农体

的“头羊效应”，带动农户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分类推

进农业资源利用高效化和农业生产清洁化；“五区协同”共推产业结构高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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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模式生态化，分区探索农村三产融合模式；创绿色品牌“雁阵”，整体锻造

农业金字招牌；加快人才等重大体制机制创新，促进高端要素持续下乡融农。

经济学院宋坤副教授受邀参加“2019 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2019 年 6 月 8 日至 9 日，2019 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东北财经大学举行。

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和金融机构的近 300 名专家学者,围绕“经济政

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和“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四十年:回溯与展望”展开学

术交流。本次论坛是在全球经济复杂变化背景下,为探究提振经济和稳定金融的

新举措、找寻应对保护主义的新思路、解析新技术

应用对经济影响而进行的一次前瞻性的学术盛宴。

主题演讲环节,200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

特·恩格尔教授做主题演讲“Financial Volatility

in an age of Geopolitical Risk”。经济学院宋

坤副教授应邀参加会议在平行论坛宣读论文，与加

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 Stephen Jarislowsky 讲席教

授方涛等国内外学者进行交流，并与恩格尔教授合影留念。借助该会议的良好交

流平台，参会人员拓展了学术视野，加强了与同行们的互动。

蒋远胜院长率队赴中国行为经济与行为金融研究中心考察交流

5 月 29 日，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副院长吴平率队，前往西南财经大学中

国行为经济与行为金融研究中心（CCBEF）考察交流。中国行为经济与行为金融

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雷震就中心实验室建设、研究团队和

研究方向等情况做了详细介绍。蒋远胜院

长重点介绍了学院推进实验经济学与行

为研究的基础和方向，并与中心首席教

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新加坡国立

大学教授周恕弘（CHEW Soo Hong）从“软

科学”与“硬科学”的区别出发，就经济

实验和生物特征在行为研究中的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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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展开了深入交流。据悉，中国行为经济与行为金融研究中心是西南财经大学校

级中心和平台，布局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这一世界前沿学科和

交叉学科。

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李佳珈博士参加 2019 能源金融国际会议

2019 年 5 月 17 日至 19 日，由中国能源金融联盟主办，中国优选法统筹法

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和云南财经大学联合承办，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大学、中国计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SSEM 协会等多

家单位协办的“2019 能源金融国际会议”（ICEF 2019）在昆明隆重召开，来自

全球数十所高校、200 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昆明，共议能源金融前沿问题。我所李

佳珈博士应邀参会，李佳珈博士在大会上

分 享 了 自 己 与 Dr.Jian Zhang,Prof.

Dayong Zhang 和 Prof.Qiang Ji 合作的论

文：Does gender inequality matter for

household green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能源金

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能源市场复杂多变，

能源市场已经成为金融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金融成为金融领域研

究的崭新方向。本次大会以能源转型与环境挑战为主题，组织了关于投资者情绪、

绿色金融、电力市场、原油及金融市场、能源与环境问题、能源股票、能源和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能源价格建模、绿色发展、可再生能源等 27 场专题研讨，与

会专家就以上领域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蒋远胜率队出席第十二届普通高等院校经管学院院长联席会

5 月 11 日，第十二届普通高等院校经管学院院长联席会在西南石油大学思

学楼 A114 学术报告厅召开。农村金融专委会主任、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教授出

席并主持了学术交流会和院长论坛，经济学院副院长吴平教授、投资系主任王玉

峰教授、金融学系专业主任刘艳副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主题主要围绕

响应国家对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要求，适应新常态下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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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共享科研和教学信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展开。会

议分为上午学术交流报告会和下午的院长论坛及系主任分论坛两部分。学术交流

会中，四川大学教务处处长张红伟教授汇报了“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的一流

本科人才培养川大实践”为题的报告，明确指

出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的天然使命，应实施多元

化措施以课堂教学改革撬动全方位人才培养

改革。院长论坛上，各高校经管类院长就人才

培养、专业建设、教材建设、教学团队建设以

及学院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等方面各抒

己见，相互交流，分享经验。

彭艳玲博士获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019 年 5 月 7 日，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讲师、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流动

站在站博士后彭艳玲主持的课题《产权管制下的农地抵押贷款信用风险度量及控

制研究》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 65 批面上资助西部地区博士后人才资

助计划”立项资助。在强学科、促科研实践方面，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积极通

过强化教师科研能力，提升科研成果产出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这也是人才强

所战略实施的重要体现。

吴平所长带队赴京参加第二届金融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研讨会

4 月 26 日至 27 日，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吴平教授和投资系副系主任

张剑博士赴北京参加融仕国际举办的第二届金融学国际化人才培养暨 CFA 教育

高校联盟教学研讨会。研讨会上教育部金融类专业教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对外

经贸大学副校长丁志杰教授以《中国金融业发

展与金融学教学改革》为题，分享了我国金融

学本科教学发展的历程，介绍了对外经贸大学

金融学类 CFA 国际化办学的经验与教训，指出

中国金融学教育需要进一步结合中国实践经

验，不断突破创新。来自泰康健康产业基金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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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总经理刘红哿女士，就保险战略投资前景与挑战及未来金融人才培养需求进行

了详细介绍，从金融投资实务界对人才能力需求进行了详细介绍。

研讨会期间，来自重庆工商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广州商学

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近 30 余家高校的院长就金融学国际化、金融与人工智

能结合、金融科技等人才培养，金融理论与实践教学等专业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的交流与探讨。

吴平所长率课题组赴广安市前锋区参加前锋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评

审会

4 月 24 日上午，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吴平教授率川农大课题组一行

赴广安市前锋区参加前锋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评审会。评审会在前锋区农业农村

局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前锋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张力文主持，前锋区委副书记何

祖锋、前锋区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乡镇负责同志、专家评审组和川农大规划团

队共计 60 余人出席本次会议。

会上，吴平代表课题组首先向评

审组介绍了前锋区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编制的基本情况，他讲到，作为前

锋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承担单位，川

农大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举全校之力

完成了此次编制工作，为圆满完成此

项工作，课题组抽调精兵强将，先后

深度访谈、实地调研 10 余次，前后

约 100 人次参与课题组的编制论证工作，最终基于《关于四川省县域乡村振兴规

划编制的指导意见》，形成了本次《广安市前锋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

年）》“1+6+N”规划成果（“1”即前锋区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6”即前

锋区乡村空间布局规划、乡村产业发展规划、宜居乡村建设规划、乡村生态环境

规划、乡村基础设施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等 6个专项规划，“N”为前

锋区乡村文化振兴专项规划与乡村治理专项规划）。随后，吴平分别就规划背景

研判、总体发展要求、总体空间布局、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自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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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治理体系、实施改革

意见、近期行动计划等 12 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汇报结束后，参会各区级职能部门、各乡镇（街道）代表就汇报内容结合各

自实际，分别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等方面提出了科学有效的意见及建议，随后

专家评审组对前锋区乡村振兴规划进行评审，评审组一致认为该规划成果有高

度、有深度、有温度，站位较高，立意较新，实操性较强，是一份既有新意又接

地气的规划成果，并提出了有助于规划成果进一步完善的专业性意见。评审专家

发言完毕，我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敏对专家评审组及各部门、乡镇的意见

和肯定表示感谢，对前锋区长期以来为我校培养和输送人才以及对我校工作的支

持表达敬意。

台湾大学金融研究中心黄达业教授到我院作学术交流

4 月 10 日上午，台湾大学财金系教授黄达业教授应邀来我院作“金融监管、

金融创新与大国金融人才的打造”学术报告。学院院长蒋远胜、副院长吴平与

100 余名师生一起聆听了报告。

报告会上，黄达业教授从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金融

创新与投资业务发展、大国金融投资人才打造等几个方面展开阐述，梳理了全球

金融监管脉络，展望了未来中国金融发展与人才需求。讲座中，现场师生就当前

我国的金融创新、农村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人才技能需求等问题与黄达业教授进

行了深入探讨交流。讲座后，黄达业教授邀请我院专家学者今年七月赴台北参加

由台湾大学主办的第 10 届“‘CSBF’两岸金融研讨会”，蒋远胜院长代表学院

接受了邀请。

黄达业教授是台湾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台湾财经立法促进院院长、

台湾企业重建协会理事长、台湾中央存款保险公司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苏

州校区）特聘教授，在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等国际期刊发

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编写和翻译了多部关于货币、银行、金融市场经济学和信用

风险等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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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屈改柳老师获首届全国农业经济管理教学竞赛三等奖

4 月 20 日，由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

华南农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承办的首届全

国农业经济管理类基础课程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在广州举行。来自中国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全国 20 多所农林高校的 21 名青年教师参加此次

比赛，全国各地的农业经济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教学名师担任竞赛评委。

竞赛设有《微观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两门课程，我院屈改柳老师参加《微

观经济学》课程教学竞赛。屈改柳老师以“弹性与税负转移”为教学主题，进行

教学展示，以小组教学设计加课堂教学总分第二的优异成绩进入决赛。在决赛中，

屈改柳老师围绕“价格管制”这一内容进行讲解，通过精彩的语言，富有感染力

的表情动作和生动有趣的讲解，把自己的教学特色展示得淋漓尽致，受到评委专

家与听课学生的高度评价。最终，屈改柳老师决赛总分排名第五，荣获全国三等

奖。

据悉，全国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程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旨在深入学习贯

彻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要求，坚持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打造一批“金课”。

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教授获 2018 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19 年 4 月 9 日下午，享受 2018 年度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颁证式暨高层次人

才工作座谈会在西南石油大学召开。会议为 20 名享受 2018 年度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代表颁发了证书，我院院长蒋远胜教授位列其中。我省在推荐选拔 2018 年度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过程中，各地各部门共推荐候选人 713 名，最后 91 人经

省政府常务会审核同意，报国家批准认定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蒋远胜教授

能获此殊荣，实属不易！

蒋远胜教授是我校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留学归国博士、优秀的留学归国人

员。科学研究上，在农村金融与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和灾害风险评估等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近年来，在《中国农村经济》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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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多篇，出版著作 4 部（英文 1 部）；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哲学社科优

秀成果一等奖和三等奖各 1项；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

国家级和省部课题 10 余项。人才培养方面，成功主持申报“农林经济管理”国

家特色专业和省级精品课程《金融学》，积极探索农林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人才

“产教融合”的应用能力培养模式与机制，先后获四川省高等教育教学优秀成果

一等奖 3项。在社会服务和决策支持方面，主笔撰写多个专项政策报告和经常参

与省委一号文件写作或讨论，先后有近 10 项研究成果被省委省府批示或采纳。

他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高层次专家，一路走来，无不体现其兢兢业业、教书育

人、勇攀社会科学高峰的奋斗历程。

据悉，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政府特殊津贴制度是党和政府关心爱护广大专业技

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加强高层次、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

给在实际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学者、技术人员的一项荣誉与特殊物

质奖励。获得政府特殊津贴，可作为申请聘用我省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的条件之一，

享受子女在所居住市（州）范围内一次性自由选择中小学就读等待遇。新评选人

员每人将一次性获得 2万元津贴。

我院留学博士生Abbas Ali 及 2位硕士毕业生获评学校优秀学位论文

经济学院自成立以来，狠抓研究生培养质量，强化过程管理，引导学生发表

高水平学术论文，学位论文质量不断提高。今年，我院 2014 级农业经济管理留

学博士研究生 Abbas Ali（导师蒋远胜）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Agricultural

Credit Market and Impact of Credits on Crop Productivity in Sindh,

Pakistan）以发表 7篇 SCI/SSCI 等收录学术论文，总影响因子 2.349 的成绩而

获评 2019 年四川农业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5 级农村金融硕士研究生陈玉

梅（导师王运陈）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农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治理机

制研究：基于双层治理环境的视角）以发表 4 篇学术论文而获评 2019 年四川农

业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7 级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成蓥（导师

曾维忠）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表 CSCD 一篇。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

森林碳汇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 CDM 碳汇造林再造林为例）获评 2019

年四川农业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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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李佳珈博士获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立项

2019 年 4 月，从教育部人文社科官网上获知，我所李佳珈博士所申请的项

目《能源贫困对健康的影响—基于多维度视角的中国家庭实证研究》获得教育部

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立项，项目编号为 19YJC790059。

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张华泉博士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自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成立以来，张华泉博士作为我所专职科研岗教师，

首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该课题名为《四省藏区临界贫困群体“悬

崖效应”缓释及精准扶贫政策调适研究》。该课题突出问题导向原则，以四省藏

区临界贫困群体“悬崖效应”缓释为切入点，立足于四省藏区精准扶贫政策的特

殊性、差异性及深度贫困人口生计特征，依托公共政策及机制设计理论，对四省

藏区临界贫困群体“悬崖效应”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测度，并对其缓释的影响因素

进行实证检验，基于实证结果，研判精准扶贫政策的调适靶点，并探索有助于临

界贫困群体内生动力提升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该课题是我院连续四年以四

省藏区为主题成功申报的国家级课题，相关研究团队和课题在国内逐渐形成了一

定的学术影响力。

经济学院多名教师发表高水平论文

经济学院刘璐博士等合著的题为《大宗商品金融化程度与投资组合绩效的倒

U型关系》论文在《国际金融研究》2019 年第 6期发表。申云博士合著的题为《收

入不平等会剥夺农民幸福感吗——基于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和《养老保险、

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差异》论文分别在《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7 期和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3 期发表。蒋远胜院长与其指导的博士生朱泓

宇合著的题为《城乡家庭创业与“信贷激励假说”适格性检验——基于

CFPS2010～2016 面板数据分析》在《农村经济》2019 年第 5 期上发表。何思妤

副教授合著的《长江上游大型库区移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论

文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期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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