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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时间：2019年11月22日（周五） 9:30—18:00

论坛地点：成都温江费尔顿凯莱大酒店

主办单位：四川省金融学会

                 四川农业大学

                 成都农商银行

承办单位：四川省金融学会现代农业金融专委会

指导单位：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论坛主题：乡村振兴与农村金融改革

第一篇  卷首语

第二篇  论坛指南

主旨论坛
09:30—09:40       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

09:40—09:45      播放成都农村金改宣传片

                          蒋远胜  四川金融学会现代农业金融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09:45—10:00      领导致辞

                          牛清报  成都市政府副市长 

                          方   昕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四川省金融学会常务副会长

                          周敏泉  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庄天慧  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10:00—10:50      主旨演讲：农村金融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演讲主持人)

                          王   宾  农业农村部政策改革司副司长 

                          纪   敏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

                          雷   曜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Krishna P. Paudel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教授、博导

                          何广文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演讲主持人)

                          曾  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董希淼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

                          马长有  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副行长

                          谭红杰  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

10:50—11:05      茶歇

11:05—11:55       主旨演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创新

11:55—12:00       主持人总结

12:00—13:00       会议午餐（一楼品味餐厅、二楼棠宫中餐厅）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是新时代做好“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金融系统开展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根本遵循。如何以金融改革引领

农村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的实践提供有力支持，是研究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课题。今天，

来自各地农村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成都，回顾农村金融改革历程，研讨如何提升农村金

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探索未来农村金融的创新前景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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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13:30—15:30      平行分论坛一

           主题一:       70年农村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

地  点：费尔顿凯莱大酒店四楼多功能厅2

会议联系人：张海霞 13795846271 

主讲人 贾晋

评议人

报告人

刘后平

1.家庭农场治理的法人进路与现实选择

朱睿妮（湖南师范大学）

2.金融精准扶贫基层效果如何？--来自资阳市的调研

赵健兵、周继耀、董峰（中国人民银行资阳市中心支行）

3.我国金融扶贫中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分析

王芹（安徽财经大学）

4.中国农村金融改革70年：变化历程、理路推演与趋向研判

张华泉、刘杰（四川农业大学）

5.开放型人口红利与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远卓（西南财经大学）

6.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湖北省京山县为例

江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新中国农民合作社70年：政策、功能与机制演进

刘后平、张荣莉（成都理工大学）

8.第三方参与政府主导性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更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宋坤（四川农业大学）

9.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农村融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米全德（中国人民银行青川支行）

10.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投融资问题分析

杨程（成都理工大学）

11.嘉宾发言（每人发言不超过8分钟）

A.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董事长  秦仕魁

B.雅安农商银行行长  魏哲平

15:30—15:50      茶歇

           主题二:       乡村振兴与农村金融精准扶贫

13:30—15:30       平行分论坛二

地  点：费尔顿凯莱大酒店四楼多功能厅3

会议联系人：姚霞 13558662966

主讲人 孔少华

评议人

报告人

鞠国华

1.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及收入效应研究

张林、罗新雨、王新月（西南大学）

2.何以为家：农民工身份认同与落户意愿

程威特、吴海涛、周子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四省藏区农业保险的精准扶贫绩效评估

杨蕴琦、徐斌、胡芝嘉、臧敦刚（四川农业大学）

4.精准扶贫视角下四川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研究

吴强、谢小蓉（西南财经大学）

5.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陈慧、陈晓娟、胡婷婷、申云（四川农业大学）

6.职责同构：农村精准扶贫中的责任异化与矫正

许文朔（广州大学）

7.保护性耕作生态服务价值补偿的农户意愿及筹资模式研究——以四川

省为例

肖诗顺、郎慧、曹茂竹（四川农业大学）

8.深度贫困地区农业资本形成现状、问题及建议——以四川高原藏区为例

黄小平、叶宏伟、陈海灯、王涛（中国人民银行甘孜州中心支行）

9.精准扶贫提高了贫困户的幸福感吗？

胡原（四川农业大学）

10.金融素养、家庭财富与家庭创业决策

贾立、谭雯、阿布木乃（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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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8:00      平行分论坛三

15:50—18:00      平行分论坛四

            主题三：    农村普惠金融与产品创新实践

地  点：费尔顿凯莱大酒店四楼多功能厅2

会议联系人：王英 18117812260

            主题四：   农村保险与农村金融市场

地  点：费尔顿凯莱大酒店四楼多功能厅3

会议联系人：蔡丹 15281260839

主讲人 满明俊

评议人

报告人

报告人

张正平

1.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银行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张晓钰、胡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郭华、张洋、彭艳玲（四川农业大学）

3.普惠金融对各地区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其他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31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薛倩(西藏大学)

4.连接赋能：农社利益联结能提高农户信贷满足度吗？

何祥、申云（ 四川农业大学）

5.金融科技发展、农业经济增长与面源污染治理--来自截面门槛

姜松、邱爽(重庆理工大学)

6.社会资本与农户融资约束--基于农户分化和农地金融创新视角的异

质性检验

胡振、聂雅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7.社会网络变迁与家庭借贷行为--基于城乡对比的视角

杜朝运（厦门大学）

8.农民获得金融服务的现实困境与法制因应--基于七地田野调查的分析

孙泽杭（武汉大学） 

9.农村金融风险中的“信任”理论解析

任国征（中央财经大学）

10.理事长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合作社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扈益（四川农业大学）

11.收入质量对地震灾后农房重建贷款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雅

安4.20地震灾区的实证分析

李凤至、肖诗顺（四川农业大学）

12. 城区农商行经营方向研究

杨昌盛（广元农商银行）

13.嘉宾发言（每人发言不超过8分钟）

A.资中农商银行行长 罗念

主讲人 张克俊  

评议人

报告人

谢家智

1.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on rural consump-

tion structure  --based on the Engel coefficient analysis of 

rural families in Chengdu

张博凯，吴雁鸣，王玉峰（四川农业大学)

2.农民合作社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功能探讨

丁姝羽、 王丽英(成都理工大学)

3.农村信贷、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李阳、吴平（四川农业大学）

4.关于四川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渠道和模式的调查

杨雨婧（成都农商银行）

5.精准扶贫时期财政扶贫与金融扶贫效率比较研究

申云、陈効莉（四川农业大学）

6.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

王挺、郭佳莲、王龙、王方林(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7.授之以渔的小额信贷帮助瞄准的贫困户减贫了吗？--四省藏区微观

数据研究

杨佳丽、刘丹、臧敦刚（四川农业大学）

8.面向县域特色应用的开放银行研究与实践

陈杰（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息科技中心）

9.农村家庭能源贫困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究--以宣汉县为例

刘雨杭、黄雪皓、赖思悦、李佳珈（四川农业大学）

10.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下寿险市场机遇与策略研究

王路、龚贵明、骆思源（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11.嘉宾发言（每人发言不超过8分钟）

A.中行安盟保险四川省分公司总经理  阮江

B.眉山农商银行行长  陈书明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学

术委员；中国社科院中小银行研究基地副秘书长；德国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东西方文商研

究中心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成员；北京市海淀区和谐社区

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九三学社

中央农林委委员、北京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欧洲研究会会员、德国分会会员；《西方现

代思想丛书》主编；《秩序理论与经济学丛书》主编和《西方经济与社会科学精品丛书》主

编等。先后在《管理世界》《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农业经济问题》等期刊发

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主要专著10余部。

冯兴元

管理学博士，现任农业农村部政策改革司副司长。曾先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王宾同志参加了2014年以来历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起草和筹备工作，参与起草了《中国

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等重要文件。王宾同志多次承担中央领导和部领导重要讲话起草任务。

王宾

14:00—17:00      平行分论坛五

                             农村改革试验区金融改革方案研讨会（闭门研讨）

18:00—20:00      晚餐及优秀论文颁奖

地  点：费尔顿凯莱大酒店四楼多功能厅1

主持人：雷曜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第三篇  嘉宾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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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农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系教授、杰出研究人员，美国农业界顶尖期刊

《农业与应用经济学期刊》的现任主编；《Applied Economics Perspective and Policy》

和《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等40余家学术期刊和科研管理机构

的审稿专家，同时担任多个农业经济管理类学术协会荣誉会员。1999年于乔治亚大学农业与

应用经济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其科研项目分别获得过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美国国际开发署

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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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已发表SSCI等期刊论文70余篇，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与研究经历，并在农业

经济管理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Krishna P. Paudel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权威普惠金融研究专家，国家农村金融

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战略合作专家，多次担任过世界银行、亚洲

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机构的中国项目金融咨询专家。长期从事金融理论与政策、

农村金融、小额信贷、合作金融、普惠金融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等期刊论文近200篇，出版《农村金融学》（“十一五”

国家规划教材）《创业担保贷款的普惠金融特征及其运作机制优化——河南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评估与发展研究》等专著30余部，先后多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

部软科学课题等多项科研项目。

何广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绿色金融、农村金融和普

惠金融政策研究制定。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山东省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出版专著《次贷危机》《利率市场化的全球经验》《金融基准》

《互联网金融》等，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金融

工作会议等重要文件起草。

雷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机构工作，

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

所联合培养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学术委员会委员。

曾多次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起草，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

告、金融稳定报告、农村金融服务报告写作。主持或参与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

基金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多项课题并获奖，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金融市场、

农村（普惠）金融等。

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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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政工师，曾任国家开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副行长、纪委书记，

现任国家开发银行四川分行高级专家，四川省金融学会现代农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挂

任四川省扶贫开发局副局长、选聘四川省智蜀兴川师资。长期从事金融及金融精准扶贫工作，

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丰富。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实践、区域经济发展、金融精准扶贫

长效机制、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投融资等，在金融创新和脱贫攻坚实践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工作;多次为全省各层次干部培训班授课，讲授精准扶贫战略、脱贫攻坚有关政策、金融

精准扶贫政策及实践和乡村振兴战略等内容，具有丰富的干部教育培训教学实践经历。也曾

被授予多项荣誉，2017年、2018年被评为省“优秀公务员”，2018年荣获四川省金融学会

第十八次金融科研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3部，

参加了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有多篇论文获省部级奖励。

马长有

现任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历任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巴中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国资委党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泸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先

后在省级、市级相关学术期刊报纸发表文章十余篇。

谭红杰

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

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甘肃银行等独立董事。

资深金融从业者与研究者，曾任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

院长，兼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

结算司外部专家，兰州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监管部门及行业协

会重点课题多项，多次在国内外重要论坛发表演讲，研究报告多次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

2015年与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一起被授予中国银行业年度意见领袖；2016—2018年

连续三年获中国银行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2018年获“新金融研究贡献奖”。

近三年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金融》《人民日报》等发表论文及评论三百余篇，

著有《有趣的金融》等，主编《中国上市银行年报研究》系列报告。

董希淼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银行研究基地 主

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博士；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博士后；耶鲁大学，

访问学者；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理事；南开大学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 兼职教授；对外经贸大

学金融学院 兼职教授；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兼职教授；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研

究，并为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央企金融控股集团等供顾问咨询服务。

曾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