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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实现国家四大基金项目齐突破 

近日，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通知发布，我所彭艳玲博士申报的《农

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信用风险生成机理及分担机制研究》喜获 2019 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实现了自经济学院组建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零

的突破。加上之前张华泉博士申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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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获 201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也是

我院连续四年以四省藏区为主题成功获批的国家级课题。申云博士的《乡村振兴

战略下农村金融反贫困创新研究》获得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

这也是区经所首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李佳珈博士申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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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教育部人文社

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这也是我所连续第二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至此，本年内我所实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等国家四大基金的突破，

也标志着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在创新体制，支持所内研究人员持续产出高质量

科研成果，支持学院学科发展上初步具备条件和能力。未来，区域经济与金融研

究所将继续调动所内资源，不断提升科研水平和成果质量，持续为研究所和学院

学科建设做出贡献。 

我所申云博士获得第十八届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近日，由四川日报和四川省社科联发布的获奖名单得知，我所申云博士获得

第十八届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二），此次获奖为我院强

科研、促学科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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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专家一行来我院开展培训会 

7 月 15 日，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专家组马云倩、刘鹏举及孙

经纶一行到我院开展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与营养状况调查培训，学院教师代表

杨波参加并主持会议，调研组硕博士研究生代表 8人参加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四

川居民膳食结构及居民消费行为等集中培训，对调查内容、数据采集系统使用、

食物重量估计、现场调查工作技巧及国内外前沿问卷设计及统计方法等进行了全

面培训。据悉，该项目 2019 年将在全国 5 个省（直辖市）开展调查，预计对四

川地区 5 个市县进行深度调查了解西南地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与膳食营养状况，

项目由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与我院四川农业产业发展创新研究团

队杨锦秀教授合作项目。 

区经所成功举办首届学术沙龙讲座 

9 月 27 日下午，四川农业大学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王聪老师在 1 教 403

为经济学院师生做了一场主题为“出口竞争与制造业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学术

报告。本次讲座由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申云博士主持，区金所张华

泉、张海霞、王英、潘世磊等多位老师和经济学院学生一起聆听了本次报告。 

报告会上，王聪老师基于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下降、工业制成品出

口在我国出口中占据绝对位置，短期内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等事实，通过利用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企业出口数据以及中国企业专利数据等微观数据，实证检

验了出口竞争对制造业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分解测算了国有企

业生产率增加的来源。报告结束后，师生就国有企业、出口竞争等问题与王聪老

师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据悉，王聪老师于今年来到我校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国

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前期发表多篇高水平研究成果，代表作发表在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Transport Policy、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等国内外知名期刊上。本

次讲座取得良好效果，未来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每个月将定期举办一期，服务

学院学科发展大局，引领学科高质量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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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雁斌团队项目成果再次在《四川日报》发表 

继 2019年 6月 13日《四川日报》理论版发表漆雁斌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阶段成果《把握加快推进四川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后，2019 年 9月

10日，该报再次发表团队阶段成果《综合施策加快推进四川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该成果针对当前非洲猪瘟疫情与周期性因素叠加助推猪肉价格上涨，从稳预期—

—用科技提振信心，进一步发挥非洲猪瘟监管预警机制作用；补短板——增强能

力是基础，进一步强化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支持政策；压责任——落实政策是核心，

进一步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优布局——科学规划养猪区域是关键，进一步优化国

土空间生猪养殖区域布局；调结构——培育养猪组织是支撑，进一步构建多层级

经营主体体系；降成本——落实养猪资金是保障，进一步多渠道筹措资金，提高

项目执行效率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推进生猪产业转型的建

议。 

漆雁斌团队围绕国家社科项目“农产品食品安全视阀下的农业生产模式转型

问题研究”展开研究，阶段成果获得省委领导批示，《四川日报》、四川省人民

政府及川内 40 余家地方政府和部门官网进行了报道转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

响。经过学院的培育，今年该团队入选学校双支计划团队。 

蒋远胜教授率队赴青海藏区进行金融精准扶贫调研 

2019 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5 日，依托四川省扶贫开发局和国家社科基金《四

省藏区微型金融精准扶贫机制及政策研究》，经济

学院院长蒋远胜教授带领课题组臧敦刚副教授、

彭艳玲博士、刘丹博士、丁昭博士、屈改柳博士等

一行共 12人，分别赴青海海北州、海西州以及果

洛州对金融精准扶贫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通过此次调研，调研组对青海藏区金融精准

扶贫的情况有了整体的研判，搜集了一手的资料与数据，这对国家课题的研究具

有重要的帮助，同时，也为四川藏区的金融精准扶贫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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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远胜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带队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 

2019 年 8 月 23 日至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在昆明举

行，我校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教授

带领农村金融研究团队成员臧敦

刚副教授、刘艳副教授、彭雁玲博

士、申云博士及研究生一行赴昆明

参会。本次论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

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农村金融教研组、中国农村金

融教学与科研联盟主办，由云南财

经大学金融学院、云南省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高层次创新团队、云南省巨灾

风险管理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编

辑部、《农业经济问题》编辑部等协办。 

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农村金融：70 年回顾与新时代发展”，论坛共有来

自全国 60 余家高校、涉农金融机构的近 250 余名专家学者参与，共同回顾并探

讨当前大时代背景下农村金融方面的诸多热点议题。蒋远胜教授参与主持“农户

金融与农户决策”分论坛，并就各位报告人的汇报内容进行逐一点评。臧敦刚副

教授、申云博士的论文列作“农业保险与风险管理”和“农村金融与农村发展”

分论坛交流。蒋远胜教授作为特邀嘉宾谈到新时代农村金融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

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改革、产品创新、风险防范、金融科技等几大领域。 

蒋远胜一行应邀参加第 10 届 CSBF 两岸金融研讨会 

7月 14日-7月 19日，由台湾金融教育协会、台湾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台湾

财经立法促进院以及台湾企业重建协会主办，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中国

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等高校共同合办的“2019 第

10 届 CSBF 两岸金融研讨会”在台湾大学成功举行。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教授、

副院长吴平教授和投资学系主任王玉峰教授一行 3人应邀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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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期间，蒋远胜教授先后参加“高级金融管理人才培育座谈会”、“两

岸金融人才培育与大国金融之打造”等多场主题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围绕大国金

融的人才认证、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我国农村金融人才培养等献计献策，引起广泛

共鸣。在学术论文报告会上，蒋远胜以成都承担的国家级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

为背景，作题为“基于互联网的农村金融市场平台：模式、机理与成效”的学术

报告，获得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 

据悉，CSBF两岸金融研讨会自 2010年创办以来，迄今已经在海峡两岸高校

成功举办 10 届，见证了海峡两岸金融合作的历史进程，也成为促进两岸金融学

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经济学院于 2017 年组建了四川省金融学会现代农业金

融专业委员会，我国台湾地区较早建立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此次会议为学院进一

步提高农村合作金融研究水平，推动农村金融智库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经济学院会同省金融学会赴攀西地区调研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2019 年 7 月 22 日至 26 日，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吴平教授带领课

题组赴凉山州西昌市和攀枝花市

展开调研。此次调研所选的攀西

地区由于其独特的资源条件及农

业结构被列入四川省科技厅软科

学课题《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与金

融创新耦合的理论、机制与政策

研究》与四川省金融学会课题《乡

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金融改革动力

机制研究》五大计划调研区域之

一。 

通过此次调研，学院进一步提高了农村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研究水平，对推

动现代农业发展及丰富农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理论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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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远胜、吴平带队“四川省软科学和金融联合课题组”分赴乐山、

宜宾调研 

   2019年 7 月 10日至 11日，蒋远胜院长和吴平副院长带领四川省科技厅

软科学课题《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的理论、机制与政策研究》与四

川省金融课题《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金融改革动力机制研究》联合课题组分赴四

川省乐山市和宜宾市展开调研。 

吴平对兴文县在乡村振兴上取得的阶段性成绩给予肯定，指出目前金融机构

融资方向要由传统金融“成本高、力度小”的间接融资转变为直接融资，但在过

程中需要注意对风险的系统性防范；作为乡村振兴重中之重的农业产业园区发展

在兴文县当地尚未成熟，尤其在技术和管理层面，未来园区建设需要同高校、科

研院所合作开展，不断引进专业技术型人才；在农村土地确权问题上，应通过与

村集体签订合同降低测权成本，在产权交易上可以向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学习，

将产权细化，盘活农村土地产权，进而流转运行，通过接入产权交易系统来推进

农村产权改革。 

经济学院与成都现代农业产研院联合赴德阳市罗江区调研新型农民

合作联合社 

2019 年 9 月 6 日，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教授、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成都现代农业产研院董事长周伦理和园艺学院邓群仙教授等一行 6名教师赴

德阳市罗江区调研新型农民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农联”）改革试点工作情况。 

此次调研座谈会在罗江区蟠龙镇“农联”会议室举行。会上，蟠龙“农联”

前任代理总经理周蜀川就“农联”的发展历程、管理章程、社员发展与资金利用

情况，以及 4类服务运行情况（即生产技术物资服务、营销策划服务、信用合作

服务、公共服务）作了详细介绍。会后，调研组一行还实地走访了蟠龙镇家庭农

场青花椒示范区、蟠龙镇宝峰山贵妃枣专业合作社、略坪镇新型农民农民合作联

合社、略坪镇翠冠梨标准化种植基地和略坪镇珍稀菌类产业示范中心。蒋远胜对

农合联的改革进展给予了肯定，周伦理对农合联的经营管理提出了建议和合作的

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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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罗江区蟠龙镇和略坪镇开展的“农联”改革试点，是我省借鉴台湾

“农会”、浙江“农合联”等省区经验，并结合供销社改革探索建立的新型农民

合作联合社。试点形成的“农联模式”是一种新型农村产业化经济组织形式，即

以“联合”分散农户逐步实现“小生产”向“大生产”转变，共同应对以“大市

场”为目标的一系列配套农村经济社会改革。该模式主要从强化农民组织化程度、

增强农村自我持续发展能力出发，有着不仅能把松散农户组织起来以适应产业化、

市场化、规模化、现代化的“大生产”需要，又能以市场原则实现农村智力支持

的作用，同时还能最大限度保证广大农民的长远利益。 

吴平陪同刘登才副校长参加第三届四川村长论坛暨村社发展大会 

9 月 9 日至 9 月 10 日，第三届四川村长论坛暨村社发展大会在广元市利州

区白朝乡月坝村举行。本次论坛以“乡村振兴与人才先行”为主题，聚焦乡村振

兴中的人才问题，大会上发布了“2019 四川特色村和乡村领军人才”名单、

《2019 四川乡村人才发展报告》（该报告由战旗乡村振兴研究院、四川农业大

学、省社科院、四川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历时三个多月深入四川五大经济区八

个样本县区调查分析研究形成，

客观分析了当前四川乡村人才

现状、问题，并提出建议和举

措。）。国内多名“三农”专家

学者代表、全国名村村官和获评

2019 四川乡村领军人才代表及

2019 四川特色村负责人等 400

余人会聚一堂。我校副校长刘登

才，经济学院副院长、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吴平受邀参加会议。 

据悉四川村长论坛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聚焦村级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全省

三农领域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相互学习交流的重要载体。暨首届论坛在战旗村的

成功举办，经过连续三届的努力，论坛暨大会已经成为我省党政领导、名村强村

带头人和三农领域专家学者深入交流、深度碰撞的思想盛会，成为规格高、影响

大、党员干部群众欢迎的村社发展交流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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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所郭华副所长出席川陕苏区红色金融史学术研讨会 

9 月 12 日，由四川省金融学会主办，达州市金融学会承办的“川陕革命苏

区红色金融史”学术研讨会在四川达州举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局、中

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的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本次参者包括人民银

行成都分行各中心支行代表以及省内外金融学会代表，共计 200余人。 

四川农业大学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钱币学会会员郭华副教授

应四川省金融学会邀请，出席会议并作了“川陕革命苏区红色金融史的相关研究

现状与进展”的主旨报告。报告重点梳理了 1980 年至今国内针对川陕革命苏区

红色金融史的相关研究，介绍了对川陕革命苏区的 60 多项经济和金融政策研究

的新发现，并就川陕革命苏区银行和造币厂成立的准确时间，货币成色和主币、

辅币的材质等颇具争议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观点。 

我所李佳珈博士受邀参加“国际青年学者协会年会” 

  2019 年 6 月-7 月，国际青年学者协会年会在意大利锡耶纳举行，来自美国、

欧洲等国的知名教授和各国（包括意大利、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中国

等）40 余名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该协会为青年经济学者设计了相关课程

学习、论文演讲等环节，其中女性参会者开展了多次有关女性经济学家自身发展

路径的深入讨论。李佳珈在其中的“女性经济学家分论坛”上汇报了个人最新工

作论文，随后加入经济学史、网络经济学等由美国 MIT教授和意大利锡耶纳大学

等知名教授开设的课程学习和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中。她最终获得了此次“国际

青年学者协会”颁发的国际优秀青年学者参会奖 150欧元。 

华沙大学 Andrzej Cieslik 教授来我院开展学术交流 

 2019年 9 月 9日下午，经济学院邀请华沙大学 Andrzej Cieslik教授来我

校进行学术交流，在 4B-508 举行了题为“过去、现在与未来--欧盟共同农业政

策”学术讲座，全校百余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Cieslik教授讲到，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是当今

欧盟最为复杂，也是最为昂贵的政策之一。讲座将会讨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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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对外贸易政策的关系，涉及该政策设立的原因、目标和工具等方面。从不同视

角探讨共同农业政策的收益与成本，并且展示共同农业政策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

的变革历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争议，展望政策未来的改革方向。 

Andrzej Cieslik教授，现任教于华沙大学经济学院，承担本科、硕士及博

士相关课程，担任宏观经济与国际贸易系主任，任波兰国家教育评估委员会委员，

并在美国、比利时、波兰等国多所院校任客座教授。Cieslik教授是波兰名列前

茅的经济学家，多次承担波兰中央银行及欧盟相关研究课题，已参与的研究论文、

会议、研究课题等百余项。其中，多项研究成果发表于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ld Development,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Regional Stud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等国际知名期刊。 

重庆理工大学施於人副教授到院交流 

 9 月 26 日上午，我院经济实验中心邀请重庆理工大学施於人副教授到访我

院针对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发展及实验室建设进行交流。实验中心全体教师、

学院部分青年教师及部分研究生参与了此次交流活动。 

首先，施老师回顾了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发展历次，并强调了经济实验

在未来经济学、金融学教学及科研中的重要性。随后，以 Belab实验平台为依托，

针对市场结构理论中经典古诺模型组织在场的近 20 位师生进行了两场，二十轮

实验。在施老师的精心组织下，大家积极参与到实验活动中，并针对实验结果开

展了热烈讨论。 

最后，施老师以《课堂中的经济学实验——平台与实践》为题向大家分享了

其在实验设计和开发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并与参会教师就实验课教学与科研等问

题进行了交流。此次的交流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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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龚勤林一行来校交流访问 

9 月 30 日上午，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龚勤林教授一行来校交流访问。

经济学院副院长吴平，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经济实验中心及行政办负责人参加会

议。 

吴平首先对龚勤林副院长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经济学院的发展

历程、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及国际化办学等情况。龚勤林介绍了四川大学经济学

院的基本情况。围绕实验室建设、实践教学、教学科研团队打造及全英文专业建

设等方面工作，双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龚勤林对学院的发展及在国际化办学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并表示今

后在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等方面深化两校的合作与交流。 

最后，龚勤林一行对学院办公场所及实验室进行了参观考察。 

经济学院多名教师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经近日，国际知名期刊《Land Use Policy》（土地利用政策）再次在线发

表了经济学院漆雁斌教授科研团队的最新成果《Does Internet use help reduce 

rural cropland abandonment? Evidence from China》（互联网使用有助于减

少农村耕地抛荒吗？来自中国的证据），该文旨在探索信息通讯技术发展对农村

土地利用的影响。此前，漆雁斌教授团队曾以《Does early-life famine 

experience impact rural land transfer? Evidence from China》为题在该期

刊上发文，关注饥荒经历对农村土地利用的影响。两篇文章均是农村与区域发展

专业首届博士研究生邓鑫为第一作者，漆雁斌教授为通讯作者。《Land Use 

Policy》（SSCI一区，最新影响因子 3.573，近五年影响因子 4.236），是以土

地政策为主涉及城市和农村土地使用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规划等方面的

国际性跨学科重要期刊。 

我所博士后 Abbas Ali Chandio与 Abdul Rauf、Yuansheng Jiang、Ilhan 

Ozturk还有 Fayyaz Ahmad合作的名为《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Analysis 

of Dynamic Linkage between 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Pakista》的文章在 SCI/SSCI期刊《Sustainability》（2019，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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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发表，其中 Abbas Ali Chandio为第一作者，蒋远胜教授为通讯作者。该文

章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工业部门石油、天然气和电力消费以及可再生能源消费与巴

基斯坦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巴基斯坦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但最近毗邻严重的电

力短缺，这些发现显示了巴基斯坦工业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关系的证据。

最后为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了政府应该促进更多的天然气浓缩项目，并以低廉的价

格提供给行业的建议。《Sustainability》是 SCI 和 SSCI 双检索国际期刊，是

环境研究领域权威期刊，影响因子为 2.075。 

我所博士后王英与西南民族大学单德朋教授、四川农业大学庄天慧教授合作

的文章《中国城镇居民金融素养的性别差异》发表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期刊。其中通讯作者是庄天慧教授。该文指出中国城镇居民金融素养存在显著的

性别差异，性别差异主要源于男性和女性在家庭收入和资产水平、受教育程度、

认知能力和风险感知上的要素禀赋差异。相关政策既可以通过区别对待这些因素

源头上的性别差异，也可以通过阻断这些因素影响金融素养的路径，来缓解金融

素养的性别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