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2015 中国杰出学者论坛程序表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5 年 10 月 30 日（周五）

时间

主题

报告人

7:30-8:45

会议报到

9:00-9:10

致欢迎辞

谢 康 教授 中山大学

9:10-10:40

中国杰出
学者报告

陈晓红 教授 湖南商学院校长
“两型社会”建设评价理论与实践

10:40-11:00

茶歇

11:00-12:00

中国杰出
学者报告

主持人/地点

北京德宝饭店（大堂）

乌家培 教授 国家信息中心
谈学术研究的“十大关系”

北京德宝饭店

北京德宝饭店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2015 博士生论坛程序表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5 年 10 月 30 日（周五）

时间

主题

报告人

14:00-14:30

论文报告 1

中小企业跨境电子商务绩效识别、检验与
在四大自贸区内对比分析
王林、杨坚争（上海理工大学）

论文报告 2

资源环境约束下信息产业技术效率及其影
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 RAM 网络 DEA
模型
彭永樟、陶长琪（江西财经大学）

14:30-15:00

15:00-15:30

论文报告 3

15:30-16:00

茶歇

16:00-16:30

论文报告 4

主持人/地点

经济增长和趋同的非参数估计分析：基于 注：每位报告人
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
报告 15 分钟，
潘哲文、周先波、李钜威（中山大学） 点评与讨论 15
分钟。
快速动态变化环境下企业战略二元性实现
北京德宝饭店
机制
廖雪华、谢康、肖静华（中山大学）

论文报告 5

基于敏感性分析的用户潜在偏好识别
张亭亭（南京大学）

17:00-17:30

论文报告 6

住房价格上涨对消费品价格与城镇家庭消
费的影响研究
王勇、赵昕东（华侨大学）

17:30-17:40

总结

18:00-19:30

会议晚餐

16:30-17:00

周先波 教授 总结发言
北京德宝饭店

点评专家：博士生论坛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乌家培 教授
学术委员会主任 谢康 教授
学术委员会委员（按拼音排序）
：陈斌开教授（中央财经大学）
、刘咏梅教授
（中南大学）
、潘勇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陶长琪教授（江西财经大学）
、肖静华副教
授（中山大学）
、肖智教授（重庆大学）
、熊励教授（上海大学）、赵晶教授（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周先波教授（中山大学）
、左美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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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杰出学者报告嘉宾简介（按发言顺序排序）
1. 陈晓红 教授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商学院校长，中南大学商学院名誉院
长，学术（教授）委员会主席，中国管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
程”、国家创新研究群体、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及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与首席教
授。曾任湖南省长株潭两型办副主任。现任国务院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工商管理
硕士（MBA）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教育部管理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管理学科、国家社科基金应用经济学科评审组成员，湖南省系统工程学会常任理事长，
湖南省“十五”、“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政府部门、大型矿业企业经济
顾问，十余家国内外期刊杂志编委。1998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首届“芙蓉学者
计划”特聘教授并荣获 “芙蓉学者计划”特聘教授贡献奖。
主持承担国家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子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
社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高校教师科研奖励计划项目等国家级重大和重点项目 20 多项。研制
成功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面向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决策应用软件开发平台
SmartDecision，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30 余篇，其中被 SCI 和 SSCI 检索 61 篇,包括管理
类国际顶尖和主流刊物 Marketing Science，Decision Support System，Chinese Economical
Review，International Journal Production Economics 等。根据 2014 年 5 月 ESI 统计数据，按
论文影响因子分析，1 篇学术论文进入 ESI 前 1%（高被引论文）
。同时，出版专著 15 部，
其中《固体矿产资源政策研究》为我国固体矿产资源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依据；
《“两
型社会”建设评价理论与实践》、《中小企业融资》、《全面预算管理理论与实务》是国内
首次出版的该领域专著，
《中小企业融资创新与信用担保》、
《复杂大群体决策方法及应用》、
《中小企业融资与成长》分别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高校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
金会全国优秀青年教师（研究类）奖，以及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中国高校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湖南省科技进步一、
二等奖等省部级科研奖励 13 项，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国家精品课程 1 门。获得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 18 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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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乌家培 教授
1932 年 5 月 29 日生，浙江宁波人，1955 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统计系。中国著名经
济学家，中国数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创始人，入选 20 世纪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在张卓元、
厉以宁和吴敬琏主编的《20 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中，将中国信息
经济学会的成立列为 20 世纪中国经济学大事记之一（1989 年）。
1986 年前，乌家培教授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
从事研究工作，从研究实习员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职。
其间，1980-1982 年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系中国参加世界经济预测联结
模型 Link 项目的首位经济学家。
1987-2000 年，调国家信息中心工作，历任总经济师、副主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兼信
息经济与技术研究所所长等职。其间，1992-1993 年为日本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客座教
授，系中国参加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太平洋经济展望(PEO)专家组首位经济学家。
2000 年后，先后担任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中国数量
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信息经济学名誉理事长，以及中山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侨大学等全国 20 多所高等学校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四届经济学科或应用经济学科、全国社会科学基金
应用经济学科（1983-2002 年），全国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科的评议组成员，担任《经济研
究》、《管理科学学报》等杂志编委。在《经济研究》等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 200 多篇，出
版著作、文集、译著和教材 30 多部，包括《Economics，Econometrics and The Link》、
《Economy
and Information》、《经济数学方法研究》、《经济数量分析慨沦》、《数量经济学若干问
题》、《经济信息与信息经济》、《信息与经济》、《经济、信息、信息化》、《信息经济
与知识经济》、《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等，编著出版物包括《宏观经济控制论》、《信息
经济学》等，译著包括俄文《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英文《发展计划指南》等，以及《乌
家培文库》、《乌家培选集》、《乌家培报告集》。
1984 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1991 年因发展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受
国务院表彰，1992 年获国家计委科技进步奖。近年来，乌家培教授担任华侨大学、江西财
经大学等院校的博士生导师，继续指导和关心年轻博士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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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008-2014 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暨博士生论坛简况

2008 年 11 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承办学会第 20 届学术年会暨第 1 届
博士生论坛。
2009 年 12 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承办学会第 21 届学术年会暨第 2 届博士生
论坛。
2010 年 11 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承办学会第 22 届学术
年会暨第 3 届博士生论坛。
2011 年 10 月，江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承办学会第 23 届学术年会暨第 4 届博
士生论坛。
2012 年 11 月，重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学会第 24 届学术年会暨第 5 届博士
生论坛。
2013 年 12 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信息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承办学
会第 25 届学术年会暨第 6 届博士生论坛。
2014 年 10 月，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数量经济研究院联合承办学会第 26 届学
术年会暨第 7 届博士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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