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议程表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2015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

2015 年 10 月 30 日（周五）
时间
主题
地点
15:00-20:00 会议报到
北京德宝饭店（大堂）
郭龙飞
17:30-:19:15 接待晚餐（自助餐） 一层四季园咖啡厅
郭龙飞
19:30-21:30 学会理事会会议
328 会议室
王明明
21:40-22:50 学会秘书处工作会议 328 会议室
王明明
2015 年 10 月 31 日（周六）
时间
主题
报告题目/报告人
8:30-8:35
开幕式：致欢 谢康 理事长 致辞
8:35-8:40
迎辞
北邮领导 致辞
周其仁 教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8:40-9:10
特邀报告 1
新技术与利益：三个中国实例的经济分析
陈小洪 所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方案：基本认识和讨论
曹淑敏 院长 中国信息通讯产业研究院
中国信息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9:10-9:50

特邀报告 2

9:50-10:20

特邀报告 3

10:20-10:40

合影、茶歇

10:40-11:10

主题报告 1

周先波 教授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信息消费“棘轮效应”的经济分析

11:10-11:40

主题报告 2

龚 强 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
政策性负担、规则俘获与食品安全

11:40-12:10

主题报告 3

陈斌开 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重塑经济增长：互联网如何改变制度和文化？

12:10-13:30

交流自助午餐

14:00-14:30
14:30-14:50
14:50-15:10
15:10-15:30

15:30-18:00

企业家论坛
报告

联系人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秘书长
秘书长

五层德宝大厅
吕廷杰教授

五层德宝大厅

五层德宝大厅
左美云教授

三层天官阁
中兴通讯
五层德宝大厅

阿里研究院
腾讯研究院

五层德宝大厅

茶歇

分会场 1：
信息经济

地点/主持人
五层德宝大厅
吕廷杰教授

1-1：基于因果复杂性的智能股票投资决策研究
胡勇、张享周（暨南大学）
1-2：金融效率、环境规制与 R&D 创新—基于价值链理论的
两阶段分析
陶长琪、琚泽霞（江西财经大学）
1-3：基于二元结构理论的平台经济模式研究
杨云鹏、杨坚争、王林（上海理工大学）
1-4：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基于资金流动的视角
曹仙叶、刘咏梅（中南大学）
1-5：物联网企业科技资源投入效率研究
张昭、朱峻萱、王晓微、李安渝（北京师范大学）
1-6：文化特征、人文精神和“互联网+工业”的区域聚类研
究
王现宁、肖智、潘雨晨、杨道理（重庆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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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会议室
主持人
周先波
点评人
潘 勇
龚 强
吴德胜
陈斌开

15:30-18:00

分会场 2：
信息管理

15:30-18:00

分会场 3：
电子商务

18:30-20:00

交流自助晚餐

2-1：平台战略、异质性与绩效－基于电影产业的实证研究
万兴、杨晶（南京财经大学）
2-2：排他性支付工具市场的定价策略研究
邱甲贤、明小波（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2-3：移动应用中的信任产生机制——以打车软件为例
谢永勤、肖静华（中山大学）
2-4：MOOCs 用户的满意度与持续使用意愿研究
周军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5：基于动态博弈的网络营销平台契约设计
余呈先（安庆师范学院）
2-6：基于感知价值的移动服务用户采纳行为研究：一个成本
收益的分析视角
王长林（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3-1：基于信任关系的在线评论有用性估计
刘东亮、乔丹丹、卫强、陈国青（清华大学）
3-2：治理视角下电子商务技术信任的结构及测度研究
杨文君、黄曼慧（中山大学、广东财经大学）
3-3：线上线下社区协同养老的模式与机制研究
何迎朝、左美云、陈洁（中国人民大学）
3-4：B2C 平台竞争策略研究
娄钰莹、刘震宇（厦门大学）
3-5：基于三维模型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评价方法研究
赵露、熊励、孙文灿（上海大学）
3-6：基于直觉模糊软集合和证据理论的 P2P 网贷平台选择
研究
冯晓东、肖智（重庆大学）

428 会议室
主持人
周军杰
点评人
左美云
黄 磊
陈丽华
陈 进

五层德宝大厅
主持人
熊 励
点评人
李 琪
彭丽芳
赵冬梅
郭海凤
三层天官阁

2014 年 11 月 1 日（周日）
时间

主题

8:30-10:20

分会场 4
互联网转型与
实践教学

8:30-10:20

分会场 5
电子商务与
信息管理

报告题目/报告人
4-1：企业供应链转型：从面向合作伙伴到面向消费者
肖静华、谢康、吴瑶、廖雪华（中山大学）
4-2：农村电商实地调研及对实践教学的思考
赵冬梅（中国农业大学）
4-3：实践教学创新及其评价体系研究
杨兴凯（东北财经大学）
4-4：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实践与思考
刘芳（大赛组委会常务副主任）
5-1： 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的企业开放式创新平台模式演
变机制研究
戚桂杰、魏康宁（山东大学）
5-2：不确定性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关键问题
刘培德（山东财经大学）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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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地点

328 会议室
主持人
赵冬梅、肖静华

528 会议室
主持人
李琪、张新

分会场 6
互联网金融

6-1：趋势与机遇：从电子商务到互联网金融
叶强（哈尔滨工业大学）
6-2：网络环境下个股期权市场波动率风险定价和跳跃风
险定价错位研究
吴德胜（中国科学院大学）
6-3：互联网金融: 研究前沿之剖析
郭海凤（哈尔滨工业大学）
6-4：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的挑战
徐志斌（申万宏源证券）

8:30-10:20

分会场 7
信息经济与
跨境电商

7-1：我国铁路数据资产管理与应用技术研究
黄磊（北京交通大学）
7-2：物流园区创新发展模式探讨
陈丽华（北京大学）
7-3：跨境电商与经济发展
陈进（对外经贸大学）
7-4：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竞争智能分析
卫强（清华大学）

10:20-10:40

茶歇

8:30-10:20

10:40-11:10

11:10-11:20

11:20-11:40

学会工作报告
及相关工作

最佳/优秀论文
颁奖

11:40-11:50
闭幕式

主持人
叶强、郭海凤

728 会议室
主持人
黄磊、叶琼伟

谢 康 教授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2015 年学会工作报告与 2016 年学会工作计划
王明明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学会秘书处工作总结暨财务报告
乌家培奖基金会（筹）向捐赠人赠送纪念品
肖静华 副教授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1. 2015 年会最佳论文暨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评奖简报；
宣读获奖名单
2. 2015 年会最佳论文暨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颁奖

五层德宝大厅
主持人：付红娇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2015 年年会暨博士生论坛承办方代表
学会向承办方赠纪念证书
2016 年年会暨博士生论坛承办方代表
承办方介绍

11:50-12:00
12:00-13:30

428 会议室

交流自助午餐

一层四季园咖啡厅

主题报告嘉宾简介（按报告时间顺序排列）：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1989 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美国
科罗拉多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1991 年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获经济学
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侧重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与管制、土地
制度改革和城市化、货币与金融等方面。曾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
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先后出版《真实世界
的经济学》、《货币的教训》、《产权与制度变迁》、《改革的逻辑》等著作，获孙冶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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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二等奖等。

陈小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1991 年 5
月 1992 年 5 月为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系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企业经济、产业经济及有关的
政策研究，在《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
与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世界经济要览：16 世纪以来》等著作和译作。
主持和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中国技术引进的战略和政策》(国家科委)、《中国企业技术
改造政策研究》(国发中心和原国家经委)、《规模经济和竞争协调政策研究》(原国家计委)、
《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研究》(国发中心，世行项目)、《中国产业组织及企业政策环境研究》
(国发中心，UNDP 项目)、《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办法研究》(国家经贸委)、《基础设施
项目法人和资本金制度研究》(财政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负责国有资本管理体制
研究，国发中心)等多项国家、有关部门及国际组织的课题项目。作为负责人、研究顾问参
与中土畜、兖矿集团、嘉陵摩托、东风汽车公司、联想、首钢及多家企业发展战略、集团体
制和资产重组、投资项目分析等咨询研究。
曹淑敏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工，中共十六大代表，中共十八大中央委员
会候补委员。任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技术副总师，国家信息化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三网融合专家组成员、国务院反垄断专家组成员，中国通信标
准化协会副理事长，工信部 TD-LTE 工作组组长、4G 推进组组长等。在《中国科学》、《世
界电信》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历任原邮电部/信息产业部电信传输研究所工程师、副主任
和副所长，电信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女领
导干部”、“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杰出奖”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13 年入选“万人计划”第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研成果《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无线
传输技术链路级和系统仿真》、《我国城市接入网的发展途径与策略》获原邮电部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我国移动通信发展策略的研究》等 3 个项目获原邮电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周先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 年获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博
士，1999 获中山大学数学系基础数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副主任，中国信
息经济学会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山大学信息经济与政
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联立 Tobit 模型的估计方法及应用、信息消费、劳
动经济等，先后在 Journal of Econometrics、Economics Letters、China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经济研究》
、
《管理世界》、
《经济学（季刊）
》等国内外高质量期刊发表
论文 30 多篇，出版专著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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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强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管理经济与战略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院长、中
国财经研究与调查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美国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就职于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博弈论、信息
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
财政学与公司金融；
在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Marketing Sc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Design、
《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学术期刊和知名学术期
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陈斌开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访问学
者，世界银行研究顾问，2012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4 年北京市
“优秀青年人才”。研究兴趣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在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
界经济》和《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刊物发表论文 20 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等多个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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