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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财政学论坛简介 

中国财政学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武汉

大学共同发起，旨在推动中国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为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

与合作的高层次平台。 

2016 中国财政学论坛于 2016 年 12 月 10-11 日在厦门大学举行，由厦门大学经

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主办，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

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复旦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山东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

经大学共同主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承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十三五’期间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研究‛。 

本届论坛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福州大学、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西财经学院、广州市社会科学

院、海南大学、河南财经金融学院、河南大学、湖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

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暨南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南京审计大学、清华大学、厦

门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山西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海关学院、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四川大学、天津商业大学、武汉大学、西

澳大学、西南财经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云南大学、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按拼

音排序）等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近 200 多位学者和博士生参加。同时，我们还非常

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财贸经济》、《财政研究》、《税务

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等多家杂志社的编辑和与会代表交流。 

首届‚中国财政学论坛‛由北京大学主办，本届论坛是‚中国财政学论坛‛的

第二届会议，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洪永淼教授为本届论坛主

席。第三届论坛将于 2017年在武汉大学举行。 

欢迎各位参加本届论坛！祝各位在厦门期间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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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南 

一、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16年12月10-11日（周六全天、周日上午） 

会议地点：厦门大学经济楼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 422 号厦门大学 

二、会议报到安排 

1. 2016年12月9日（周五） 

（1）厦门宾馆大堂：10:00-22:00，报到对象为特邀嘉宾、特邀主持人、圆桌会议代表。 

（2）厦门大学逸夫楼大堂：10:00-22:00，报到对象为参会嘉宾。 

（3）厦门卡尔曼酒店大堂：14:30-17:30，报到对象为参会博士生。 

2. 2016 年 12 月 10 日（周六） 

未能在 9 日报到注册的代表请于 10 日（周六）上午 7:45-8:20 在厦门大学经济楼 N402 门口

报到。 

应急联系电话：李老师（18959281168），朱老师（18959219881）。 

三、会议住宿及费用说明 

本次论坛不收取会务费。会议期间，主办方提供参会代表的食宿（9 日、10 日两晚住宿），

参会代表的交通费用自理。参会并宣讲论文的在读博士生，可申请最高限额为 1000 元的交通（凭

票）补贴。 

1.会议酒店： 

厦门宾馆（厦门市思明区虎园路 16 号，电话：0592-2053333） 

厦门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厦大校园内逸夫楼、克立楼、建文楼，电话：0592-2087988） 

厦门卡尔曼酒店（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 495 号，电话：0592-2577333） 

温馨提示：请各位代表注意酒店退房时间最迟为下午 13:30。 

2.自主参会人员会议期间的住宿请自行安排，敬请谅解。 

四、会议就餐安排 

会议期间厦门宾馆、厦门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厦门卡尔曼酒店住宿含早餐。会议期间，

参会人员凭会议挂牌用餐（9 日晚餐，10 日午餐、晚餐，11 日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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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地点如下： 

12 月 9 日 晚餐 18:00-19:30 厦门大学逸夫楼中餐厅 

12 月 10 日 午餐 12:20-13:20 

经济楼 N301（40 座位） 

经济楼 N303（80 座位） 

经济楼 N 座五楼咖啡厅（50 座位） 

12 月 10 日 晚餐 18:00-19:00 厦门大学逸夫楼中餐厅 

12 月 11 日 午餐 12:00-13:00 厦门大学逸夫楼中餐厅 

（以上会议用餐地点和时间如有更改，请以会场通知为准。） 

五、会议交通安排 

1. 因参会人数较多，接待能力有限，会议不安排接送机/站，请参会代表自行抵达会议报到

地点。会议往返交通费自理。 

2. 会议期间交通安排： 

12 月 10 日 

（周六） 

7:40 厦门宾馆→厦门大学 厦门宾馆 8 号楼大堂集合 

13:20 厦门大学→厦门宾馆 厦门大学逸夫楼门口 

13:40 厦门宾馆→厦门大学 厦门宾馆 8 号楼大堂集合 

19:00 厦门大学→厦门宾馆 厦门大学逸夫楼门口 

21:40 厦门大学→厦门宾馆 厦门大学经济楼门口 

12 月 11 日 

（周日） 

8:00 厦门宾馆→厦门大学 厦门宾馆 8 号楼大堂集合 

13:00 厦门大学→厦门宾馆 厦门大学逸夫楼门口 

以上乘车时间和地点如有更改，请以会场通知为准。 

入住厦大逸夫楼（含建文楼、克立楼）的参会代表，请步行至会场。12 月 10 日（周六）7:50

在各酒店大堂集合，会议将安排学生引导。 

入住厦门卡尔曼酒店的参会代表，请步行至会场。12 月 10 日（周六）7:40 在酒店大堂集合，

会议将安排学生引导。 

 

温馨提示： 

1.参会代表务必携带会议挂牌或会议通知，或说明是参加“2016 中国财政学论坛”，以备进出

校园时查验。 

2.若遇到出入受限的情况请联系李老师：0592-2189168 或朱老师：0592-2181881。 

3.交通指引： 

以下为从高崎国际机场、厦门站和厦门北站到厦门大学、厦门卡尔曼酒店的交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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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厦门大学 

 厦门机场 厦门火车站(厦门站) 厦门北站 备注 

的

士 

打车到“厦门大学南普陀校

门”，经“成功大道”，费用

约 50 元。约 30 分钟。 

打车到“厦门大学南

普陀校门”，费用约

20 元。约 20 分钟。 

打车到“厦门大学南

普陀校门”，费用约

90 元。约 1 小时。 

机场公交搭乘

点：候机楼东

侧（出候机楼

后左拐）。 

公

交 

空港快线轮渡线到“轮渡空

港快线站”下，到“轮渡邮

局站”转公交 841 路，在“厦

大南门（南普陀）站”下。 

1 路或 21 路，到终点

站“厦大南门（南普

陀）站”。 

950 路公交车：“厦

门北站”-“理工学

院思明校区站”，步

行 600 米左右。 

到厦门宾馆 

 厦门机场 厦门火车站(厦门站) 厦门北站 备注 

的

士 

打车到酒店，经成功大道，

费用约 50 元。 

打车到酒店，费用约

20 元。 

打车到酒店，费用约

90 元。 

机场公交搭乘

点：候机楼东

侧（出候机楼

后左拐）。 

公

交 

空港快线火车站线到“火车

站”下，到“梧村车站”站

转公交 3/21/19A/19B 路，在

“一中站”下车，步行 52

米左右。 

3/21/19B/659/19A 路

公交到“一中站”下

车，步行 100 米左右。 

953 路公交车：“厦门

北站”-“梧村公交场

站”站下车；换乘 17

路公交车，到“虎园

路站”下车，步行 100

米左右。 

到厦门卡尔曼酒店 

 厦门机场 厦门火车站(厦门站) 厦门北站 备注 

的

士 

打车到酒店，经“成功大

道”，费用约 40 元。 

打车到酒店，费用约

17 元。 

打车到酒店，费用约

80 元。 

机场公交搭乘

点：候机楼东

侧（出候机楼

后左拐）。 

公

交 

空港快线火车站线到“火车

站”下，到“梧村汽车站”

转公交 1/96/21/659 路，在

“理工学院思明校区站”下

车，步行 170 米左右。 

空港快线东渡专线到“东

渡”，同站换乘坐 135/22/841

路在“理工学院思明校区

站”下车，步行 170 米左右。 

“火车站（小广场）

站”乘 21 路到“理工

学院思明校区站”下

车，步行 160 米左右。 

957 路公交车：“厦

门北站”到“东渡站”

下车；换乘 87 路到

“厦大西村站”下

车，步行 100 米左

右。  

返程温馨提示： 

厦门机场有 T3、T4 两个航站楼。为了避免延误登机，请大家提前了解所乘航班的航站楼信

息，提前办理乘机手续。 

厦门火车站有厦门站（岛内）和厦门北站（岛外）。为了避免延误行程，请大家提前了解所

乘车次始发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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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票务办理 

厦门大学票务中心：0592-2183083 （如需订票，请提前与票务中心联系） 

地址：厦门大学建文楼一楼大厅（从厦门大学南门（南普陀）校门进门后直行 50 米左侧） 

七、会务组 

会议期间如需帮助，请与会务组工作人员联系：（厦门区号:0592） 

会议总协调 
林秋泉 2186183 18959286183 

童锦治 2186546 18959286546 

学术联络组 
谢贞发 2183308 18959283580 

李  培  13774659467 

宣传组 
王艺宏 2185576 18959285576 

刘长青 2187355 18250875237 

报到组 

朱国清 2181881 18959219881 

林细细  13959201828 

康惠玲 2187395 18959287395 

会场组 
刘  晔 2180655 15959272583 

李  祥 2181450 18959218870 

后勤服务组 
李丽蓉 2189168 18959281168 

郑明雪 2182071 18959282071 

引导组 
魏  艳 2180691 18959280691 

曾建华 2180456 18959280456 

八、温馨提示 

1.分会场每位代表论文报告时长 20 分钟。请各位代表注意把握时间。 

2.经济楼所有会场 WIFI 全覆盖，与会代表可在无线网络中搜索上网账号“wise-soe”，直接连

接，无须密码。 

3.厦门卡尔曼酒店有室内温水游泳池，参会代表凭券免费使用。 

4.会议期间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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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厦门大学校园平面图及经济楼平面图： 

厦门大学平面图 

 

 

经济楼平面图 

 

经济楼正门 



2016 年中国财政学论坛 

7 

2016 中国财政学论坛总议程 

2016 月 12 月 10 日（星期六） 

时间 内容 嘉宾 地点 

08:30-08:50 

开幕式 
主持人：雷根强 教授，厦门

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经济楼 N402   校领导致辞 杨斌 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 

  院长致辞 
洪永淼 教授，厦门大学经济

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 

08:50-09:20 

《财政研究》2014、

2015 年度“邓子基

财经学术论文奖 ”

颁奖典礼 

主持人：王朝才 研究员，中

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经济楼 N402 

09:20-10:20 

主题演讲 
主持人：雷根强 教授，厦门

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经济楼 N402 

  主题演讲Ⅰ 

高培勇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

究院院长 

  主题演讲Ⅱ 
刘尚希 研究员，中国财政科

学研究院院长 

主题演讲Ⅲ 
李俊生 教授，中央财经大学

副校长 

  主题演讲Ⅳ 杨斌 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 

10:20-10:40 茶歇 
 经济楼 N402 门口 

经济楼N座五楼咖啡厅 

10:40-12:20 

圆桌会议一 
主持人：刘怡 教授，北京大

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系主任 
经济楼 A501 

圆桌会议二 

主持人：刘小兵 教授，上海

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

院院长 

经济楼 N501 

平行分论坛一 

 经济楼 A217、A318、

A417、N203、N301、

N303 

12:20-13:20 午餐 

 经济楼 N301（40 座位） 

经济楼 N303（80 座位） 

经济楼N座五楼咖啡厅

（50 座位） 

14:00-15:40 平行分论坛二 

 经济楼 A417、A501、

N301、N303、N501、

D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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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6:00 茶歇  经济楼N座五楼咖啡厅 

16:00-17:40 平行分论坛三 

 经济楼 A417、A501、

N301、N303、N501、

D236 

18:00-19:00 晚餐  厦门大学逸夫楼中餐厅 

19:30-21:30 
财政学科人才需求

交流会 

主持人：童锦治 教授，厦门

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系主任 
经济楼N座五楼咖啡厅 

 

 

2016 月 12 月 11 日（星期日） 

时间 内容 嘉宾 地点 

08:30-9:50 

平行分论坛四              经济楼 A417、A501 

博士生论坛一 

 经济楼 A102、A201、

A217、A318、N303、

N406 

9:50-10:10 茶歇  经济楼N座五楼咖啡厅 

10:10-11:10 

平行分论坛五 
 经济楼 A318、A417、

A501 

博士生论坛二 
 经济楼 A102、A201、

A217、N303、N406 

11:10-11:30 
闭幕式暨优秀论文

颁奖 

主持人：王艺明 教授，厦门

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 经济楼 N303 

颁奖嘉宾：雷根强 教授，厦

门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12:00-13:00 午餐  厦门大学逸夫楼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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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财政学论坛详细议程 

《财政研究》2014、2015 年度“邓子基财经学术论文奖”颁奖典礼 

会议时间：2016 年 12 月 10 日 8:50-9:20 

会议地点：厦门大学经济楼 N402 

主持人：王朝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第一项：宣布开会，介绍来宾 

第二项：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讲话 

第三项：福建省邓子基教育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罗松源讲话 

第四项：邓子基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助理赵敏女士宣布 2014 年、2015 年《财政研究》“邓子基财

经学术论文奖”评奖结果 

第五项：颁奖  

（1） 三等奖颁奖嘉宾：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程北平   

                          邓子基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罗增寿  

（2） 二等奖颁奖嘉宾：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朝才   

                       邓子基教育基金会常务副会长罗松源 

（3） 一等奖颁奖嘉宾：厦门大学资深教授邓子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第六项：获奖者与领导合影 

第七项：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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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一 

（12 月 10 日 10:40-12:20，经济楼 A501） 

主题：中国财税改革进展评估 

主持人：刘怡 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系主任 

嘉宾（按姓名拼音顺序排序）： 

姓名 单位 

陈  工 厦门大学 

陈志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邓力平 厦门大学 

杜  莉 复旦大学 

方红生 浙江大学 

高培勇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纪益成 厦门大学 

李俊生 中央财经大学 

林  江 中山大学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马海涛 中央财经大学 

王朝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杨  斌 厦门大学 

 

圆桌会议二 

（12 月 10 日 10:40-12:20，经济楼 N501） 

主题：中国财政学科建设与发展 

主持人：刘小兵 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嘉宾（按姓名拼音顺序排序）： 

姓名 单位 

白彦锋 中央财经大学 

胡洪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雷根强 厦门大学 

李  华 山东大学 

李春根 江西财经大学 

李永友 浙江财经大学 

卢洪友 武汉大学 

吕冰洋 中国人民大学 

毛  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孙  开 东北财经大学 

童锦治 厦门大学 

王君斌 西南财经大学 

杨志勇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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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分论坛一 

12 月 10 日 10:40-12:20 

分会场 1：财政基础理论与政府间财政关系Ⅰ（经济楼 A417） 

主持人：梁华（《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0:40-11:00 陈晓光 税收资源诅咒——基于中国的证据 

11:00-11:20 蒋  震 关于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辨析和理解 

11:20-11:40 梁若冰 西气东输、能源替代与空气污染 

11:40-12:00 刘晓路 国家视角下的新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变迁 

12:00-12:20 汤玉刚 逆周期还是顺周期？——国、地税税收周期差异性研究 

 

 

分会场 2：收入分配Ⅰ（经济楼 A318） 

主持人：宋志刚（《世界经济》编辑部）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0:40-11:00 陈  玲 福建省财政收支与城乡收入差距联动效应分析——基于社会性支出

和税收收入视角 

11:00-11:20 耿晋梅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政策的收入调节功能分析—基于全国性住户收入

数据 

11:20-11:40 李永刚 中国遗产税征收合理性分析 

11:40-12:00 叶茂亮 Disparity in Preference for Redistribution Between Cadres and the 

Public in China 

12:00-12:20 解  垩 转移支付减贫效率研究 

 

 

分会场 3：财政与宏观经济Ⅰ（经济楼 A217） 

主持人：邢丽（《财政研究》编辑部）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0:40-11:00 安  苑 经济波动中的补贴支出：“清理”之手还是“损伤”之手 

11:00-11:20 陈  宇 营改增背景下减税效应的 CGE 分析 

11:20-11:40 刘  冲 Estimating Local Fiscal Multipliers: Evidence from China 

11:40-12:00 刘元生 减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和福利分析——基于引入增值税抵扣规则的

RBC 模型 

12:00-12:20 詹新宇 财政预算规则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混合预期和“超预算”冲击下

的 DSGE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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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4：地区发展与环境（经济楼 N303） 

主持人：王朝阳（《财贸经济》编辑部）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0:40-11:00 冯俊诚 环境约谈改善了空气质量吗？ 

11:00-11:20 李  明 环境污染的“准”移民效应 

11:20-11:40 李  治 西部特大城市家庭碳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西安市为例 

11:40-12:00 王双进 影响资源税收入的地区分布和资源储量实证分析  

12:00-12:20 赵文哲 城市土地供给存在标尺竞争还是溢出效应——基于 m-STAR 模型的

分析 

 

 

分会场 5：教育、社会保障与补贴Ⅰ（经济楼 N301） 

主持人：张德勇（《财贸经济》编辑部）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0:40-11:00 金双华 医疗保险制度对不同收入阶层影响的评价——基于城镇居民的研究 

11:00-11:20 康锋莉 Doesn’t Health Insurance Improve Health? Evidence from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in China 

11:20-11:40 马光荣 Class Tracks and Education Outcomes: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University 

11:40-12:00 孟庆平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应对养老保险财政压力的财政政策研究 

12:00-12:20 苏春红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

的经验证据 

 

 

分会场 6：税收征管（经济楼 N203） 

主持人：窦清红（《税务研究》编辑部）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0:40-11:00 代志新 Endogenous Crackdowns: Theory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11:00-11:20 樊  勇 ATO 模型适用于中国税务风险管理模式吗？――基于某直辖市增值

税征收数据的经验 

11:20-11:40 寇恩惠 征管信息化对企业逃税的影响 

11:40-12:00 刘志阔 中国企业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来自避税天堂的证据 

12:00-12:20 田彬彬 征纳合谋、寻租与企业逃税——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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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分论坛二 

12 月 10 日 14:00-15:40 

分会场 1：财政基础理论与政府间财政关系Ⅱ（经济楼 A501） 

主持人：陈工（厦门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4:00-14:20 崔  潮 三维视阈下的中国财政形态演化考察 

14:20-14:40 方红生 中国财政收入集权过高吗？ 

14:40-15:00 付志宇 从民国时期《财政学》教材看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构建 

15:00-15:20 彭  刚 我国分税制未来改革：事权向上还是财权向下 

15:20-15:40 谢贞发 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与地方政府的“援助之手” 

 

 

分会场 2：收入分配Ⅱ（经济楼 A417） 

主持人：宋志刚（《世界经济》编辑部）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4:00-14:20 刘  丹 谁从增加的农村低保支出中受益？——基于边际受益归宿的分析 

14:20-14:40 陆雪琴 劳动所得公平吗？——工资率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比较 

14:40-15:00 徐琰超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从地方生产性公共支出视角的解释 

15:00-15:20 王艺明 经济增长与马克思视角下的收入与财富分配 

15:20-15:40 赵海益 “土地财政”是否助推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工资水平快速增长 

 

 

分会场 3：政府与企业Ⅰ（经济楼 N501） 

主持人：邢丽（《财政研究》编辑部）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4:00-14:20 范子英 官员流动下的投资跟随：来自上市公司子公司的证据 

14:20-14:40 赖泓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环境评估——基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视

角 

14:40-15:00 刘  晔 民营化、环境规制与污染水平——兼论对当前我国环境税改革的启

示 

15:00-15:20 王春元 税收优惠、融资约束与企业自主创新 

15:20-15:40 王大树 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中的税收竞争博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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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4：财政与宏观经济Ⅱ（经济楼 N303） 

主持人：王朝阳（《财贸经济》编辑部）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4:00-14:20 陈旭佳 政府偏好异质性与公共财政资源均等共享——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

研究 

14:20-14:40 金  昊 Quadrilemma not Trilemma: Fiscal Policy Matters 

14:40-15:00 林  江 市场信心为什么比黄金重要：对赤字财政作用经济增长关系的再考

察 

15:00-15:20 毛  捷 分税与转移支付结构：均衡地区发展的策略选择 

15:20-15:40 王贤彬 外部冲击与经济增长 

 

 

分会场 5：教育、社会保障与补贴Ⅱ（经济楼 N301） 

主持人：张德勇（《财贸经济》编辑部）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4:00-14:20 潘振宇 Natural Disasters in a Local Public Goods Economy 

14:20-14:40 夏  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 

14:40-15:00 张  薇 我国养老服务供给市场化的财政补贴政策分析及测度模型 

15:00-15:20 张  新 “新农合”制度：劳动力市场干预及其户籍差异效应 

15:20-15:40 周  波 公共财政补贴特定消费品有效吗？来自“家电下乡”微观数据的证据 

 

 

分会场 6：税制改革Ⅰ（经济楼 D236） 

主持人：窦清红（《税务研究》编辑部）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4:00-14:20 杜  莉 论金融业“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14:20-14:40 范建鏋 宏观史视野下的“营改增”历史定位与新一轮财税改革战略取向 

14:40-15:00 万  莹 “营改增”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15:00-15:20 谢瑞平 全面营改增的减税效应与行业差异：模型与应用 

15:20-15:40 杨龙见 增值税留成、政府干预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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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分论坛三 

12 月 10 日 16:00-17:40 

分会场 1：财政基础理论与政府间财政关系Ⅲ（经济楼 A501） 

主持人：白彦锋（中央财经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6:00-16:20 靳友雯 财政转移支付是否有效推动了西部地区社会均衡发展 

16:20-16:40 李  培 Accountability, Career Incentives, and Local Bureaucrats: Evidence of A 

Target-Base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in China 

16:40-17:00 马恩涛 横向和纵向税收外部性研究：一个综述 

17:00-17:20 缪小林 地方政府竞争、转移支付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17:20-17:40 赵永辉 财政竞争与地方财政扩张：转移支付的视角 

 

 

分会场 2：财政与宏观经济Ⅲ（经济楼 A417） 

主持人：孙开（东北财经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6:00-16:20 邓可斌 土地财政下房地产偏好冲击如何驱动中国经济周期——兼与何青、

钱宗鑫和郭俊杰商榷 

16:20-16:40 黄寿峰 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来自中国雾霾污染的证据 

16:40-17:00 田  磊 预期、财政支出和宏观经济波动 

17:00-17:20 王立勇 贸易开放与财政政策波动性：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17:20-17:40 周  波 需求还是供给冲击是我国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基于我国

DSGE 模型框架 

 

 

分会场 3：财政支出（经济楼 N501） 

主持人：林江（中山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6:00-16:20 刁伟涛 中国地方政府全口径财政支出效率研究：基于卫星夜间灯光数据 

16:20-16:40 倪  霓 Political Promotion and Educational Competition in China 

16:40-17:00 彭  冲 财政分权框架下的中国地市级政府卫生支出竞争研究 

17:00-17:20 童幼雏 浙江省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水平研究 

17:20-17:40 郑浩生 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职能优化了吗？ 

 

 

 

 



2016 年中国财政学论坛 

16 

 

分会场 4：政府与企业Ⅱ（经济楼 N303） 

主持人：杜莉（复旦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6:00-16:20 李时宇 人口老龄化、混合所有制与国有资本价格 

16:20-16:40 刘勇政 Tax Incentives,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16:40-17:00 宋  琛 Does China's Debt-for-Bond Swap Reduce Banks' Risk? 

17:00-17:20 王爱民 市场化债转股参与主体演化博弈分析——基于“政府引导+市场推

动”的视角 

17:20-17:40 张子楠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共享式工资与效率损失 

 

 

分会场 5：公共产品供给（经济楼 N301）； 

主持人：李华（山东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6:00-16:20 丁锦秀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yphoons and Crime Rates in Taiwan 

16:20-16:40 龚  强 公共品负担、不完全契约与 PPP 

16:40-17:00 李  智 Assurance Payments for Multi-Unit Threshol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17:00-17:20 刘穷志 公共产品 PPP 供给模式应替代政府供给模式吗？ 

17:20-17:40 袁  泉 中期财政规划与 PPP 模式衔接机制研究 

 

 

分会场 6：供给侧改革（经济楼 D236）； 

主持人： 胡洪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6:00-16:20 李世刚 信贷扩张、政府干预与制造业资源误配置——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的经验研究 

16:20-16:40 王鹏程 促进供给侧改革的财政政策研究 

16:40-17:00 席鹏辉 财政压力、产能过剩与“供给侧”改革 

17:00-17:20 杨  林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协调性实证分析 

17:20-17:40 赵  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实依据与财税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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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分论坛四 

12 月 11 日 8:30-9:50 

分会场 1：政府债务（经济楼 A501） 

主持人：李永友（浙江财经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8:30-8:50 邓  明 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中国地区金融发展——兼对“资源诅咒”命题

的再检验 

8:50-9:10 祁  毓 挤出还是引致：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企业发展——融资约束与投

资行为的视角 

9:10-9:30 孙  琳 中期预算制度对债务规模约束有效么？——基于中期预算晋级的视

角 

9:30-9:50 薛  昶 新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融资困境与对策 

 

 

分会场 2：税制改革Ⅱ（经济楼 A417） 

主持人：李春根（江西财经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8:30-8:50 邓永勤 税收共治的历史逻辑与实现路径 

8:50-9:10 刘柏惠 何种个人所得税是合意的？——公平与收入规模角度的微观模拟分

析 

9:10-9:30 任国征 法经济学维度的中国税收法定原则 

9:30-9:50 张  平 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税负分布及再分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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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分论坛五 

12 月 11 日 10:10-11:30 

分会场 1：政府行为分析（经济楼 A501） 

主持人：卢洪友（武汉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0:10-10:30 鲍小佳 Disaster, Food Price and Gover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10:30-10:50 李  戎 Spending Reversals and Fiscal Multipliers under an Interest Rate Peg 

10:50-11:10 余  凯 我国省级预算决策符合间断平衡模式吗——基于预算分项支出数据

的分析 

11:10-11:30 袁  诚 地方财政约束对交通设施类 PPP 项目实施的影响 

 

 

分会场 2：财政与宏观经济Ⅳ（经济楼 A417） 

主持人：方红生（浙江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0:10-10:30 孙玉坤 Is Fiscal Pressure a Reason for Questionable Real GDP Data? Evidence 

from Night Lights 

10:30-10:50 王文甫 技术进步、宏观经济政策、制造业结构与贸易结构 

10:50-11:10 张牧扬 Friends with Benefits: Patronage Networks and Loc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11:10-11:30 张佐敏 财政规则与社会福利——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分会场 3：税制改革Ⅲ（经济楼 A318） 

主持人：毛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0:10-10:30 蔡伟贤 减税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基于企业所得税改革的

自然实验 

10:30-10:50 郭晓丽 增值税调节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10:50-11:10 王瑞祥 信贷约束与税收不平等 

11:10-11:30 赵艾凤 税制结构与区域间要素收入流动性——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经验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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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论坛一 

12 月 11 日 8:30-9:50 

分会场 1：财政分权与财政激励（经济楼 A318） 

主持人：王君斌（西南财经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8:30-8:50 丁思莹 Financing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A Tale of Two Stories 

8:50-9:10 彭旭辉 财政激励与土地征收：谋利冲动还是无奈之举 

9:10-9:30 帅雯君 中国央地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程度评估 

9:30-9:50 王梅婷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差异化土地出让——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

实证研究 

 

 

分会场 2：税制改革（经济楼 A217） 

主持人：范建鏋（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8:30-8:50 郭俊杰 税收增长之谜的再解释——税收计划与调节税收入库进度行为视角 

8:50-9:10 侯思捷 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振兴东北三省税收

政策评估 

9:10-9:30 李智慧 婚姻匹配、代际流动与个税改革 

9:30-9:50 吴思婷 为何总是有人把“免征额”与“起征点”用错呢？ 

 

 

分会场 3：财政分权与政府间关系（经济楼 A201） 

主持人：刘冲（北京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8:30-8:50 杨宏斌 计划单列市财政支出行为与发展状况分析 

8:50-9:10 余锦亮 预算软约束与财政努力程度：对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效应的一个检验 

9:10-9:30 张宁川 消费地原则与增值税地区间横向分享 

9:30-9:50 张珂玮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and Local Fiscal Disciplin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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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4：社会福利 I（经济楼 A102） 

主持人：刘晔（厦门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8:30-8:50 高  健 医疗保险统筹层次提高会增加道德风险吗？——基于 CFPS 数据的

实证分析 

8:50-9:10 文  乐 房价上涨对人口半城镇化的影响研究 

9:10-9:30 张  楠 退休、性别差异与环保偏好 

9:30-9:50 李  丹 财政空间与中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兼论财政后备的设置 

 

 

分会场 5：公共政策评估（经济楼 N406） 

主持人：梁若冰（厦门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8:30-8:50 李德刚 产业集聚、企业年龄与政府补贴 

8:50-9:10 杨  阳 Does Negative Media Shock Matter for Political Turnover In China? 

Evidence From Coal Mine Accidents 

9:10-9:30 阙  薇 Decentralized capital-labor distribution mechanism for Chinese 

experience 

9:30-9:50 胡久凯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评估——基于断点回归的新证据 

 

 

分会场 6：社会福利 II（经济楼 N303） 

主持人：李智（厦门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8:30-8:50 郭  巍 空气污染对我国居民健康的影响  

8:50-9:10 许文立 不同环境政策的增长与减排效应研究——基于扭曲性税收的新凯恩

斯模型 

9:10-9:30 王胜华 公共投入、人力资本与收入差异——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9:30-9:50 王素素 家庭养老中子代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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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论坛二 

12 月 11 日 10:10-11:10 

分会场 1：收入分配与教育（经济楼 A217） 

主持人：汤玉刚（山东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0:10-10:30 杜亦譞 教育融资模式的增长效应与平等效应——基于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双

重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10:30-10:50 胡文骏 逆向财政机制与城乡收入差距 

10:50-11:10 梁  超 撤点并校、基础教育供给和农村人力资本 

 

 

分会场 2：社会保障（经济楼 A201） 

主持人：刘勇政（中国人民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0:10-10:30 高  彦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名义化”改革的优势分析——基于最优退休年龄

和缴费率的视角 

10:30-10:50 郭  婷 公平视角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贴政策的优化 

10:50-11:10 石晨曦 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的财政负担——基于开放人口的精算

测评 

 

 

分会场 3：政府投资（经济楼 A102） 

主持人：谢瑞平（厦门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0:10-10:30 侯方宇 正外部性、政府投资与企业所有权——基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10:30-10:50 唐  朝 经济发展进程与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  

10:50-11:10 童  健 信贷扭曲、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 

 

 

分会场 4：政府与要素配置（经济楼 N406） 

主持人：刘志阔（上海财经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0:10-10:30 胡  萌 地方支持、产能过剩与供给侧改革 

10:30-10:50 李欣泽 资源错配变迁与工业经济增长——基于 1980-2014 中国工业部门研

究 

10:50-11:10 刘盛宇 特惠还是普惠：产业政策选择、实施效应与产能过剩化解 

 

 

分会场 5：政府治理（经济楼 N303） 

主持人：邓明（厦门大学）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0:10-10:30 陈力朋 税收感知度、税收负担与居民政府规模偏好 

10:30-10:50 唐红李 地方税体系影响地方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10:50-11:10 颜  缙 公共价值理论与预算研究——从年度预算到中期预算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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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简介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渊源于 1921 年建校初期的商学部，经过 90 多个春秋的锤炼与洗礼，经济

学科已经成为厦门大学最重要的优势学科和支柱学科之一。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著名经济学家、

教育家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担任厦门大学校长长达 19 年的王亚南教授就在厦大开创了“中国经

济学”，为中国的经济学建设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为本学科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1981 年 9 月 15 日经教育部批准，原厦门大学经济系升格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1982 年 5

月 24 日举行成立大会，这是中国大陆重点综合性大学建立的第一所经济学院。2005 年 6 月，以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为基础、依托于“985 工程”二期项目的建设，厦门大学成立了王亚南经

济研究院，为本学科的创新拓展增添了闪亮的增长点，有力地推进本学科走向世界。 

经济学院是厦门大学规模最大的学院。现有经济学系、统计系、财政系、金融系、国际经济

与贸易系和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等 8 个教学科研单位，并设

有教学实验中心。拥有教育部首个文理交叉“计量经济学重点实验室”，1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1 个“计量经济理论与应用创新引智基地”（简称“111 计划”）、1 个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1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1 个福建省“2011 协同创新中心”，1 个福建

省统计科学重点实验室，3 个福建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统计学

3 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3 个博士后流动站；设有 10 个本科专业，30 个硕士专业，22 个博士

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84 名，其中教授 62 名、副教授 74 名，博士生导师 61 名，博士后研究人

员 12 人；全日制在校学生 3428 人，其中博士生 181 人、硕士生 1088 人、本科生 2159 人。另有

在读经济学本科双学位学生 1407 人。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步伐，本学科步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成为我国最重要、最具影

响力的经济学教学科研基地之一。进入 21 世纪以来，迎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本学科致力于推

动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现代化，大力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优势互补，在创新中形成更具

活力和竞争力的学科体系。现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 3 个一级学科。2007 年，

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双双获评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覆盖了经济学门类所有学科，成为全

国仅有的 3 所拥有这份殊荣的高校之一，充分体现了本学科强劲的综合实力。2012 年中国校友

会网大学研究团队发布《2011 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研究报告》中，本学科共有 9 位学者入

选，入选人数位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之后，与南开大学并列第四位。2013

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开展的第三轮（2009-2011 年）学科评估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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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在 55 所参评高校中与浙江大学并列第七，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在 88 所参评

高校中与复旦大学并列第四，首次作为一级学科独立参评的统计学在 87 所参评高校中排名第 3。 

近年来，学院加大力度引进美、欧、澳等国外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博士，逐步实现师资来源的

国际化，高端师资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千人计划”入选者洪永淼是计量经济学与金融计量的领

军人物，“千人计划”入选者蔡宗武是统计学的领军人物，“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林伯强成为能源经

济学的领军人物。与此同时，学院积极选派一批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到国外研究型大学或科研机构

进修深造，在更新知识结构中，寻求、拓展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空间。在学术研究方面，本学科

强调国际标准，积极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经济理论，注重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手

段的创新，本学科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初显。2013 年初，荷兰蒂尔堡大学研究统计的“全球经济

学研究机构排名”显示，我校经济学科在该研究统计的高校排名中，2012 年度在国内位居第 4，

两岸三地（大陆、香港、台湾）位居第 6，亚洲位居第 16（与香港中文大学并列）；2008-2012

年间的整体排名位居亚洲第 23，2011-2012 年间位居亚洲第 16。 

90 多年来，秉承育人为本的理念，春风化雨，桃李芬芳，学院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培养、

输送了以张高丽、张克辉为代表的众多优秀人才。近年来，学院大力实施“质量立院”战略，以稳

定规模、提高质量为主线，更新教育观念，以国际化为导向，深化教育教学和培养机制改革，提

高教学质量，2001 年以来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2 项，7 门课程入选国

家级精品课程，11 门教材入选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2 门教材入选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2

部教材入选国家级精品教材，2 支团队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5 个专业入选国家级特色专业，1

人入选国家级教学名师。在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中国科教评价网等单位联合研发的

《中国研究生教育评价报告》中，本学科研究生教育竞争力连续在全国排名第二。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教学科研条件优良，学术气氛浓厚，学术交流广泛，学院积极开拓和发

展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实施“学术品牌战略”。先后与欧美、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以

及港、澳、台地区的院校建立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和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国际学术资源，

举办一系列高层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或论坛，特别是邀请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在

内的国际顶尖经济学家参与，始终贯彻国际化这一主线，学院已成为中国经济学国际学术交流的

重要高地，学术声誉日益增进。 

目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正为全面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经济学科、跻身世界一流经济学科而

努力奋斗！（以上数据截至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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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简介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如何国际化，如

何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国内学界热烈探讨的焦点话题。事实上，一些有前瞻意识的学校，已在

国际化办学方面迈出坚实的步伐。正是在这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2005 年 6 月，以教育部人文

社科重点基地为基础、依托于“985 工程”二期项目的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以下简称“研

究院” ，或用英文首字母缩略“WISE”）应运而生。  

WISE 是一个实体性的教育科研机构，下设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金融经济学研究中心、企

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研究中心、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王亚南

学术思想研究中心、现代统计学研究中心、计算与数据中心、厦门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中国资

本市场研究中心、SAS 计量经济学卓越中心、康奈尔合作中心以及高级教育培训与咨询中心。

同时，WISE 重视学科交叉，依托 WISE 成功申报立项了“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

大学）和福建省统计科学重点实验室等两个独立研究机构，在文理交叉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 

WISE 聘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邹至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1985

年 Clark 奖获得者 Jerry Hausman，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一流期刊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主编萧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8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Lawrence Klein，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一流期刊 Econometric Theory 主编 Peter Phillips

等享誉国际的学者任学术顾问。 

WISE 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亚太地区和中国一流的、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经济学教育

和研究机构，并致力于： 

◆ 在国内外顶尖和一流经济学期刊上积极发表论文 

◆ 培养一批一流精干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塑造 WISE 品牌 

◆ 成为亚太地区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 使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在一些主要领域，即计量经济学、金融学、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

学、政治经济学等研究在国内处于顶尖地位，在国外有一定的影响 

◆ 成为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智囊团、思想库和高级教育培训与咨询机构 

为实现上述目标，把 WISE 打造成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南方重镇，奠定厦门大学在

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现代经济学领域的一流学术地位，我们遵循“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办学理念与指导思想，充分利用国际教育学术资源，突出“学术品牌战略”和“多元化

发展战略”。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机制创新、学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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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合作、基础设施与网络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我们始终贯彻国际化办学这一

主线，并有意识地结合“学术品牌战略”和“多元化发展战略”，在实践中不遗余力地加以实施，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 

为了建设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的人才团队，WISE 从海外招聘了近 70 余

名全职教师，同时聘请了萧政等享誉国际学界的著名学者为兼职教师。在 WISE 的人才梯队中，

有中央“千人计划”入选者 2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1 人，教育部“海外名师引进计划”入

选者 1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5 人、“闽江学者”2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3

人、“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3 人，“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3 人，福建省高校领军人

才 1 人，“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入选者 2 人。除了“请进来”之外，WISE 还选

派并资助经济学院青年教师到北美一流研究型大学进修访问，并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在国际重

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WISE 现有在读博士生 111 人（其中国内博士生 53 人，国际博士生 6 人，港澳台博士生 50

人），硕士生 224 人（其中国内学术型硕士 106 人，双证专业硕士 49 人，欧盟 EGEI 项目 35 人，

国际硕士 34 人），双学位本科生 687 人，本科国际化试点班 137 人。WISE 目前已有毕业生博士

29 人，国内硕士 207 人，国际硕士 32 人，EGEI 项目 22 人，双学位本科生 427 人，得益于 WISE

的办学方向、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定位，WISE 毕业生良好的数理分析能力和英语水平，在就业

市场上显示出很强的竞争力。WISE 强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代数理分析方法，本、硕、博课程

设置和教学难度与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完全接轨，全部课程使用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通用的教材，

并用英语教学，且所有课程向全校师生开放。这些高标准的举措，为厦门大学经济学的真正国际

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吸引国际上优秀的学生到厦门大学深造创造了条件。 

在科学研究方面，WISE 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合作与竞争，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研究人员的论

文发表在 Annals of Statistics, Econometric Theory,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Marketing Science,《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世

界经济》、《管理科学学报》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WISE 支持和鼓励研究人员积极申报各类

纵向科研项目，进一步提高 WISE 的科研水平和实力。共有 50 多项纵向科研项目获批立项，其

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4 项（含重点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7 项、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 1 项、青

年项目 15 项），省部级课题 19 项。获得 Tjalling C. Koopmans 计量经济学家国际大奖、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Finance 最佳论文奖、以及福建省、厦门市优秀社科成果奖等。根据荷

兰蒂尔堡大学研究 2013 年初发布的 “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厦门大学 2012 年在国际主流

经济学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数目在国内名列第 4，亚洲名列第 16，世界名列第 142。 

注重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是国际学术交流是 WISE 的一大特色。近几年来，WISE 邀请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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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多国外学者来校指导和交流，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拉克奖获得者在内的国际顶

尖经济学家。截至目前，WISE 举办了各类高端学术会议近 70 场，举办学术讲座（seminar）540

余场，包括高级经济学系列讲座 261 讲，职业发展规划系列讲座 57 讲，现代经济研究青年学者

论坛 40 余讲，“WISE-IZA”劳动经济学联合系列讲座 88 讲，统计学高级系列讲座 22 讲，“WISE-

经济学院”双周青年论坛 27 讲，及其余学术沙龙、论坛近 100 场。 高密度、高水平、高层次、

高质量的学术交流极大地提升了教师与学生的学识与眼界，也提升了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在国内外

的学术影响力。 

在促进学术交流的同时，WISE 与新加坡管理大学、德国洪堡大学、韩国成钧馆大学、美国

康奈尔大学、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美国查尔斯顿学院、美国柯盖德大学，美国查普曼大学，澳大

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国立大学，西班牙

卡洛斯三世大学，意大利博科尼大学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在教师合作研究、学生互换、共

同召开国际会议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这些实质性的合作，是 WISE 国际化办学必不可少的的

组成部分。 

WISE 是一个新型的教育与研究机构，新旧观念和新旧体制的摩擦、碰撞也产生了许多“火

花”，不过，在学校领导、职能部门及兄弟学院特别是经济学院的大力支持下，WISE 将秉承“自

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在克服各种困难中稳步前进。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我们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WISE 的优势将不断

地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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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简介 

厦门大学财政系源于厦门大学建校初期的商科。1987 年财政系成为全国首批惟一的财政学

国家重点学科点，在 2001 年与 2007 年的评审中，再度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经过九十多年的发

展，财政系在财政理论与政策、税收理论与政策、公共经济与管理等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和优势，已成为研究中国财政税收理论与政策、培养财政税收人才的重要基地。现任系主任为童

锦治教授。 

财政系现有财政学、税收学两个本科专业，财政学（含税务）、公共经济学、资产评估、劳

动经济学四个硕士点和四个博士点，税务、资产评估两个专业硕士学位点。另设有财政科学研究

所、公共财政研究中心、劳动经济研究中心、资产评估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还是“全国税务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所在地。 

财政系现有教学科研人员 38 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15 人，助理教授 11 人。老一辈学

术带头人邓子基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财政经济学家，张馨教授、邓力平教授、杨斌教授、雷根强教

授、陈工教授等是全国著名的财税学家。雷根强教授是教育部财政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和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童锦治教授是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近年来，随着中青年教师的迅速成长，以及哈佛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华盛顿大学、德州农工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优秀人才

的引进，财政系教师队伍的年龄和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学术梯队更加完整，团队优势更加明显。 

财政系拥有“财政学（含税务）国家级特色专业”、“财政学（含税务）国家级教学团队”、

“国家级教学名师”，以及财政学、税收学、网络经济学、税收筹划等“国家级精品课程”，曾荣

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福建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等教学成果奖。 

财政系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逢甲大学等建立了包括学生互换、教师互

访、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等实质性合作关系，对外交流日益活跃。 

近五年来，财政系共完成了包括“健全公共财政体系研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重

点项目、国家自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在内的，以及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的科研课题 105

项，总金额 1516 万元，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数百篇，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15 项，多项

成果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http://www.mtchina.org/
http://www.mt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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