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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优秀博士生论坛议程 

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 620 号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综合楼   2019 年 10 月 25 日 

2019 年 10 月 25 日（周五）上午 
时间 主题 报告题目/报告人 主持人/地点 

8:30-9:00 会议报到 长宁区古北路 620 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综合楼 1 楼 

9:00-9:30 
论文报告

1 

社交媒体用户营销信息分享行为研究——基

于受评忧虑与系统反馈特征的交互作用  

李旭，王刊良（中国人民大学） 

地点 

综合楼     

108 会议室 

主持人 

张玉林 

每人报告 15 分

钟，点评与讨论

15 分钟 

9:30-10:00 
论文报告

2 

电商平台数字化商务战略动态演化的实证研

究  

王飞，赵晶（中国地质大学） 

10:00-10:30 
论文报告

3 

U 型/倒 U 型关系及其调节效应的检验方法 

胡皓，王念新，葛世伦（江苏科技大学） 

10:30-10:50 茶歇  

10:50-11:20 
论文报告

4 

行为与价值复杂关联条件下的信息结构与激

励机制  

夏正豪，肖静华，谢康（中山大学） 主持人 

肖  智 

每人报告 15 分

钟，点评与讨论

15 分钟 

11:20-11:50 
论文报告

5 

产品质量信号能提升竞价排名机制的经济效

率吗？基于网络搜索引擎平台数据的实证分

析  

蔡祖国，李世杰（西南交通大学、海南大学） 

11:50-12:00 总结 主持人总结发言 

12:00-13:30 午餐 综合楼一楼餐厅 

2019中国杰出学者论坛议程 

2019 年 10 月 25 日（周五）下午 

时间 主题 报告题目/报告人 主持人/地点 

14:00-14:10 致欢迎辞 
谢  康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陈子雷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 

地点 

综合楼     

108 会议室 
 

主持人 

肖静华 

14:10-15:40 特邀报告 1 

赵建良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 

题目：Data-Centric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Systems: Framework and Examples 

15:40-16:00 茶歇   

16:00-17:30 特邀报告 2 

王汝渠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题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及中美贸易

战中的信息经济学 

主持人 

龚  强 

17:30-19:30 晚餐 综合楼一楼餐厅 

20:00-21:30 学会理事会会议   （博观楼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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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议程 

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 620 号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综合楼   2019 年 10 月 25-27 日 

2019 年 10 月 25-27 日（周五、周六、周日） 

时间 主题 地点 联系人 

8:30-18:00 会议报到 
长宁区古北路 620 号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 综合楼 1 楼 

周洁 18127916174 

 

 

2019 年 10 月 26 日（周六） 

时间 主题 报告题目/报告人 主持人/地点 

8:00-8:40 会议报到 长宁区古北路 620 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综合楼 1 楼 

8:40-8:45 
开幕式 

致欢迎辞 

谢  康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地点 

综合楼     

506 会议室 

主持人 

吕廷杰 

 

8:45-8:50 吴  毅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党委副书记 

8:50-9:00 《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杂志社代表 

9:00-9:30 特邀报告 1 
王永贵 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教授 

题目：量身定制 VS千篇一律：顾客定制的相关研究探索 

9:30-10:00 特邀报告 2 
杨学山 工业与信息化部前副部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题目：以融合为基础，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10:00-10:30 特邀报告 3 
王  帆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题目：基于大数据的金融风险智能监管与防控 

10:30-11:00  学会理事会换届选举 

10:30-11:00 茶歇  

11:00-11:30 特邀报告 4 
张翼成 瑞士弗里堡大学终身教授 

题目：个人智能助手可能引发的信息经济革命 

地点 

综合楼     

506 会议室        

主持人 

齐佳音 

11:30-12:00 特邀报告 5 

颜建晔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 

题目：Supervision Intensity, Incentives and Policy Burden 

12:00-13:30 午餐 （综合楼一楼餐厅） 

 

14:00-15:30 
分论坛 1 

 

信息经济与 

理论创新 

1-1：Optimal Rank-Order Contest（2019 优秀成果） 

刘斌（香港中文大学） 

1-2: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不完全合约视角下的公

共品负担理论（2019 优秀成果） 

张一林（中山大学） 

1-3: Networks, markets, and inequality 

曹志刚，崔志伟，张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 

地点 

综合楼     

319 会议室 
 

主持人 

郑  捷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5:30-15:5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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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7:30 

1-4 ： Coupl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ith a Quality 

Standard in R&D Contests（2019 优秀成果） 

焦倩（中山大学） 

1-5: Information Design in Simultaneous All-pay Auction 

Contests 

邝仲弘，郑捷（清华大学） 

1-6: 媒体曝光、农产品认证制度与质量信号传递 

莫家颖，余键宇，孙泽生（浙江科技学院，西南财经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1-7：私家车合乘共享背景下居民通勤方式选择行为演化博

弈 

于跃，李雷鸣（中国石油大学） 

地点 

综合楼    

319 会议室 

 

主持人 

陈  斌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4:00-15:30 

分论坛 2 

 

经济发展与 

政策研究 

2-1：人口老龄化、机器人替代与人口政策 

刘骏，刘涛雄，谢康（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

学） 

2-2: 医生职业发展与收入结构优化 

龚强，张一林，蔡东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山大学，西

南财经大学） 

2-3: 企业社会责任的溢出效应与社会福利分析——兼论高

质量发展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引导机制 

王世强，许恒（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 

地点 

综合楼     

327 会议室 
 

主持人 

蔡跃洲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5:30-15:50 茶歇 

15:50-17:30 

2-4：迈向中国“质”造：大步跨越还是小步快跑？ 

张一林，许恒，蔡东玲（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财

经大学） 

2-5: 空气污染与健康保险购买——风险感知与决策 

王倩，王珺，郑捷，高峰（北京工商大学，清华大学） 

2-6: 政府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政策效应评估 ——来自“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的经验研究 

易法敏，孙煜程，钱颖（华南农业大学） 

地点 

综合楼      

327 会议室 
 

主持人 

寇宗来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4:00-15:30 

分论坛 3 

 

信息系统 

管理与创新 

3-1 ： Optimal enterprise software distribution channel 

strategies: SaaS, On-premises or Dual? （2019 优秀成果） 

李胜利（北京大学） 

3-2：制造执行系统（MES）软件的定价策略和服务化转型 

戴军，窦一凡，黄丽华，张睿诚（复旦大学，上海大学） 

3-3：Using User- and Marketer-Generated Content for 

Box-Office Revenue Prediction（2019 优秀成果） 

宋婷婷（上海交通大学） 

地点 

    

 
 

主持人 

李敏强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5:30-15:50 茶歇 

15:50-17:30 

3-4：An Empirical Study of Free Product Sampling and 

Rating Bias（2019 优秀成果） 

林志杰（清华大学） 

3-5：融合多种价格信号的趋势跟踪 CTA 策略研究 

周志中，俞祖卿（上海交通大学） 

3-6：考虑供需的外卖专送运力调度研究 

张钊福，马燕林，涂艳（中央财经大学） 

3-7：基于 SVM-IOA 集成的动态风险识别模型研究 

杨波，杨美芳（江西财经大学） 

地点 

    

 
 

主持人 

冯  楠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博观楼

310会议室

博观楼

310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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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30 

分论坛 4 

 

金融科技与 

管理创新 

4-1：监管科技赋能地方金融监管——以冒烟指数为例 

李崇纲，贾小婧（北京金信网银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4-2：国内外投资者特征与信息反馈机制——基于比特币市

场的实证研究 

刘杨树，高晗（厦门大学） 

4-3：中国网络借贷市场风险特征研究 

刘会敏（济南大学） 

地点 

综合楼    

313 会议室 

 

主持人 

叶  强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5:30-15:50 茶歇 

15:50-17:30 

4-4：Exploring and exploiting the lead-lag effect of stock 

market based on stochastic actor-oriented dynamic network 

model 

樊宁远，李永立（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4-5：数字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

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龚沁宜，成学真（兰州大学） 

4-6：基于影响力加权的在线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 

王高山，沈晓红，于广金等（山东财经大学） 

4-7：中国 P2P 网贷平台信息披露动因研究  

冯素玲，刘会敏（济南大学） 

地点 

综合楼    

313 会议室 
 

主持人 

郭海凤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4:00-15:30 

分论坛 5 

 

跨境电商与 

数字贸易 

5-1：跨境电商对进口产品质量及其行业质量阶梯的影响—

—来自中国海关监管的证据 

马述忠（浙江大学） 

5-2: 品类多样化如何影响 B2C 跨境网购？——基于跨境福

利模型的分析 

周丽萍，杨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3:  跨境电商双边信息需求匹配模型研究 

王成文，熊励（上海大学） 

地点 

综合楼    

316 会议室 

 

主持人 

马述忠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5:30-15:50 茶歇 

15:50-17:30 

5-4：跨境电子商务与传统企业转型 

付大毛（东方航空跨境直达总监） 

5-5: 中国“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与东道国信息化发展 

段蒙汉，张悦悦，张诚（复旦大学） 

5-6：我国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现状、热点及趋势分析 

王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地点 

综合楼    

316 会议室 

 

主持人 

熊  励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4:00-15:30 

分论坛 6 

 

社交媒体与 

用户行为 

6-1：Value Co-creation between Firms and Exceptional 

Customers in Technology-enabled Service Innovation 

吴瑶（中山大学） 

6-2: 多源冲突在线评论下消费者评论印象与决策行为研究 

李瑾颉，吴联仁，齐佳音（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 

6-3: 情绪性在线评论下消费者的信息处理方式有何变化

——基于调节定向和 ELM 理论的分析 

孙怡璐，刘鲁川（山东财经大学） 

地点 

综合楼    

322 会议室 

 

主持人 

李  纲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5:30-15:5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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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7:30 

6-4: 基于用户间相似性的社会化商务行为研究  

付森会（广东工业大学） 

6-5: 年轻消费者可持续消费意识与有机食品购买——基于

信息使用环境理论与认知中介效应的分析  

刘春年，郑艳（南昌大学） 

6-6: 基于消费者异质性社交能力的推荐奖励策略 

程永生，杨文俊，王修远（江西财经大学） 

地点 

综合楼    

322 会议室 
 

主持人 

彭丽芳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4:00-15:30 

分论坛 7 

 

平台发展与 

价值共创 

7-1: 在线医疗服务平台特征对患者共创价值行为的影响  

张新，游翔，王高山（山东财经大学） 

7-2: O2O 类知识共享经济平台下行家与用户约见行为影响

因素研究 ——以“在行”为例  

梅晋铭，汪长玉（江南大学） 

7-3: 创业建构逻辑、行业规则逻辑与共享经济平台制度创

业过程：一个纵向双案例研究  

杨晶，姜莉芸（南京财经大学） 

地点 

综合楼    

423 会议室 

 

主持人 

刘静艳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5:30-15:50 茶歇 茶歇 

15:50-17:30 

7-4: 多平台渠道客户价值及接受机理的实证研究  

王茜，容哲（中山大学） 

7-5: Exploring platform relationships in the digital era  

万兴，潘倩雯，邵菲菲（南京财经大学） 

7-6: 基于用户影响关系的在线健康社区话题推荐方法  

杨杭州，颜志军，高慧颖，彭飞（北京理工大学） 

地点 

综合楼    

423 会议室 

主持人 

刘和福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4:00-15:30 

分论坛 8 

 

人工智能与 

变革管理 

8-1: 智能商业重构世界  

田丰（商汤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  

8-2: 数字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变革  

王天扬（上海易路软件 CEO）  

8-3: 于无声处万物互联互知 拥抱智能时代  

吴大维（IBM 大中华区认知与分析负责人、GBS 副合伙人）  

地点 

综合楼    

434 会议室 

主持人 

齐佳音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5:30-15:50   

15:50-17:30 

8-4: 数字化转型重塑商业新价值  

邬学宁（e 成科技首席数据官）  

8-5: 产业互联网进化论—当互联网思维遇到生物学思维 

杨滨（上海彬驰科技 CEO）  

8-6: 中台系统的应用开发实践  

胡华杰（阿里巴巴高级后端专家、高级架构师） 

地点 

综合楼    

434 会议室 

主持人 

张国锋 
 

每人报告 20 分

钟，交流 10 分钟 

18:00-19:30 晚餐 综合楼一楼餐厅 

20:00-21:30 
《经济研究》与学会青工委学术沙龙 

年会推荐论文作者报告、专家点评与交流 

地点 

综合楼 319 

主持人 

颜建晔 

20:00-21:30 
《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与学会青工委学术沙龙 

年会最佳论文作者报告、专家点评与交流 

地点 

综合楼 327   

主持人 

刘登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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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议程 

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 620 号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综合楼   2019 年 10 月 27 日 

2019 年 10 月 27 日（周日）上午 

时间 主题 报告题目/报告人 主持人/地点 

8:40-8:45 颁奖致辞 谢  康 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资助计划评选委员会主任 

地点 

综合楼 506 

会议室 

 

主持人 

肖静华 

8:45-9:00 

颁奖 

2019 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资助计划捐赠者颁证书 

2019 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资助计划获得者颁证书 

2019 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优秀博士生颁证书 

9:00-9:30 获奖报告 1 
刘登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题目：信息系统优化与管理决策中若干问题的研究 

9:30-10:00 获奖报告 2 
陈  斌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题目：基于不可验证信息的激励机制设计 

10:00-10:20 茶歇  

10:20-10:25 颁奖致辞 谢  康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地点 

综合楼 506 

会议室 

主持人 

左美云 

10:25-10:30 颁奖 2019 中国信息经济学优秀成果颁证书 

10:30-10:50 获奖报告 3 

黄  河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题目：Altruism or Shrewd Business? Information Strategy 

on Technology Openness 

10:50-11:10 获奖报告 4 
张  诚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题目：API促进创新还是抄袭？基于火狐平台的实证 

11:10-11:30 获奖报告 5 
刘  冲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题目：组织中的目标设定与激励机制 主持人 

黄磊 
11:30-11:40 颁奖 

2019 年会最佳论文及博士生优秀论文颁证书 

2019 年会最佳审稿人颁证书 

11:40-11:50 
致谢和 

邀请 

学会向 2019 学术年会承办方颁纪念证书 

2020 学术年会承办单位邀请发言 

地点 

综合楼 506 

会议室 

主持人 

王明明 

11:50-12:00 闭幕致辞 
刘霞辉  《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 

张  新   山东财经大学副校长 

12:00-13:30 午餐 综合楼一楼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