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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鲁晓成到我院调研研究生工作 

9月 2日下午，副校长鲁晓成、研究生处处长刘宁一行到我院就研究生培养

以及学科建设等相关工作进行调研。我院副院长李毅、院长助理陈义国参加会议，

会议由我院党委书记李颖主持。 

李颖书记代表学院介绍了我院近期在研究生培养以及学科建设等工作上所

做的努力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要点。副院长李毅围绕硕士生培养、联培博士生培养

以及申硕工作的进展和设想作了工作汇报。 

刘宁处长肯定了我院一直以来在研究生培养以及申硕工作上所做的努力，特

别赞扬了省级研究生工作站取得的重要成绩。他指出，我院还应继续在研究生培

养上加大投入，加强导师培训，锻炼队伍。 

副校长鲁晓成在总结时指出，一是要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工作，利用现有的

平台，努力凝练出一支优秀的团队，为今后我院的金融专硕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二要加强规范建设，要认真梳理硕士生培养、联培硕士生培养以及联培博士生培

养之间的层级关系，做到内涵以及更深层次的规范。三要做到积极主动，主动跟

行业对接，建设好省级研究生工作站，主动加强与校外专家和导师之间的联络，

使用好“楚天学者”、“彩虹学者”、“特聘教授”等各类专家学者。四要以服

务的心态对待研究生培养工作，以学生为中心，关爱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充分

了解学生的困难和需求，积极提供相应的帮助。 

 

漆腊应、许传华聘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合作导师 

近日，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件（中南大学位字〔2016〕7号），经本人

申请，金融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审议，同

意遴选我院漆腊应教授、许传华教授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合作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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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举行 2016 级博士、硕士研究生见面会 

9月 13日下午，学院举行了 2016级 MPACC金融企业会计方向专业硕士研究

生见面会。院长许传华、党委书记李颖、副书记高鹏、院长助理陈义国，以及部

分研究生导师代表参加会议。 

见面会上，15位专业硕士新生向各位领导和导师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并

针对各自情况，提出了今后专业导师选择与专业方向学习的基本想法。到场的研

究生导师也分别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在研课题、未来发展方向等向同学们做了

详细的阐释，并对研究生们提出了各自的要求与期许。 

9月 13日晚上，学院组织了 2016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见面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黄孝武教授、我校研究生处处长刘宁、学

院 2014级部分硕士研究生以及 2015级、2016级全体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见面会。

交流会由院长许传华主持。 

许院长代表学院对博士生导师黄孝武教授和合作培养博士的到来表示了热

烈的欢迎，并从学科优势、平台优势、队伍优势和人才培养优势等多方面介绍了

学院的基本情况，阐述了我院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合作渊源以及深度、广度。

他指出学院一贯重视研究生培养工作，特别是今年刚启动的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

作更是对我院的研究生培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表示，学院未来将进一步

在研究生培养上加大投入，为研究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他希望同学们

能够充分利用学院提供的一切条件来强化自己，同学之间加强沟通与合作，从中

取得更大的收获。 

研究生处处长刘宁表示，将尽最大的努力给予我院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上的帮

助，从学习上、生活上提供更多的便利，促进我院研究生健康良好的发展。 

中南财大博士生导师黄教授以自身指导学生的经历与体会讲解了学术型硕

士与专业型硕士在培养模式、培养轨迹和培养目标方面的差异。黄教授强调专硕

应该紧密贴近现实生活中紧密又重要、重要又紧密的事件，找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并对我院专硕学生们在三年学习过程中找对学习方法、明确研究方向

等给予了一些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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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 2016 级新生见面会暨专业教育大会成功召开 

9月 24日下午，金融学院 2016级新生见面会暨专业教育大会在大学生活动

中心第二学术报告厅举行。院长许传华、党委书记李颖、副院长李毅、党委副书

记高鹏、院长助理陈义国、各系系主任、教授代表、新生班级班主任、全体行政

人员、辅导员以及 2016级全体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以及联合培养博士生参加了

此次大会，会议由党委书记李颖主持。 

院长许传华代表全体教职工向所有新同学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热情洋溢发

表了“心生阳光，无畏向前”的致辞。他殷切寄语同学们首先要找准学习的方向，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通过主动学习，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用心梳

理知识的脉络和框架。其次要找准生活的方向，成为内心充实的人。只有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以乐观豁达的心态

积极应对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努力发掘和拓展兴趣爱好。再次要找准理想的方向，

让自己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唯有远大的理想才能放宽眼界、着眼长远，才能心

生阳光，无畏向前。最后，他希望同学们在大学里认准方向，大步向前，在金融

学院这片“沃土”里绽放出各自的精彩。 

保险系主任高俊博士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她希望同学们在即将到来的大学学

习生涯中，摆正心态，继续以学习为主，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并且要树立目标，

发展自我意识，明晰自己的人生规划，收获希望。 

中国平安保险联合营业区总经理帅金安作为校友代表发言，他生动的回忆了

自己在学院就读时的经历，并结合自己工作后的体会提醒新同学要珍惜大学时

光，努力学习，学习的关键在于自己，对未来的选择也在于自己。金融类 Q1644

班的顿贝妮作为 2016级新生代表表达了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争取不负期望，

为学院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懈努力。 

最后，学院党委书记李颖做了总结发言。她希望同学们一要不忘初心、志存

高远。既要对学习始终保持热情，更要树立明确的目标，不断进取；二要不负青

春、学有所成，她提醒大家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培养善于自我发现知识的能

力，培养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三

要不辱使命、心怀天下，要充分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投身变革时代的滚滚洪流，

在融入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奋斗中绽放永不褪色的青春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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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见面会结束之后，学院按金融学拔尖创新班、国际金融试验班、金融学

类、金融工程、保险学等班级和专业分别安排了专业教育。 

 

我院 3 位教师获得学校优秀学术论文奖 

根据《湖北经济学院关于公布 2014—2015年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结果的通

知》（鄂经院发﹝2016﹞169号），我院 3位教师获得学校优秀学术论文奖，其

中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具体获奖名单如下： 

姓名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奖项 

 

吕承璋 

 

Effects of Loc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Risk-taking:    

Evidence from Taiwanese Enterprises 

China & World 

Economy 
二等奖 

高  俊 
我国巨灾风险融资的最优结构研究——基于三

种融资工具边际成本的对比分析 
保险研究 三等奖 

周  文 
最终需求冲击的产出影响——基于奥地利学派

的观点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三等奖 

 

我院 4 项课题获批 2016 年校级教学研究项目立项 

根据《关于做好 2016年校级教学研究立项工作的通知》（鄂经院发〔2016〕

30号），经个人申请、院系推荐、专家评审、校教学委员会审定，我院 4项课

题获批 2016年校级教学研究项目立项。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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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 称 负责人 

2016002 “校政行企”协同创新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许传华 

2016003 经管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徐慧玲 

2016004 信息化教育背景下我校经管类课程在线过程考核的探索与实践 边智群 

2016005 “慕课”视域下的金融学教学改革路径选择 童  藤 

 

戴静获 201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立项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结果，我

院戴静博士申报的青年基金项目获准立项。项目名称：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

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异质性的视角；项目编号:16YJC790013。 

 

学院领导深入省农行网点看望实习学生 

暑期期间，院长许传华、书记李颖、院长助理陈义国、农银长江学院副院长

李正旺、办公室主任张乐带领办公室姬亚光、郭倩倩等老师在农银大学湖北分校

常务副校长沈柏元的陪同下，分别前往湖北省农业银行武汉营业部文治街支行，

孝感分行安陆支行，襄阳分行枣阳支行，鄂州分行国贸支行、康城支行，黄冈分

行武穴支行，荆州分行沙市支行，荆门分行钟祥支行、京山支行，三峡分行营业

部看望了农银 Q1341班、Q1441班的本科生和 2015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并就专

题研究课题进行了深入调研。 

在各营业网点，学院领导深入现场了解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实习工作情况，分

别与相关支行行长进行了亲切交流，并以座谈会的形式认真听取了每位同学在实

习期间的工作经历和感悟收获。通过实习，每位学生都觉得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

有所提高，弥补了课堂学习中的不足，在工作中发现了自身的不足与需要努力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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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许传华衷心感谢湖北省农业银行各分行对学生实习所做的精心安排，充

分肯定了同学们在实习过程中所增长的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 

书记李颖希望同学们倍加珍惜宝贵的实习机会，进一步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

水平，积极工作，善于总结，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水平与业务操作能力。 

在看望学生实习期间，许传华还带领研究生就农业银行运行中的风险管理、

产品创新等问题与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进行了深入研讨，为顺利完成农行

省级研究生工作站的研究课题打下了坚实的调研基础。 

 

我院学生暑期游学活动圆满成功 

2016年 7月 1日至 8月 26日，我院组织近 70名学生分别赴美、赴港澳、

赴英国进行游学活动。 

在赴美游学期间，根据培养计划，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学活动，

既有课堂内的讲授与讨论，也有课堂外的走访与考察，参观了包括美国联邦储备

银行旧金山分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 

在赴港澳游学期间，为了丰富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加深对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的认识，开设了多种形式的研讨班，以课堂讲授和实地考察形式增强

游学效果。在课堂讲授环节，开展了多种专题教学和案例教学，以香港和澳门富

有典型特色的企业为案例开展交流活动，并组织师生赴金管局资讯中心、屯门中

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宏利金融中心等实地考察。同时，还组织学生前往香港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博物馆、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博物馆等周边地区进行了

丰富多彩的游学活动。 

我院金融创新 Q1341班刘洋和彭熹 2名学生，参加了湖北省教育厅 2016年

“湖北高校优秀大学生海外游学计划”，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进行游学活动，在游

学期间，学习了商科、人文及科学三大方向的课程，参观了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机

构，访问了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格拉斯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与

国外师生进行了深度交流，充分展现了金融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国际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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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游学活动，在学院领导、专家教授等多方支持下，在结合往年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着力优化整体安排，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游学内容，切实提升

游学效果。 

 

我院教师参加第 14 届全球商业与经济发展国际会议 

6月 21日，由全球商业与经济发展协会（SGBED）主办、蒙特克莱尔州立大

学承办的“第十四届全球商业和经济发展国际会议”（The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Global Business & Economic Development）

在美国新泽西召开。我院戴静博士、叶翠红博士应邀参会，并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本次会议议题为“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的全球合作，知识与创新：理论和

实践”。来自 30余个国家 20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我院戴静博士、叶翠

红博士提交了论文《Signal in crowdfunding----evidence from Jingdong 

crowdfundingplatform》（众筹模式中的质量信号——来自京东众筹的证据），

并与其他参会者进行了深刻地学术交流。 

 

我院 5 篇学生科研论文获 2016 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 

近日，湖北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6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获奖名单，

我院刘甜恬等同学的科研论文《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风险影响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 1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获一等奖，刘洋等同学的科研论

文《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因子分析和 Logistic回归

模型》、李菁昭等同学的科研论文《“单独二孩”政策对养老金统筹的影响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曹宇驰等同学的科研论文《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碳金融业务的

思考》获得二等奖，李磊同学作为第二作者参与完成的科研论文《武汉市空气污

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获得二等奖，取得了我院在该项评选活动中获奖成

果质量和数量上的双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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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6 个学生科研项目获 2016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立项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6年省级和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鄂教高办函〔2016〕1号）精神，省教育厅组织专

家对申报参加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高校的工作方案、项目管理办法及项

目进行了审定，确定了 2016年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我院学生科研项目《“蚂蚁花呗”对大学生消费行为冲击的实证研究——基

于对武汉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创新训练项目，项目负责人：杨珂）等 6

个项目被确定为 2016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具体立项名单如下：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项目负责

人姓名 
项目其他成员信息 

指导教

师姓名 

1 201611600003 

“蚂蚁花呗”对大

学生消费行为冲

击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武汉高

校大学生的问卷

调查 

创新

训练

项目 
杨  珂 

徐梦元/14030021,  

韦思宇/14030215,  

石伊雪/14030095,  

周隽/14030098,    

彭志浩/14030204 

许传华 

2 201611600004 
武汉市 80 后人身

保险消费特征实

证分析 

创新

训练

项目 
方  姿 

张绪俊/14030258,  

范文英/14030282,  

植敏斯/14030266,  

祁艳阳/14030276,  

李娅萍/14030269 

高  俊,

孔月红 

3 201611600013 

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背景下养老金

融服务创新研--

以中国建设银行

为例 

创新

训练

项目 
曾霄羿 

罗心怡

/2014302010134,   

常鑫磊/14020147,  

廖明哲/14030257,  

程宪雯/14130115 

彭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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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项目负责

人姓名 
项目其他成员信息 

指导教

师姓名 

4 201611600014 
风险资本对创业

企业筛选与评估

体系优化方案 

创新

训练

项目 
王  勇 

魏焘/14030116,    

曹红星/14030104 
金  丹 

5 201611600015 
大学生综合服务

众筹平台——筑

梦 

创业

训练

项目 

胡馨怡,

章  聪 

刘婧然/14030068,  

刘振宇/14150111,  

陈昊/14170013,    

周子川/14120053,  

沈佳昕/14020026,  

李佳琪/14130017 

李  毅,

戴  静 

6 201611600016 

“互联网+”背景

下的大学生消费

金融信用风险评

估——以湖北省

武汉市高校为例 

创新

训练

项目 
刘运朋 

鲁家伟/14030196,  

柴潆溁/14070069,  

程章臣/14030061,  

潘慧妍/14020117,  

周子川/14120053 

林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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