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日程安排
日期/时间
8 月 19 日
全天

内容

方式

地点

会议报到

明德主楼 930

8 月 20 日
07:00-08:30
08:30-08:40
09:00-09:30
09:40-12:00

会议报到
合影
开幕式
主题报告

八百人大讲堂
八百人大讲堂北侧草坪
八百人大讲堂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征文报告第一节

15:30-16:00

茶歇

16:00-18:00

征文报告第二节

18:00-19:30

晚餐

8 月 21 日
08:30-10:30
10:30-11:00
11:00-12:30

学术前沿报告
转场
征文报告第三节和
专场研讨会

12:30-13:40

午餐

13:40-15:40

征文报告第四节

15:40-16:00

茶歇

16:00-18:00

征文报告第五节

18:00-19:30

晚餐

19:30-21:30
8 月 22 日

学术期刊发展论坛

08:30-10:30

征文报告第六节

10:30-10:50

转场
学术前沿报告与闭
幕式

10:50-12:00
12:00-13:30

午餐

全体大会
全体大会

北区食堂三层教师中心
在 10 个分会场
同时举行

明德主楼四层教室

在 10 个分会场
同时举行

明德主楼四层教室
北区食堂三层教师中心

全体大会

八百人大讲堂

在 10 个分会场
同时举行

明德主楼四层教室
北区食堂三层教师中心

在 10 个分会场
同时举行

明德主楼四层教室

在 10 个分会场
同时举行

明德主楼四层教室

备注

自助餐

自助餐

自助餐

北区食堂三层教师中心

自助餐

特别会议

明德法学楼 0101 教室

自选参加

在 10 个分会场
同时举行

明德主楼四层教室

全体大会

明德法学楼 0101 教室
北区食堂三层教师中心

自助餐

2016 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会议议程
时间：2016 年 8 月 20 日至 22 日
地点：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

8 月 20 日上午
07:30-08:20 报到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八百人大讲堂
08:30-08:40 合影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八百人大讲堂北侧草坪
09:00-09:30 开幕式（全体大会）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八百人大讲堂
主持人：张利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授
1. 领导致辞
1）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致欢迎辞
2）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东阳研究员至贺词
2. 主办单位致辞
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朱晶教授致辞
2）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朱信凯教授致辞
3） 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唐忠教授
致辞
09:40-12:00 主题报告（全体大会）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八百人大讲堂
主持人：唐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报告人：
1.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科研处处长、教授
2. 杜 鹰 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
3. 陈锡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中国
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名誉院长
12:00-13:30 午餐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北区食堂三层 教师发展中心
8 月 20 日下午
13:30-15:30 征文报告第一节（在十个分会场同时进行）

（注意：每位报告者论文发表 20 分钟，评论与提问讨论 10 分钟;地点均
在明德主楼 4 层，主题后标注的是具体教室）
I-01：市场流通与国际贸易（0404）
I-03：农地制度与土地流转（0406）
I-05：农民收入与精准扶贫（0409）
I-07：食品安全与消费需求（0413）
I-09：乡村发展与森林治理（0416）

I-02：资源环境与低碳农业（0405）
I-04：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0407）
I-06：经营主体与经营方式（0411）
I-08：技术进步与技术服务（0415）
I-10：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0417）

I-01：市场流通与国际贸易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4 教室
主持人：倪红兴 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主任、研究员
1. 完善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思路和建议：例证美国农产品差价补贴 70 年
经验教训
齐皓天、徐雪高、王兴华（华中农业大学、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
农业大学）
2. 我国棉花市场“柠檬市场效应”分析与对策
苗海民（石河子大学）
3. 信息不完全、搜寻成本和农产品均衡价格形成——对国际粮食市场信息不完
全程度的测度
颜小挺、祁春节（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 主产区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生存现状与发展出路——基于黑、豫、鄂、赣产
粮大县的调查
余志刚（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倪红兴 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主任、研究员
毛学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I-02：资源环境与低碳农业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5 教室
主持人：刘伟平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1. 贫困区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状况分析——基于云南哈尼梯田的调查
张灿强、闵庆文、张红榛、张永勋（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科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云南红河州世界遗产管理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
2. 西北干旱区农地利用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响应关系
王太祥（石河子大学经管学院）
3. 中国低碳农业发展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机理研究
田云、张俊飚、陈池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4. 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选择的影响
张聪颖、霍学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评论人：刘伟平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于法稳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I-03：农地制度与土地流转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6 教室
主持人：岳晓武 国土资源部执法局副局长
1.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内涵、基本要义及权利关系
肖卫东、梁春梅（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中心）
2. 土地制度变迁及土地流转
徐忠（上海海洋大学）
3. 地权不确定性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西部民族地区 7 省
757 个行政村的农户调查数据
林斌、李后建（四川农业大学）
4.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法制困局与破解——以乡村旅游发展战略下的土地规
划为例
李永安（宜春学院）
评论人：岳晓武 国土资源部执法局副局长
张清勇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I-04：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7 教室
主持人：李明贤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授
1. 从行政捕获，到市场抽取：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逻辑
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2. 农村金融成长路径、农户金融参与与融资约束缓解
李明贤、唐文婷（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3. 业绩激励、个人责任与信贷员放贷决策：对农村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的一项实
验经济学研究
吴本健、马九杰、Ying Cao（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
学院、圭尔夫大学）
4. 农地确权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影响实证研究
张龙耀、周南（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李明贤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授
周 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I-05：农民收入与精准扶贫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9 教室
主持人：汪三贵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1. 外部性、空间溢出效应与农民增收
伍骏骞、阮建青、李谷成（西南财经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2. 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参加培训的增收效果估计——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的研究
袁航、唐忠（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3. 产业集群，收入增长与不平等
李垚、阮建青、汤家红（浙江大学、南京大学）
4. 职业发展能力如何影响种植大户的农业收入水平
李容容、罗小锋（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汪三贵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关付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I-06：经营主体与经营方式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1 教室
主持人：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1. 基于政府视角的黑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研究
王洋、李翠霞（东北农业大学）
2. 家庭农场成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资源-能力-环境三要素综合
视角
高杨、李佩、张笑（曲阜师范大学）
3. 农业经营方式形成的社区分析——基于晋豫苏省四个村落的比较
王恺、陈文婷、何军（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 契约安排、农户选择偏好及其实证——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研究
朋文欢、黄祖辉（浙江大学）
评论人：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张冬平 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I-07：食品安全与消费需求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3 教室
主持人：王东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 农业企业高管社会责任认知对企业食品安全行为的影响——基于 Carroll 四维
度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视角

谭翔、欧晓明、黄月明（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风险态度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么？——基于苹果主产区的实验经济学分析
赵佳佳、刘天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 养殖场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诱致性因素研究
何坪华、孙倩、张丽媛、毛成兴（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 农村居民网络购物行为研究——对城镇化消费示范效应假说的检验
周宁、徐志刚（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王东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I-08：技术进步与技术服务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5 教室
主持人：钟甫宁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1. 基于地块特征的中国南方稻作生产效率差异分析
陈风波、罗观长、王建军（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东农村政策研究
中心）
2. 小麦技术效率的地区差异及门槛效应
郝晓燕、韩一军（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 中国生猪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邓志方、王凯、王海涛、胡凤娇（南京农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4. 西北地区肉牛生产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农户微观层面
尹春洋、田露（北方民族大学、吉林农业大学）
评论人：钟甫宁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张云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研究员
I-09：乡村发展与森林治理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6 教室
主持人：赵帮宏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
1. 农户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辽宁省百
村千户的调研
周密、赵晓琳（沈阳农业大学）
2. 项目制下的村庄精英俘获与利益固化
时卫平、龙贺兴、张明慧、刘金龙（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3. 中国村级行政组织运转特征、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
彭小辉、史清华（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4.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村人居环境系统优化路径研究
孙慧波、赵霞（中国农业大学）
评论人：赵帮宏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
仝志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I-10：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7 教室
主持人：郭 玮 国务院研究室农经司司长
1. 陕西省不同区域农民就近城镇化动因及需求分析——基于陕南、关中、陕北
地区 2250 份调研问卷
马红玉、夏显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 吉林省城市土地投入产出效率与城镇化率的相关关系分析
赵玲、周漫漫、孙旭（吉林农业大学、广州保利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3. 被征地农户的征地补偿款用途影响因素与效应分析
马志雄、张银银、丁士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 农村土地纠纷的量化评估与防控化解研究——基于 2015 年全国七省大样本
农村调查
曲颂、夏英、张法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评论人：郭 玮 国务院研究室农经司司长
陈传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15:30-16:00

茶歇

16:00-18:00 征文报告第二节（分主题在十个分会场同时进行）

（注意：每位报告者论文发表 20 分钟，评论与提问讨论 10 分钟;地点均
在明德主楼 4 层，主题后标注的是具体教室）
II-01：市场流通与国际贸易（0404）
II-03：农地制度与土地流转（0406）
II-05：农民收入与精准扶贫（0409）
II-07：食品安全与消费需求（0413）
II-09：乡村发展与森林治理（0416）

II-02：资源环境与低碳农业（0405）
II-04：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0407）
II-06：经营主体与经营方式（0411）
II-08：技术进步与技术服务（0415）
II-10：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0417）

II-01：市场流通与国际贸易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4 教室
主持人：李先德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1. 农产品价格为什么会同步上涨？——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宋长鸣（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中国食品价格上涨与波动的异质性、集群性和粘性
JianjunHuai（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3. 货币流动性、供需因素与猪肉价格波动——基于有向无环图的分析
蔡勋、陶建平（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 基于 VECM-GARCH 的棕榈油供给冲击与植物油价格波动研究
刘锐金、王成丽（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
技信息研究所）
评论人：李先德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吕 捷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II-02：资源环境与低碳农业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5 教室
主持人：于法稳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1. 谁消费了更多水资源？
许菲、白军飞（中国农业大学）
2. 土地流转背景下缺水地区农用水权置换投资模式的比较研究
郑志来（盐城师范学院）
3. 社会网络、信息获取与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基于甘肃民勤县的调查数
据
乔丹、陆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4. 地区差异视角下资本禀赋对农户秸秆无害化处理投资意愿的影响研究
张童朝、颜廷武、张俊飚（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于法稳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刘伟平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II-03：农地制度与土地流转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6 教室
主持人：赵 鲲 农业部经管司副巡视员
1. 农地流转中的禀赋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
胡新艳、杨晓莹、王梦婷（华南农业大学）
2. 产权认知、外部环境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基于多群组 SEM 的分析
高佳（东北大学）
3. 确权后农地流转是如何决定的？——基于资产专用性视角的分析
林文声、秦明、郑适、王志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4. 风险规避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孙小龙、郭沛（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赵 鲲 农业部经管司副巡视员
肖卫东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II-04：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7 教室
主持人：何广文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1. 家庭经营特征改变是否缓解了农户的信贷约束？
温涛、张梓榆、王小华（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西北地区农户信贷需求及正规信贷约束研究——以新疆 1726 个农户调查数
据为例
常俊、余国新（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3. 信贷约束、农业特性与农户经营规模：基于全国 2704 个农户的实证分析
蔡键、林晓珊、米运生（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 农村微型金融的“三重悖论”及其破解
高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评论人：何广文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郑 适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II-05：农民收入与精准扶贫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9 教室
主持人：关付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1. 金融包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模型
吕勇斌、周先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 基于土地流转的东北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分析
李红、郭翔宇（东北农业大学）
3. 不同类型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满意度差异比较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刘滨、肖小华、刘小红（江西农业大学）
4.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农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祁应军、韦惠兰（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关付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汪三贵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II-06：经营主体与经营方式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1 教室
主持人：张冬平 河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1.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参与：自选择还是被参与？
罗玉峰、邓衡山（南京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
2. 奶农合作社的纵向协作与社员收益研究
张琛、钟真、孔祥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3. 农民合作社合联意愿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刘小红、刘巧、刘滨（江西农业大学）
4. 农户专用性投资、企业关系治理与合作风险研究
万俊毅、曾丽军、敖嘉焯（华南农业大学）
评论人：张冬平 河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II-07：食品安全与消费需求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3 教室
主持人：周应恒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1. 信息对转基因羊肉接受程度的影响分析---基于北京市 576 个消费者的实地调
查
李赛薇、林雅琳、陈祁辉、刘玉梅（中国农业大学）
2. 消费者转基因食品风险认知水平对其态度的调节效应研究
华静、王玉斌（中国农业大学）
3. 安全认知差异对农产品消费决策影响的效应衡量
古川（湖南农业大学）
4. 基于收入异质性视角的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分析——基于新疆 8000 名消费
者的调查
李先东、米巧、余国新（新疆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评论人：周应恒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阮荣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II-08：技术进步与技术服务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5 教室
主持人：庞晓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1. 中国种业上市公司效率分析——基于超效率 DEA 模型与 Malmquist 指数模型
刘虹燕、张敬明、杨德利（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市浦东新区农委综合发展处）
2. 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王力、韩亚丽（石河子大学）
3. 农业技术进步的增收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杨义武、林万龙（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 中国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的修正分析
孙齐、吴成亮、张晓宇（北京林业大学）
评论人：庞晓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青 平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II-09：乡村发展与森林治理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6 教室
主持人：修长柏 内蒙古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
1. 农村社会网络、基础设施与农村创业机会识别：一个聚焦农家乐创业的实证
研究
杨学儒、杨萍、欧晓明（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2. 农村创业中的合法化战略模式研究——基于大午集团的案例分析
李华晶（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 农民增收、正规信贷可得性与非农创业
彭克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4. 模仿还是原生？——农民创业选择中的羊群效应
罗琦、罗明忠、刘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修长柏 内蒙古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
崔海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II-10：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7 教室
主持人：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1. 家庭收入、城市融合与农民工满意度——基于上海市 913 个调查样本的实证
分析
方聪龙、史清华（上海交通大学）
2. 农民工城市进入对本地市民工资收入的影响
赵晓琳、周密（沈阳农业大学）
3. 风险规避态度、家族社会资本对务工距离的影响——基于理论与实证的分析
陆岐楠、张崇尚、曲晓睿、温武斌、仇焕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
学院）
4. 家庭化迁移的城市农民工更幸福吗？——基于 CGSS 数据的追踪研究
陈素琼（沈阳农业大学）
评论人：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董晓丹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18:00-19:30 晚餐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北区食堂三层 教师发展中心

8 月 21 日上午
08:30-10:30 学术前沿报告会（全体大会）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八百人大讲堂
主持人：钟甫宁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1.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
2. 郑 适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3. 于晓华 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
4.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10:40-11:00

转场

11:00-12:30 征文报告第三节与专场研讨会（在十个分会场同时举行）

（注意：征文报告每位报告者论文发表 20 分钟，评论与提问讨论 10 分
钟；专场研讨会由各位组织者掌握总时间控制在 1 个半小时内；地点
均在明德主楼 4 层，主题后标注的是具体教室）
III-01：市场流通与国际贸易（0404） III-02：资源环境与低碳农业（0405）
III-03：农地制度与土地流转（0406） III-04：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0407）
III-05：农民收入与精准扶贫（0409）
专场 1：农业经营制度与经营体系（0411）
专场 2：信息供给与消费者食品安全认知（0413）
专场 3：新生物技术的消费者认知（0415）
专场 4：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0416）
专场 5：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工问题（0417）
III-01：市场流通与国际贸易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4 教室
主持人：翁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1. 产品溢价、产业风险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产品销售功能——基于大小户合作博

弈分析的实证
朱哲毅、邓衡山（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
2. 农民合作社“农超对接”参与意愿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的
抽样调查
郭锦墉、徐磊、张倩（江西农业大学）
3. 农户农产品销售方式选择中利益偏好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省荔枝种植户
为例
齐文娥、彭朵芬（华南农业大学）
评论人：翁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徐志刚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III-02：资源环境与低碳农业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5 教室
主持人：温亚利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1.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节水灌溉技术补偿标准核算——以石羊河下游民勤县为例
徐涛、赵敏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作物秸秆还田利用的农民意愿及决策因素分析——基于皖、鲁等七省的农民
调查
颜廷武、张童朝、何可、张俊飚（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 茶农绿色防控技术采用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胡林英、杜佩、陈富桥、姜爱芹、姜仁华、鲁成银（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
评论人：温亚利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田晓晖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
III-03：农地制度与土地流转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6 教室
主持人：洪名勇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1. 组织方式视角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分析——基于河南省 2759 农户调研
王亚、周莹、庞伯时、马恒运（河南农业大学）
2. 差序治理与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基于赣、辽两省 1628 户农户的问卷调查
王岩（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 农地转出、农户金融参与及其模式选择的正规化
米运生、曾泽莹、李宇豪、吴怡（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洪名勇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朱 勇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
III-04：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7 教室
主持人：马九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1. 提高信贷可得性能促进农户兼业吗？——基于全国 477 个农户调研的实证分
析
林晓珊、蔡键（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信贷、贫困与不平等：来自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证据
朱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3. 科技创业农户对金融服务的评价研究——来自川渝 388 个样本农户的调查
陈宗霞、翟浩淼、张卫国（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西南大学）
评论人：马九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李明贤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授

III-05：农民收入与精准扶贫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9 教室
主持人：陈池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1. 收入风险、专业化生产与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率上升——基于 1986-2006
年浙江省的经验证据
金铃、陈志钢（华中农业大学、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
2. 农户分化背景下浙江山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状况比较分析
曹淑英、徐秀英、吴伟光（浙江农林大学）
3.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贫困持续时间的影响机制分析—来自湖北农村的经验
证据
霍增辉、张玫（中国计量大学、浙江农林大学）
评论人：陈池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翁贞林 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专场 1：农业经营制度与经营体系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1 教室
组织者：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1. 农业经营规模与经营主体
何秀荣（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2. 农地流转的契约选择
洪名勇（贵州大学教授）
3. 经营制度安排：从生产到交易
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专场 2：信息供给和消费者食品安全认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3 教室
组织者：周洁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于晓华 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
1. 习惯溢出还是信息导入：对亲环境大米支付意愿的研究
周洁红、刘青、茅锐（浙江大学等）
2. 媒体报道对消费者猪肉质量安全属性支付意愿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
鄢贞、周洁红（浙江大学等）
3.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满意程度的研究：一个分层模型
于晓华、周绍杰（德国哥廷根大学等）
专场 3：新生物技术的消费者认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5 教室
组织者：刘晓鸥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1. Are all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ies the same? a look at comsumers’ valuation for
transgenic, cisgenic and RNAi Rice
Rodolfo M. Nayga, Jr.（University of Arkansas, NBER, Korea University, and
Norwegian Institute of Bioeconomy Research）
2. What is in a name? information, heterogeneity, and quality in a theory of nested
names
余建宇（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
3. Information spillover and quality disclosure: a case study of ready-to eat cereal
market
刘晓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专场 4：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6 教室
组织者：刘金龙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1. 温亚利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2. 戴广翠 国家林业局林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3. 张红霄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4. 刘伟平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等
专场 5：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问题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7 教室
组织者：张广胜 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杨肖丽 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1. 农村人口年龄结构与劳动力转移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
年龄差距研究
李庆（南京农业大学脱产博士后）
2. 外出务工对农户环境卫生设施可及的影响研究
王学渊（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学院 副教授）
3. 人力资源能力对农村外出就业女性职业流动的影响
李旻（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4. 心理契约对离职意向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企业农民工的调查
杨肖丽（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5. 培训获得、技能分化与农民工的工资决定
江金启（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12:00-13:30 午餐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北区食堂三层 教师发展中心

8 月 21 日下午
13:40-15:40 征文报告第四节（分主题在十个分会场同时进行）

（注意：每位报告者论文发表 20 分钟，评论与提问讨论 10 分钟;地点均
在明德主楼 4 层，主题后标注的是具体教室）
IV-01：市场流通与国际贸易（0404）
IV-03：农地制度与土地流转（0406）
IV-05：农民收入与精准扶贫（0409）
IV-07：食品安全与消费需求（0413）
IV-09：乡村发展与森林治理（0416）

IV-02：资源环境与低碳农业（0405）
IV-04：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0407）
IV-06：经营主体与经营方式（0411）
IV-08：技术进步与技术服务（0415）
IV-10：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0417）

IV-01：市场流通与国际贸易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4 教室
主持人：程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局局长、研究员
1. 农产品金融化对玉米价格波动的传导机制及效应研究：基于 ARDL 模型
吴海霞、葛岩（陕西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2. 我国油料作物全产业链价格溢出效应研究
刘姣姣、高群（华中农业大学）
3. 基于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的牛肉价格传导效应分析
田露、王悦（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 产品质量视域下我国化肥价格的非对称传导分析
秦明、林文声、王志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评论人：程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局局长、研究员
翁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IV-02：资源环境与低碳农业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5 教室
主持人：温亚利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1. 分散农户绿色农药购买意愿与行为的悖离研究
姜利娜、赵霞（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认知冲突视角下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意愿研究——基于江苏 639 份水稻种植户
的实证
郭利京（安徽财经大学）
3. 复合链式结构下中国林业碳库系统测度模型构建
张旭芳、袁恬、杨红强（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森林资源学院、南京林业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
4. 中国森林碳汇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薛龙飞、罗小锋（华中农业大学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温亚利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柯水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IV-03：农地制度与土地流转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6 教室
主持人：霍学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教授
1. 交易成本、社会资本与牧户草地租赁行为——基于内蒙古 422 个牧户的数据
刘博、励汀郁、谭淑豪（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2. 社会网络的农地流转期限效应
常伟（安徽大学）
3. 农业生产性投资、流转租期与效益追求方式-基于 2015 年湖南省双季稻区种
粮大户的经验调查
伍兆祥、彭长生、王全忠（安庆师范大学）
4. 制度的纵向一致性、农民的社会角色对土地承包期限未来预期的影响-----基
于 7 省 108 个村的调查
王晓睿、曾雅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评论人：霍学喜 西北农林大学校长助理、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张清勇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IV-04：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7 教室
主持人：郭 沛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1. 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及其交互作用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
曹瓅、罗剑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农户视角的调研分析
李林、潘伟光、陆凯麒（浙江农林大学）
3. 抵押风险对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基于原始承包户和经营户的比较
黄惠春、陈强（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4. 资本拥有量与专业化农户正规信贷需求行为——基于全国 724 个苹果专业户
调研数据的调查分析
马燕妮、霍学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郭 沛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马九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IV-05：农民收入与精准扶贫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9 教室
主持人：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1.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
邢大伟、唐婷（扬州大学商学院）
2. 收入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 31 个省市面板数据
的证据
苏永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 习惯形成、收入结构失衡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演化研究
王小华（西南大学）
4. 收入不平等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浙江农村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
究
郝秋洁、郭萍、余康（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农民发展研究中心）
评论人：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李晓阳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IV-06：经营主体与经营方式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1 教室
主持人：张红宇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
1. 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性质检视——兼论我国法人分类体系的重构
韩晶（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
2. 合作社成员与理事会的委托代理关系探究——基于苹果种植户合作社的案例
分析
冯娟娟、霍学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
3. 合作经济组织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理论框架与重庆经验
胡晓群、沈琦（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4. 购买还是生产：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契约选择
石敏、李大胜（华南农业大学）
评论人：张红宇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
朱信凯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IV-07：食品安全与消费需求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3 教室
主持人：青 平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1. 认证食品的支付意愿——基于 Meta 方法的分析
周应恒、薛杨晨、周德（南京农业大学）
2. 基于 Hedonic 模型的安全认证型农产品形成机制研究——以大米为例
吴佳灏、王良健（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3. 社交媒体中食品安全信息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变化影响研究
雷宇晨、何徳华、史丰源、卢云帆（华中农业大学）
4. 众筹模式下高校教师参与“特供农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彭继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评论人：青 平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王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IV-08：技术进步与技术服务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5 教室
主持人：王建忠 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1. 要素禀赋与农业技术进步偏向——基于 28 个国家的比较分析

付明辉、祁春节（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中国粳稻生产中技术进步研究——基于 1985-2013 年 12 个粳稻主产省面板数
据的分析
王成军、吕骁泓、钱文荣、费喜敏、刘文倩（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大学）
3. 不确定性条件下种稻大户农业技术应用-扩散决策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
1169 个样本数据
周波、孙水鹅（江西农业大学）
4. 确权与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结构的演化路径：资本替代劳动
胡雯、陈昭玖（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王建忠 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陈卫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IV-09：乡村发展与森林治理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6 教室
主持人：张红宵 南京林业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教授
1. 中国省际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率分析——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的检验
唐娟莉（郑州大学商学院）
2. 社会信任如何影响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行为？
蔡起华、朱玉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 医疗服务对农村老人失能状况的影响机制研究
徐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4. 农村公路供给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 1993-2013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
实证分析
翁燕珍、林文声（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
院）
评论人：张红宵 南京林业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金龙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IV-10：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7 教室
主持人：张广胜 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1. 企业职业发展支持与农民工的离职倾向
吴奇峰、苏群（南京农业大学）
2. 城镇化背景下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
王静怡、蔡鸿毅、刘合光（中国农业科学院）
3. 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基于地区差异视角的分析
刘景景、袁航、孙赫（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
发展学院、农业部离退休干部局）
4. 兼业水平、非农收入和土地投资——基于三省（区）1012 个农户的实证分析
丁玉、孔祥智（清华大学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农发学院）
评论人：张广胜 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钱文荣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15:40-16:00 茶歇
16:00-18:00 征文报告第五节（分主题在十个分会场同时进行）

（注意：每位报告者论文发表 20 分钟，评论与提问讨论 10 分钟;地点均
在明德主楼 4 层，主题后标注的是具体教室）
V-01：市场流通与国际贸易（0404）
V-03：农地制度与土地流转（0406）

V-02：资源环境与低碳农业（0405）
V-04：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0407）

V-05：农民收入与精准扶贫（0409）
V-07：食品安全与消费需求（0413）
V-09：乡村发展与森林治理（0416）

V-06：经营主体与经营方式（0411）
V-08：技术进步与技术服务（0415）
V-10：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0417）

V-01：市场流通与国际贸易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4 教室
主持人：朱 晶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1. 流通基础设施对果品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以鲜食苹果为例
袁斌 、陈超（南京农业大学）
2. 税收优惠对农产品购销商经营规模的影响研究——基于 1121 家购销商的倾
向得分匹配分析
温武斌、丁烨、杜思雨、曾寅初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3. 中小城市居民对生鲜蔬菜零售终端的选择行为研究
张磊、王娜（鲁东大学）
4.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转口贸易对其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邵帅、布娲鹣•阿布拉（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评论人：朱 晶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黄 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
V-02：资源环境与低碳农业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5 教室
主持人：杨德利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1. 农业生态效率的测算、变动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疆兵团各师 2003-2013
年的面板数据
雷振丹、李万明、陈子真（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石河子大学兵团屯
垦戍边研究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生态补偿有利于农户脱贫么？---以三峡生态屏障建设区为例
朱烈夫、殷浩栋、柯水发、张志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林业局）
3. 基于均衡法的流域区际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实证研究——以“京津唐－承”区
域为例
王娜、张磊（鲁东大学）
4. 如何能鼓励农户采取工程类灌溉措施以适应气候变化？基于中国主要粮食生
产区数据
宋春晓、马恒运（河南农业大学）
评论人：杨德利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于晓华 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
V-03：农地制度与土地流转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6 教室
主持人：霍学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教授
1. 土地流转中农户意愿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种粮目的视角
黄文彬、陈风波（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农户农地流转公积金缴存水平测算研究——以 9 省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文龙娇、李录堂（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3. 农地经济贡献对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影响
张明辉、夏炜祁、蔡银莺（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4.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对粮食种植比例调整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谭鑫、陆五一（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霍学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教授
吕亚荣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V-04：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7 教室
主持人：司 伟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1. 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论
张跃华（浙江大学）
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 2003-2014 年省级面板数据
崔怡、胡继亮（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3. 基于 SE-SBM-DEA 模型的干旱地区农业保险效率实证研究
蒲娟、余国新、顾景枝（新疆农业大学、中国银行天门支行员工）
4. 基于 Copula 方法的大豆收入保险费率测定：理论与实证
谢凤杰、吴东立、赵思喆（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司 伟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郭 沛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V-05：农民收入与精准扶贫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9 教室
主持人：李玉勤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1. 农户贫困及其决定因素：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描述与实证
程名望（同济大学）
2. 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村贫困动态性研究——来自湖北的证据
汪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政策：驱动增长、缩小差距还是政策失灵——基于
PSM-DID 方法的研究
郑家喜、江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4. 农 民 的多 维 贫困 对 其城镇 定 居的 影 响研 究 ——基 于 中国 综 合社 会 调查
CGSS2010 数据的分析
李宝仪、李萌、杨龙（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李玉勤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尤 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V-06：经营主体与经营方式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1 教室
主持人：孔祥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1. 补贴政策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来自湖南省微观调研的证据
张倩、王全忠、周宏（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庆师范学院）
2. 农户分化背景下种植业结构变动研究
赵丹丹、周宏（南京农业大学）
3. 农户特征、地块差异与水稻种植模式选择：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样本观察
罗观长、陈风波（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经济管理学院学）
4. 资源禀赋、区域特征与粮农兼业化——基于 9 省（区）1647 个粮食种植户的
问卷调研
翁贞林、高雪萍、檀竹平（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现代农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评论人：孔祥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张 舰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V-07：食品安全与消费需求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3 教室
主持人：王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1. 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动力机制与引导策略

全世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2. 消费者亲环境购买行为偏好和动机研究——基于选择实验的实证分析
刘青、周洁红、李凯、鄢贞（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福建农林大学
管理学院）
3. 营养视角下的食物消费与粮食需求——以湖北省城乡居民粮食消费为例
袁梦烨、李晓云、黄玛兰（华中农业大学）
4. 在外就餐会导致超重肥胖吗？——基于中国城乡对比研究
曾起艳、曾寅初（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评论人：王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彭亚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V-08：技术进步与技术服务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5 教室
主持人：陈卫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1. 农业机械化与中国农业种植结构
周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2. 劳动力转移与农业机械化进程——基于诱致性技术进步理论的实证研究
周晓时、李谷成（华中农业大学）
3. 禀赋特征、外部环境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基于水稻种植户的考察
陈江华、罗明忠（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 资市场锁定效应：农户锁定购买行为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孙娟、李艳军（华中农业大学）
评论人：陈卫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庞晓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V-09：乡村发展与森林治理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6 教室
主持人：刘金龙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1. 消费结构变化与中国森林资源增长：1981—2013
梁文远、李凌超、刘金龙、戴瑶（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
2. 森林资源型经济转型中的社会福利损失研究
朱震锋、曹玉昆（东北林业大学）
3. 林权改革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三明个案
侯一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4. 森林采伐管理制度的管制强度如何影响农户采伐收入？
何文剑、徐静文、张红霄（南京林业大学）
评论人：刘金龙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张红宵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V-10：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7 教室
主持人：钱文荣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1.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粮食生产市场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的调研数据
滕玉华、刘长、进胡雯（江西农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 农户非农就业行为与粮食生产问题研究——基于全国 9 省区农户调研数据
刘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3. 劳动力转移规模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门槛值的验证分析
洪炜杰、陈小知、胡新艳（华南农业大学）
4. 转型时期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再考察
钱龙、钱文荣、叶俊焘、洪名勇（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科技学院、贵州

大学）
评论人：钱文荣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张广胜 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18:00-19:30 晚餐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北区食堂三层 教师发展中心
19:30-21:30 特别会议：农林经济管理学术期刊发展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 0101 教室
组织者：李玉勤 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社社长
陈劲松 《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副主编
翁贞林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副主编
1. 三农发展的新态势与学科期刊发展的新使命
李玉勤（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社）
2. 社会科学学术论文规范
陈劲松（
《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
3. 到会学术期刊编辑的自由发言
4. 会议讨论

8 月 22 日上午
08:30-10:30 征文报告第六节（分主题在十个分会场同时进行）

（注意：每位报告者论文发表 20 分钟，评论与提问讨论 10 分钟;地点均
在明德主楼 4 层，主题后标注的是具体教室）
VI-01：市场流通与国际贸易（0404）
VI-03：农地制度与土地流转（0406）
VI-05：农民收入与精准扶贫（0409）
VI-07：食品安全与消费需求（0413）
VI-09：乡村发展与森林治理（0416）

VI-02：资源环境与低碳农业（0405）
VI-04：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0407）
VI-06：经营主体与经营方式（0411）
VI-08：技术进步与技术服务（0415）
VI-10：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0417）

VI-01：市场流通与国际贸易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4??教室
主持人：毛学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1. 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研究
曹慧、吕郢康、林海（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
2. 基于种类变化视角的农产品进口对消费者福利影响
张玉娥（山东师范大学）
3. 中国乳制品进口对乳制品加工业生产率影响研究
魏艳骄、朱晶（南京农业大学）
4. 农产品对外贸易是否影响了中国的环境?
高雪、李谷成（华中农业大学）
评论人：毛学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于晓华 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
VI-02：资源环境与低碳农业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5 教室
主持人：仇焕广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1. 气候变化影响了中国水稻生产布局吗?
尹朝静、李谷成（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气候变化对粳稻的耕地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不同温度带代表省份的分析
费喜敏、刘文倩（浙江农林大学）
3. 极端天气下采用保护性耕作对减少水稻产量损失的影响研究——基于 4 省
1080 个稻农的实证数据
周洁红、唐利群、于晓华（浙江大学、哥廷根大学）
4. 农户气候变化适应对其农业产出的影响效应研究——以陕西省苹果种植户为
例
冯晓龙、刘明月、霍学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仇焕广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柯水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VI-03：农地制度与土地流转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6 教室
主持人：赵翠萍 河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1. 欲退地而不能，会影响粮食生产力吗？——基于处理效应模型的计量分析
刘同山、马旺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德国基尔大学）
2. 经营规模、地权稳定性与土地生产率——基于全国四省地块层面调查数据的
实证分析
刘乐、李登旺、张崇尚、张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3. 规模报酬、规模效益与生产成本视角下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基于江汉平
原 13 个县市水稻种植户的实证研究
王嫚嫚、刘颖、陈实（华中农业大学）
4. 现有土地经营规模对农业长期增长影响有多大
王景、庄丽娟、李大胜、杨学儒、李胜文（华南农业大学）
评论人：赵翠萍 河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洪名勇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VI-04：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7 教室
主持人：周 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1. 结构洞、强弱关系与民间借贷组织——基于 D 村 M 小组的案例研究
李萌、周立、杨龙（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
学院、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 奶牛保险会促进养殖户扩大奶牛养殖规模吗？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张旭光、赵元凤（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 农业保险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的差异性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 GMM
估计
郑春继、余国新、李先东（新疆农业大学）
4. 耕地规模化对粮食种植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效应——基于全国 6492 个农
户数据的统计检验
晁娜娜、杨汭华（中国农业大学）
评论人：周 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毛 飞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
VI-05：农民收入与精准扶贫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09 教室
主持人：李晓阳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1. 链式融资模式与精准扶贫效果
申云、李雪峰（西南财经大学）
2. 四川藏区县域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脱贫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
杨帆（四川农业大学）

3. 贫困残疾人的精准识别方法优化研究
刘宇荧、傅新红（四川农业大学）
4. 生态移民农户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基于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的调研
陈胜东（江西省社科院）
评论人：李晓阳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尤 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VI-06：经营主体与经营方式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1 教室
主持人：朱信凯 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党委书记、院长，农发学院教授
1. 农业投资迂回化的倒“U”型路径——基于农业生产者经营规模的问卷考察
蔡键、林晓珊（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的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黑龙江省的调查
数据
朱丽娟、麻瑛琳（东北林业大学）
3. 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双因素”理论的视角
钟桂荔（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评论人：朱信凯 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党委书记、院长，农发学院教授
钟 真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VI-07：食品安全与消费需求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3 教室
主持人：徐志刚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1. 我国巴氏奶和常温奶的消费格局与未来趋势研究
翟世贤、白军飞（中国农业大学）
2. 基于 SWOT 分析的冬虫夏草产业策略研究
龙文杰（中国人民大学农发学院）
3. 中国马铃薯产业的产销分析
倪坤晓（中国人民大学）
评论人：徐志刚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刘晓鸥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VI-08：技术进步与技术服务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5 教室
主持人：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1. 江苏农户农业信息服务采纳意愿分析——以惠农短信互动平台为例
薛洲、曹光乔（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2.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公平感知对农资零售商知识转移影响的实证研究
孙娟、李艳军（华中农业大学）
3. 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下的基层农业技推广服务体系探析——以营镇农技推广的
实践为例
李博、左停（中国农业大学）
4. 农户期望服务质量对其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以禽流感事件为例
蒯婷婷、胡家香、陈超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阮荣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VI-09：乡村发展与森林治理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6 教室
主持人：孔祥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1. 地方森林治理体系创新试验研究——以福建省永安市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

买为例
涂成悦、傅一敏、刘金龙（中国人民大学）
2. 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林业政策有效性研究——基于福建省 483 户林农的分
析
杨超、宋维明、程宝栋（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 中央林木良种苗木培育补贴政策优化对策研究——基于福建的调查
董加云、戴永务、黄登良、洪燕真（福建农林大学）
评论人：孔祥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王雨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
VI-10：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4 层 0417 教室
主持人：张利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授
1. 父母健康：金钱和时间，孰轻孰重？——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影响的再审视
刘畅、易福金（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市场化改革、要素流动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变化
宁可（南京农业大学）
3. 教育质量与户籍歧视对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
冯波、苏群、吴奇峰（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 迁移特征对子女随迁就学决策的影响——基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实证研
究
刘静、张锦华（上海财经大学）
评论人：张利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授
陈传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10:30-10:50

转场

10:50-12:00 学术前沿报告与闭幕式（全体大会）
地点：明德法学楼 0101 教室
主持人：朱信凯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党委书记、中法学院和国际学院院长
1. 学术前沿报告
报告人：
黄季焜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2016CAFEM 学术委员会主任
2. 闭幕式
1）2016CAFEM 学术委员会工作通报
高校农经教指委秘书长、2016CAFEM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寅初教授
2） 2016CAFEM 征文优秀青年作者奖颁奖仪式
颁奖嘉宾：温铁军教授、黄季焜教授、朱晶教授、唐忠教授、朱信凯教
授等
3） 会议总结
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唐忠教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朱晶教授
12:00-13:30 午餐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北区食堂三层 教师发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