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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

主办单位

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农村金融学教研组

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农村金融专业委员会

指导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福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承办单位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普惠金融研究院

协办单位

《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改革》《金融评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农村金融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林业经济问题》《东方论坛》《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等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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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参加“第十六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

论坛微信群
WeCha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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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参会须知
General Information

论坛注册

注册地点：福州中海凯骊酒店大堂

注册时间：2022年8月19日（周五）9:00-22:00

2022年8月20日（周六）7:00-8:10

会 议 费：600元人民币（包括进入主论坛和分论坛，胸牌、会议手册、茶

歇、会议用餐等，特邀嘉宾和报告论文的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免收会议费，

每篇汇报论文仅限1名学生免会务费）。

论坛时间 2022年8月19-21日

论坛地点

主会场：福州中海凯骊酒店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高新区高新大道1-1号中海寰宇天下56号楼）

线 上：腾讯视频会议

论坛用餐

本次论坛提供 19日晚餐、20日午餐、20日晚餐与 21日午餐

地点：福州中海凯骊酒店二层餐厅（请凭餐券用自助餐．．．．．．．．）

用餐时间：午餐 12:00-13:30晚餐 18:00-19:30

酒店退房 下午14:00之前

演讲 PPT

请于 8月 18日 21:00前将 PPT发送至以下邮箱：

分论坛 A1、A2、A3报告人 PPT：linxyhi@163.com

分论坛 B1、B2、B3报告人 PPT：1132192713@qq.com

分论坛 C1、C2、C3报告人 PPT：568882422@qq.com

分论坛 D1、D2、D3报告人 PPT：83695363@qq.com

分论坛 E1、E2、E3报告人 PPT：516876867@qq.com

分论坛 F1、F2、F3报告人 PPT：282101089@qq.com

论坛服务

会务组邮箱：ruralfinance2022@163.com

会议注册及会务组负责人：李坤明（18305999738）

郑海荣（13809517328）

何均琳（150800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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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备会
Preparatory meeting

2022年 8 月 19 日︱19:00 - 20:00︱酒店 多功能厅 1

主持人 何广文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会议内容 通报论坛筹备和有关工作安排情况

参加人 各参会单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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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坛议程
Agenda

2022年 8月 20 日︱08:30 - 12:00︱酒店中海宴会厅 1

（腾讯会议号：768263582）

开幕式及主旨演讲

8:30-8:50

开幕式

主持人：唐振鹏 福建农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兼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致辞嘉宾：兰思仁 福建农林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 教授

孙同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金融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中国农村发展学会秘书长

8:50-9:10 合影留念

9:10-10:20
主旨演讲Ⅰ

主持人：唐振鹏 福建农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兼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9:10-9:30 王 宾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副司长

9:30-9:50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9:50-10:10 江 涛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副行长

10:10-10:30 谢建潮 福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10:30-10:40 茶歇/交流

10:40-12:00
主旨演讲Ⅱ

主持人：何广文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10:40-11:00 胡金焱 青岛大学党委书记 教授

11:00-11:20 张永良 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副主任

11:20-11:40 冯兴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 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农村金融专委会主任

11:40-12:00 杨 蕾 中共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委书记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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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20 日︱13:30-17:40︱酒店 中海宴会厅 1

（腾讯会议号：151249562）

分论坛A1: 数字普惠金融（1）

主持人 孔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评论人
胡振华 （温州大学商学院院长 教授）

罗兴（郑州大学商学院 副教授）

13:30-15:30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吴强（成都理工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信贷质量的影响研究

纪炜枫，郑海荣（福建农林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消费

管志豪，韩坚（苏州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CHFS2019数据的实证

余晓雯，马红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

中国特色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王小华，贺文瑾（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县域企业创立吗？——以湖南省为例

梁常安，杜国明（东北农业大学）

普惠金融提高农户收入了吗——基于非线性和中介效应视角

尹新尧（内蒙古大学）

“双碳”政策舆情与三大板块期货指数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VAR-DCC-GARCH-BEKK模型

吴彬红 ,刘党文 ,董丙瑞 ,谢帮生（福建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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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A2: 数字普惠金融（2）

主持人 葛永波（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教授）

评论人
张正平（北京工商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王小华（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15:40-17:40

数字普惠金融、生计资本与农户生计策略

黄倩，孙雨桐，熊德平（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城乡融合吗？——基于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的检验

戴浩，魏君英（长江大学 ）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影响与机理

黄祖辉，宋文豪，叶春辉（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钱水土，程洁（浙江工商大学）

新发展理念视域下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

史小坤，宋鹏鹤（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乡村建设的耦合协同关系研究

罗兴，徐贤焱，何奇龙（郑州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刘鑫，韩青（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数字金融的使用能够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吗？

——基于意外事件冲击的考量 陈玮，王翌秋（南京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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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月 20日︱13:30-17:40︱酒店 多功能厅 1

（腾讯会议号：172649737）

分论坛B1: 数字普惠金融（3）

主持人 辛立秋（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评论人
司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孙光林（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讲师）

13:30-15:30

中国县域普惠金融空间差异演进与比较研究：传统与数字

傅巧灵,张莹,杨泽云（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

数字鸿沟与农户数字金融参与

张龙耀，李超伟，王睿（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数字化转型的信贷审批资源释放效应

周南，张龙耀（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金融科技赋能涉农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孙继国，黄亚南（青岛大学）

数字金融视角的专业农户增收效应研究

翁飞龙，王月，张强强，霍学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马彧菲，王媛媛，熊德平（云南财经大学）

金融科技赋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张正平，董晶（北京工商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信用社系统资金流动的影响研究

王重润，高玮，赵冬（河北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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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B2: 数字普惠金融（4）

主持人 蒋远胜（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教授）

评论人
林朝颖（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徐光顺（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系副主任 讲师）

15:40-17:40

数字金融发展影响银行业规模吗？

——来自县域商业银行网点数量的证据

张正平，王 琼（北京工商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金融机构风险承担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

吴本健，李艾乐，杨聪慧（中央民族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影响

吴本健，刘金承（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基于城乡多维差距视角

黎毅，蒋青松，罗剑朝（重庆工商大学）

数字支付对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陈宝珍，任金政（北京联合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普惠金融的影响

——基于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的研究

王晴，夏兴雨（中山大学，深圳大学）

数字金融使用能否提高农民幸福感？

胡杰，王宗林，罗剑朝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农村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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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月 20日︱13:30-17:40︱酒店 多功能厅 2

（腾讯会议号：400721708）

分论坛C1: 数字普惠金融（5）

主持人 郭沛（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评论人
周孟亮（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李宾（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13:30-15:30

基于演化博弈的涉农数字信用共享生成机制研究

李善民，宁满秀（福建农林大学）

农户职业分化、信息比较优势与金融联结

陈小知，米运生，邓伟华（广东金融学院，华南农业大学）

农地流转率如何突破？——金融科技发展对农地交易半径的影响

米运生，詹舒琪，邓伟华（华南农业大学 ）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及其空间效应分析

覃朝晖，潘昱辰，范亚莉（三峡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调查数据的实证

曾之明（湖南工商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协同关系及动态演化

曹俊勇（五邑大学）

透视农业巨灾风险评估：理论、方法与发展展望

孔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货币政策对生猪产业链价格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实证分析

曾杭彬，王思淇，林丽琼（福建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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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C2: 绿色金融与农村发展

主持人 周月书（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

评论人
石宝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展改革处副处长 教授）

黄倩（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副教授）

15:40-17:40

农户绿色生产投资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福建省539 户农户调查数据

周悠然1，余丽燕1，程松（福建农林大学）

农村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李建英，战爽（河北经贸大学）

“双碳”目标下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时空特征及障碍因子诊断

王君萍，刘亚倩，李善燊（西安石油大学）

信贷约束、银保互动与农户创新种子采纳

——基于黄土高原麦区的田野实验

吴海霞，余乐山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

自主采纳还是参与外包服务

——农业保险政策对农户绿色技术采纳策略的影响分析

史立刚，彭红军（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与农业经济增长

李伶俐，胡小英，王定祥，刘娟（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制度环境、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债务融资

——来自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证据

鲁益雨，余丽燕（福建农林大学）

绿色金融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机制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吴平，张洪瑞（四川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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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月 20日︱13:30-17:40︱酒店 多功能厅 3

（腾讯会议号：921148561）

分论坛D1: 农业经营主体融资行为（1）

主持人 罗剑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评论人
宁满秀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李庆海（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

13:30-15:30

互联网使用能否提高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

——来自江苏省471户家庭农场的微观证据

刘学胜，王翌秋（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人力资本、融资约束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绿色生产技术行为

——以测土配方肥为例

余丽燕，叶航杰，梁辉堡（福建农林大学）

“低学历”抑或“高学历”：谁带来了更高的违约率

石宝峰，田锦萱，孙梦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

弱势担保品与农户信贷——基于缓解林权抵押约束的证据

程军国，刘璨，刘浩，何婧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林业与草原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三位一体”信用合作缓解农户融资约束的理论解析与案例剖析

——以民钰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

何广文，丁凯莉，陈晓洁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将贷款发放给应得之人——来自中国扶贫小额信贷的实践

苏雪，张莉琴（中国农业大学）

融资约束是否影响了企业海外农业直接投资？

林颖佳，徐明康，林本喜，杨金发（福建农林大学，闽江学院）

数字金融与金融运营效率：孰因孰果？——基于动态DEA与PAR模型

王定祥，胡小英（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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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D2: 农业经营主体融资行为（2）

主持人 米运生（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评论人
何婧（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胡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15:40-17:40

信贷可得性能否促进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

——基于农户加入合作社的调节效应

余丽燕，梁辉堡，鲁益雨（福建农林大学）

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家庭财务脆弱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李聪（青岛大学）

家庭财富、社会资本与农户正规信贷约束

付琼，冯文秀（吉林财经大学）

金融能力、正规信贷约束与农户创业行为

周才云，刘森（华东交通大学）

收入渴望何以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借贷行为

——基于两个整村追踪数据的经验证据

尤亮，申洲尧，张珩（山西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加入农业产业链可以缓解农户信贷配给难题吗？

赵囡，吕德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正规借贷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评估及影响评价研究

杨晓燕，夏咏（新疆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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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月 20日︱13:30-17:40︱酒店 多功能厅 5

（腾讯会议号：151554821）

分论坛 E1: 农业经营主体融资行为（3）

主持人 吴平（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教授）

评论人
周才云（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陆智强（宁波大学商学院 副教授）

13:30-15:30

数字信用平台缓解农户融资约束的微观机制及经验证据

李善民，宁满秀（福建农林大学）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以河北、湖南、广西三省为例

罗荷花，姚璇（湖南农业大学）

数字参与能够提高农村家庭的幸福感吗？——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

范蕊，杨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促消费，先扶智”：金融素养与农户消费——基于正规借贷的中介作用分析

王慧玲，杨少雄，孔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正规信贷对牧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源于新疆天山牧区的实证检验

赵兰兰，李先东，夏咏（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流

动站）

家庭生命周期、资产结构与农户消费水平

黄倩，李姜潞（云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定向降准、农户生产性信贷约束与融资决策——基于CHFS的实证研究

钱水土，方立凯（浙江工商大学）

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规模的影响研究

林少杰，黄张督，林小燕（福建农林大学）



会议手册
第十六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

第15页

分论坛 E2 农户金融素养

主持人 王修华（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院长 教授）

评论人
孙继国（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冯林（山东财经大学山东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 教授）

15:40-17:40

金融素养影响农村家庭债务杠杆吗？——来自2019年CHFS的经验证据

黄晓莉，王思淇，林丽琼（福建农林大学）

数字金融素养与农民财产性收入

李方华，臧敦刚（四川农业大学）

数字素养VS金融素养：谁主导了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

温涛，刘渊博（西南大学）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西部5省1756份调查数据

张林，刘秋伶（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研究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

邱恩，陈姝玥，邢大伟（扬州大学）

金融素养自信偏差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婷，王建英（浙江财经大学）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增收效应研究

周光霞，孙帅，裴盼盼（齐鲁工业大学）

中国居民金融素养研究进展—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

马梦婷，周光霞（齐鲁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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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月 20日︱13:30-17:40︱酒店 董事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309118153）

分论坛 F1: 农业保险与风险管理

主持人 温怀斌 福建省保险学会专职副会长

评论人
林丽琼（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马彧菲（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副教授）

13:30-15:30

科技+数据：赋能农业保险精准化发展——基于县域承保理赔的案例分析

郭凤茹，张恩情 任金政 李焕宝（中国农业大学）

金融素养能否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度?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林欣，涂然，林素絮（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农户对玉米完全成本保险的支付意愿研究-以通辽市为例

郝冰（内蒙古农业大学）

养老保险政策调整对城乡居民参保行为影响

周小倩，王地，林本喜（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ARDL-ECM模型

张颖，董宇（吉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储蓄还是保险：农户农业保险认知对农业保险需求影响的研究

赵雨竹，易福金（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与驱动机制研究

张林，肖娇，贺宝玲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南大学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农业保险对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影响及其差异

霍心如（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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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F2: 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和治理

主持人 王定祥（西南大学智能金融与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 教授）

评论人
彭红军（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张林（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15:40-17:40

数字化转型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赋能作用分析——基于双重目标的视角

亓浩，周月书（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什么决定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绩效？

——基于农信系统58个案例的模糊定性比较分析（fsQCA）

罗建章，周立（中国人民大学）

数字化转型与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基于文本挖掘法的实证研究

张正平，纪环宇（北京工商大学）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问题实质及其背后管理模式研究

——基于村镇银行主发起行职责定位的监管政策演变

刘伟明（上海市协力（贵阳）律师事务所）

地理距离、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农户信贷风险——来自东南某省农信系统的证据

郑海荣，马九杰（福建农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合作社与地方政府共同支持型农村银保互联模式研究

江如梦，刘西川（华中农业大学）

合作金融组织的本质规定与实践反思

刘西川，杨梦瑶（华中农业大学）

银行扩张与风险承担-基于银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视角

郑宁，杨小洋，祁敬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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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月 20日︱19:30-20:30︱酒店 董事会议室

主 题 学科建设研讨暨优秀论文评选

主持人
马九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教授

熊德平 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金融学院院长

参加人

各参会单位代表

各分论坛主持人及评论人

第17届农村金融发展论坛申办单位代表

2022 年 8月 20日︱19:30-20:30︱酒店 多功能厅 1

（腾讯会议号：172649737）

主 题 期刊论坛

主持人 何婧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嘉 宾

（按嘉宾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程 炼 《金融评论》编辑部主任 研究员

黄 迈 《农村金融研究》执行副主编

柯 宓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编辑

曲丽丽 《东北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

孙继国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

唐振鹏 福建农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兼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林业经济问题》主编

王建平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

杨伦增 《林业经济问题》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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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月 21日︱8:30-10:00︱酒店 中海宴会厅 1

（腾讯会议号：727871522）

分论坛 A3: 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

主持人 庄佩芬（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评论人
刘俊杰（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地政策研究室处长 研究员）

张宁（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副教授）

8:30-10:00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张淑云，马红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

熊德平，李姜潞，黄倩（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加剧还是缓解：金融素养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谭卓敏，柳松（华南农业大学）

金融素养、家庭决策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曹瓅，雷天珍（南京财经大学）

金融借贷、家庭创业与农户返贫防范——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高静，张榆琴，李学坤（云南农业大学）

小额信贷能否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

吴本健，李哲（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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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月 21日︱8:30-10:00︱酒店 多功能厅 1

（腾讯会议号： 176473001）

分论坛 B3: 金融风险和担保

主持人 严佳佳（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评论人
任金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海新权（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金融系主任 副教授）

8:30-10:00

宅基地流转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曹守慧，孙飞，丁士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共徐州市委党校市情研究室）

农业信贷担保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胡杰，罗剑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农村金融研究中心）

政策性担保机制降低了谁的融资门槛？——基于信息甄别视角的机制检验

许黎莉，朱雅雯，乌云花，陈东平（内蒙古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基于惠农政策的农村金融系统性风险研究

马钱挺，周月书（南京农业大学）

演化博弈视角下银保联动支农的风险分摊决策研究

李善民，宁满秀（福建农林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

邱石，朱凯凯，林小燕（福建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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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月 21日︱8:30-10:00︱酒店 多功能厅 2

（腾讯会议号： 819190527）

分论坛 C3: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主持人 邓启明（闽江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教授）

评论人
邓衡山（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赵丽娟（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讲师）

8:30-10:00

中国共产党农村合作金融道路的实践成就和历史经验

邓睦军，王丽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

农村金融对现代农业的影响分析——基于金融功能视角

赵周华，张越（内蒙古科技大学）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演化与驱动

李海央，冯朝睿，李达（昆明理工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主体响应机理及仿真

姜宏坤，辛立秋（东北农业大学）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性分析

王林蔚，孔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金融支持农村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路径研究——以三明为例

吴伟聪，吴斌，涂永强（三明银保监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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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月 21日︱8:30-10:00︱酒店 多功能厅 3

（腾讯会议号： 451178951）

分论坛 D3: 乡村振兴与“三农”发展

主持人 谢志忠（泉州师范学院商学院 教授）

评论人
王晴（中山大学 副教授）

耿进强（河北地质大学 副教授）

8:30-10:00

玉米“价补分离”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再审视

丁永潮，吕开宇（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农地与家庭资产：转入土地的农民一定致富吗？

徐丽娟，蒋远胜（四川农业大学）

基于 BEKK 模型的大宗蔬菜跨品种价格传递研究

韩梦娟，宋长鸣（华中农业大学）

“硬件”建设、“软件”壁垒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的解释

张皓乙，宁满秀，刘颖（福建农林大学）

加入合作社能有效促进农民采纳绿色生产行为吗？

——基于PSM 方法的实证分析

余丽燕，刘赟，林珍瑜（福建农林大学）

乡村振兴经验的扎根分析：以浙苏鲁 16 村为例

崔桂莲，周梦娜（齐鲁工业大学）



会议手册
第十六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

第23页

2022 年 8月 21日︱8:30-10:00︱酒店 多功能厅 5

（腾讯会议号： 982549612）

分论坛 E3: 农村金融和共同富裕

主持人 王林萍（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评论人
董晓林（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

陈宝珍（北京联合大学 讲师）

8:30-10:00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

薛凯芸，王越，胡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数字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姚凤阁，梁珈源（哈尔滨商业大学）

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分析和实现路径

周孟亮，彭雅婷（湖南农业大学）

农村信用互助、农户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

王刚贞，杨梦琦（安徽财经大学）

乡村振兴视角下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李艳秋，辛立秋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乡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理论逻辑与初步设计

何茜，温涛（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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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月 21日︱8:30-10:00︱酒店 董事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 859296080）

金融学国家一流专业建设圆桌论坛

主持人 朱孟楠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学类专业教指委委员

嘉 宾

（按嘉宾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管 曦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何 婧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

罗剑朝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一流专业负责人

彭东慧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博士

吴 平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周月书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金融学一流专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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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月 21日︱10:10-11:30︱酒店 中海宴会厅 1

（腾讯会议号：727871522）

主持人 马九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教授
普惠金融改革经验介绍

嘉 宾
（按嘉宾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苏雄丰 龙岩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周伟峰 宁德市政府办副主任兼宁德市金融办主任
普惠金融圆桌论坛

嘉 宾

（按嘉宾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董辉炯 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普惠金融部总经理

郭 沛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刘建雄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福建省分公司高级专家

林丽琼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伊志峰 中国人民银行龙岩市中心支行行长

张正平 北京工商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2022 年 8月 21日︱11:30-12:00︱酒店 中海宴会厅 1

（腾讯会议号：727871522）

闭幕式

主持人 熊德平 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 金融学院院长

活动内容

1. 优秀论文颁奖

2. 各分论坛联络员汇报分论坛情况

3. 论坛总结

4.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产学研实践教学基地授牌仪式

5. 宣布下一届论坛承办院校

6. 承办院校代表讲话

7. 宣布论坛闭幕



会议手册
第十六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

第26页

四、会议酒店及交通路线
Conference hotel and traffic routes

（一）会议酒店：福州中海凯骊酒店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高新大道1-1 号中海寰宇天下56号楼

（二）交通路线

路线1：福州站——中海凯骊酒店

方案一：福州站北广场 → 福州火车站 地铁站-B 口（1号线乘坐 5站）→ 南

门兜 地铁站（站内换乘，2 号线乘坐 9 站）→ 董屿 福建师大 地铁站-C2 口

→ 大学城客运西站 公交站（换乘 318路公交，乘坐2站）→ 建平村（根雕街）

公交站 → 直行步行855米 13分钟到达。

方案二：福州站北广场 （308 路乘坐 15 站）→ 上浦路口 公交站（同站换乘，

96/42/318/123 路乘坐 7站）→ 博仕后家园 公交站 → 直行步行 1100 米 17分

钟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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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乘坐出租车前往中海凯骊酒店，约花费30分钟左右，车费 55元左右。

路线2：福州南站——中海凯骊酒店

方案一 ：火车南站 公交站（309 路乘坐 24站）→ 汽车南站 公交站 → 安淡 公交

站（同站换乘，318 路乘坐 14 站）→ 福建省档案馆（建平村）公交站 → （同站

换乘，地铁接驳3号专线乘坐2站）→ 久策大厦 公交站 → 步行直行536米到达。

方案二：乘坐出租车前往中海凯骊酒店，约花费30分钟左右，车费 60元左右。

路线3：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 中海凯骊酒店

方案一 ：空港快线长乐机场站（公交站空港快线大学城专线乘坐 1站）→ 旗山梅

园酒店 公交站 → 步行 353 米 → 上街 地铁站-A口（2号线乘坐 4站）→ 后庭 地

铁站-B口 → 步行直行 500米后左转直行 900 米到达

方案二：乘坐出租车前往中海凯骊酒店，约花费60分钟左右，车费 18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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