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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2019 年平台考核排名第三

根据《湖北经济学院科研平台管理办法（试行）》（鄂经院发〔2019〕

97 号），报经相关校领导同意，湖北经济学院 2019 年度 28 个平台

考核，湖北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以绩效综合得分 181.1 分，排名第三。

中心研究员谈多娇教授获 2020 年第三届 IMA

中国管理会计春季短案例比赛一等奖

中心研究员谈多娇教授，撰写的案例 Profit Logic of Internet

Companies——a Case of Luckin Coffee(互联网企业盈利逻辑——

以瑞幸咖啡为例)（共同撰写人冯鑫、Bilal），获得由 IMA 美国管理

会计师协会和 IMA 中国管理会计教育专家委员会举办的 2020 年第三

届 IMA 中国管理会计春季短案例写作大赛一等奖。获奖的案例经过修

订合格后将在中文《战略财务》杂志发表。

中心研究员夏明教授携手学生周俊参加

第 16 届奥地利经济学年会

2020 年 8 月 29-30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

杭州吴晓波“思想食堂”承办的“新经济 新企业-2020 中国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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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企业家圆桌论坛”及“第 7 届公共政策年会暨第 16 届奥地利经

济学年会”在杭州黄龙饭店采用“线下线上”方式隆重举行。

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张维迎、韦森，著名奥派经济学家冯兴元、

毛寿龙、朱海就等参加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心研究员夏明教授向

大会提交了“荧光闪烁 薪火相传-奥派经济学年会 15周年记”的学

术论文，这是夏明教授继“筚路蓝缕 匍匐前行-哈耶克年会 10 周年

记”的姊妹篇。两篇论文生动记载了奥派年会 15年来所走过的艰辛

路程，并对奥派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主线经济学进行了阐释。

由于疫情的原因，夏明教授没有亲自参会，但在线上用音频的方

式向大会作了发言。尤为可喜的是，由夏明教授推荐，刚刚考取山东

大学理论经济学研究生，我校金融学院学生周俊同学，以最年轻的学

者身份全程参加了会议，向年会提交了“以过程思想发现经济平等”

学术论文并在大会上宣读，受到了与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高度赞赏

和鼓励。周俊等一批青年才俊的加盟，预示着奥派经济学暨主线经济

学的发展后继有人，前程似锦。

中心 2项课题获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日前，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评审结果公布，

中心 2 项课题获准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具体立项名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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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名称 姓 名

项目

类别

所在

学科

1
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的多维减

贫机理、效应及提升机制研究
刘 迅

一般

项目
管理学

2
社会资本、CEO 权力与企业资源配

置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贺 琛

青年

项目
管理学

中心研究员杨琬君博士课题获准湖北省教育厅

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立项

日前，湖北省教育厅公布了 2020 年度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

目立项名单，中心 1 项课题获准立项。具体立项名单如下：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项目

类别

项目

负责人

Q20202205

湖北省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

信息披露的合法性形成机理和社

会网络治理研究

中青年人

才项目
杨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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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研究员谈多娇教授课题获 2020 年省社科

基金后期资助

近日，2020 年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拟立项

名单公布,中心 1 项课题获资助。具体立项名单如下：

课题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成果形式

绿色发展背景下的湖北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情况及相关会计准则研究
谈多娇 研究报告

中心 2项课题获湖北经济学院 2020 年度

科研培育项目立项

根据《湖北经济学院 2019-2020 学科建设方向、团队、项目一体

化推进方案》（鄂经院发〔2019〕）的精神，结合《湖北经济学院科

研培育项目实施办法》（试行）。2020 年科研培育（旗舰、重点、

一般）项目经校学术委员会、校外专家评审推荐，中心立项 2项，其

中重点项目项，一般项目 1 项。具体立项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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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别
课题名称

项目

负责人

1
重点

项目

合作社供应链金融缓解涉农产业融资约

束的机理及优化机制研究
刘 迅

2
一般

项目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风险交互传导机理与

利益共生演化机制研究
夏 喆

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副所长刘力云研究员

应邀来中心作学术报告

10 月 30 日，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副所长刘力云研究员应邀来中心

作主题为“当前审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会

计学院胡伟院长主持，中心研究员、MPAcc 研究生和本科生到场聆听。

刘力云研究员从《审计研究》用稿情况、当前国家审计要研究

的话题和如何提升论文质量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讲解。她在报

告中通过大量精彩的案例，将国家审计在实践中情况生动地呈现出

来，报告内容丰富，在场师生表示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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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会计导刊》和《财会月刊》主编应邀

来中心作学术报告

11 月 22 日上午，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财务与会计导刊》（理论

版）、《财务与会计导刊》（实务版）、《财会文摘》执行编辑靳毓

博士和《财会月刊》副主编雷鹏飞博士应邀来中心作学术报告。中心

副主任黄益雄和部分研究员及硕士研究生参加了交流会。

靳毓博士以“论文投稿要求”为主题，对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财务

板块的选稿流程、选文标准、转载量、编辑流程等事项进行了详细深

入地讲解。

雷鹏飞博士以“期刊用稿需要”为主题，对财会月刊全年的刊载

量、选题标准和相关前沿话题进行了报告。

此次报告内容详实，老师和学生们受益匪浅。对中心进一步强化

科学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中心3项课题获2020年度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

项目评审立项

近日，2020 年度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有关项目评审结果的公

示，中心 3 项项目获 2020 年度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评审立项。具体立项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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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姓 名

1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

效率研究
黄海燕

2
“创新驱动”战略下湖北瞪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因素及传导路径研究——管理者能力视角
胡慧娟

3 基于农地感知价值的农户土地经营权退出行为研究 吴 萌

胡伟教授当选湖北省会计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2 月 19 日，湖北省会计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

湖北省财政厅总会计师刘仁樵出席会议并致辞，湖北省会计学会第五

届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佐祥，武汉市会计学会会长、《财会月刊》杂志

社总编辑刘兴榜，湖北省民政厅田维虎，湖北省财政厅会计处处长沈

自力，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张兆国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王永海参与此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北省会计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湖

北省会计学会第五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湖北省会计学会第六届

理事会换届选举办法》和《湖北省会计学会章程》，选举了湖北省会

计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及其领导机构。中心研究员胡伟教授当选为新一

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心副主任黄益雄和李长爱教授、谈多娇教授当

选新一届理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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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增设资本运营研究中心

为适应会计学科实务应用与特色理论研究的需要，学科交叉融合

背景下会计专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对外专项咨询研究与科研合作的需

要，报经学校相关部门同意，湖北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增设内部机构资

本运营研究中心。资本运营研究中心设主任 1名，由学院院长兼任；

设执行主任 1 名，由财务管理系许志勇博士担任，负责中心日常工作。

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要业务为：1、咨询业务：（1）企业咨询：

商业模式、战略管理、税收筹划等。（2）投行咨询：VC/PE 投资、

天使投资、上市财务顾问等。（3）政府咨询：PPP 项目咨询、项目

孵化、政府补贴项目等。2、咨询式培训：中小企业创新融资模式、

供应链金融、信任链融资、PPP 融资、上市筹划、产业基金、投行业

务、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战略会计、财务信息集成等。3、横向课

题：承接校外的委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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