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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秩序与社会文明：纪念夏道平先生学术研讨会” 

在我校召开 

 

10 月 14 日，“经济秩序与社会文明：纪念夏道平先生学术研讨会”

在湖北经济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湖北经济学院主办，由华中师范

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上海启蒙编译所协办，

由湖北经济学院会计学院和湖北会计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承办，本次研

讨会还得到了湖北经济学院科研处、海峡两岸中小企业发展研究院和

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等单位的支持。来自台湾大学、台

湾政治大学、台湾东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

基金、台湾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

上海启蒙编译所、浙江工商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武汉理工大学、重庆文理学院、信阳师范大学等 20 多

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新闻出版机构和企业的 100 多位

与会代表以及湖北经济学院会计学院的部分师生参加了会议。校党委

书记温兴生在会议期间看望了与会代表。 

大会开幕式由湖北经济学院副校长陈向军教授主持，并在开幕式

中介绍了参加了此次会议的嘉宾和单位，并代表湖北经济学院对参加

此次研讨会的各位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湖北经济学院副校长鲁晓成

教授代表湖北经济学院致欢迎辞，他向与会专家学者简要介绍了湖北

经济学院的基本情况与发展现状、“十三五规划”目标与发展战略，教

学与科研优势以及夏道平先生的学术思想与贡献，并希望借助此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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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进一步加强与港澳台及大陆高校的联系和合作，共同推动两岸

三地学术文化交流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夏道

平先生亲属洪铭辉教授与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

曙光研究员分别以《我与我岳父夏道平先生：一个物理学家的观点》、

《夏道平与台湾的自由经济理论》为题进行了致辞。 

会议内容分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两部分。在主题报告环节，湖北

经济学院会计学院夏明教授，著名统计学家、台湾政治大学柴松林教

授，香港城市大学张楚用教授，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冯兴元研

究员，湖北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高善生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黄岭峻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何卓恩教授等 7 位学者依次作了大会主题发言。大会主

题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曙光研究员主持。 

分论坛分别围绕“经济秩序与经济发展”与“夏道平思想与社会文

明”两个议题展开研讨，分别由湖北经济学院会计学院院长胡伟、湖

北经济学院期刊社副主任颜莉、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

兴元、信阳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尹全海主持，与会代表围绕夏道平

先生的生平、自由思想、经济思想以及其他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湖北经济学院会计学院教授夏明主持了本次大会的闭幕式，上海

启蒙编译所所长汪宇主持了自由讨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何卓恩主持

了会议总结，湖北经济学院教授张军作大会总结发言。至此，“经济

秩序与社会文明：纪念夏道平先生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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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财务学研究团队举行本学期第一次学术活动 
 
2017 年 9 月 28 日 15 时，行为财务学研究团队在群贤楼 312 会议

室举办了本学期第一次学术活动。本次活动由团队召集人夏明教授主

持，会议还特别邀请了会计学院副院长黄益雄博士担任特邀嘉宾。团

队其他核心成员及部分学生代表列席了会议。 

本次活动主要探讨两大方面的议题：1.对即将于 10 月 14 日在湖

北经济学院举办的“经济秩序与社会文明：纪念夏道平先生学术研讨

会”做出工作部署；2.探讨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团队科研水平。首先，

会计学院副院长黄益雄详细介绍了“经济秩序与社会文明：纪念夏道

平先生学术研讨会”的基本背景、主要参会嘉宾、日程安排，强调了

会议中应注意的相关细节问题，并组织成立了会议专题小组。夏明教

授则对会议的初步方案做出进一步修改完善，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改

进建议。随后，团队成员围绕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科研水平展开了精

彩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将明确目标、凝练方向、加强合作、资

源共享作为下阶段努力和完善的方向。 

最后，本次活动的召集人夏明教授做了总结性发言。他首先对会

计学院朱继军老师以及范杨婉君、范文林两位青年博士的加入表示欢

迎；其次对团队下一阶段工作的主要方向做出展望。他认为，应该充

分发挥省“百人计划”获得者、团队学术顾问高善生教授的指导作用，

积极利用好高教授提供的学术平台和学术资源，建设良好的学术氛

围，将团队活动规范化、日常化，每月至少举办一次，并鼓励会计学

院更多有兴趣的老师和学生参加。下次活动将由杨婉君、范文林两位

博士担任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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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叶陈刚教授来中心作学术讲座 

 

10 月 21 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叶陈刚教授应邀为我中心作

了一场题为“会计与审计职业道德”的学术讲座。中心研究员和 MPAcc 

2016 级研究生参加了讲座，胡伟院长主持讲座。 

叶教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中华文化的“孝廉”入手，对商

业伦理和社会道德的本质根源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论述。指出在当前社

会和商业领域的非道德行为出现和贪腐案例大量显现，是背离了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原则。缺少中国优良文化自信和传统道德修养，在

市场经济转型环境下的迷茫和对道德的无视和无知。并指出随着当前

中国共产党 19 大胜利召开，在党中央新政策和精神指引下，倡廉反

腐败的机制会持续对社会和商业领域的非道德行为产生重要抑制和

警戒，引导社会良好的风气和正能量不断增长。 

 叶教授对审计和会计专业学生的期望引用前总理朱镕基为国家

会计学院的题词“诚信为本，不做假账”，保持一个独立客观公正的审

计、会计人员的本原和特质。谨遵会计和审计职业道德准则和规范，

做好市场经济的看门人和守望者，将会受到社会的敬仰和尊敬。此外，

叶教授还幽默风趣地回答了在场学生的提问，给予人生的感悟和殷切

关怀。 

叶陈刚教授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和博士后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家，审计专业硕士学位的发

起人和创始人；是国内最早研究商业伦理和会计职业道德的权威学

者，兼任校内外多个专业组织的负责人；被聘为国内著名事务所--大

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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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爱教授入选湖北省高层次人才工程 

 

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公布了 2017 年度相关高层次人才工程人选

结果，李长爱教授获批 2017“湖北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称号；实现了学

校在该项目上零的突破。 

 

行为财务学研究团队举行本学期第二次学术活动 

 

2017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行为财务学研究团队在群贤楼 312 会

议室举办了本学期第二次学术活动。本次活动由团队召集人夏明教授

主持，团队其他核心成员及部分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活动邀请了本年度会计学院两位新进博士杨婉君、范文林做

专题学术报道，付强老师、朱继军老师担任评议人。两位博士报告的

主题分别为《媒体关注、管理者特征与现金股利政策》、《制度背景、

政府财税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两位博士从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

思路与框架、研究内容与方法、理论基础与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与创

新等方面对研究的主题给予了生动、详实的报告，使在座听众受益匪

浅。随后，两位评议人对两位博士的报告做出了精彩的点评，在肯定

了两位博士选题意义深刻、研究基础扎实、准备充分，研究思路清晰

的同时，也坦诚的指出了报告在理论的逻辑性、研究的先进性等方面

存在的不足。参会其他老师和同学也积极发表意见，参与讨论，会议

现场学术气氛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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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次活动的召集人夏明教授做总结性发言。他首先对范文

林、杨婉君两位青年博士的学术报告以及点评人的中肯评论表示感

谢；其次进一步阐释了学术思想和方法工具之间的关系，并积极推荐

了“经济学通识 365”音频，希望大家能从更宽阔的视野来从事财务及

会计学研究。下一次活动将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鼓励下，围绕着三

大基金的申报工作，以恳谈会和专题报告的形式展开，欢迎会计学院

的老师和同学参加。 

 

 

“首届碳会计与碳金融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11 月 29-30 日，“首届碳会计与碳金融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湖北经济学院主办，湖北经济学院会计学院和湖北会计

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承办，还得到了校科研处和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

同创新中心等单位的支持。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西悉尼大学、索诺

马州立大学、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台湾

东华大学、暨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财经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河南工业

大学、闽江学院等 20 多所境内外高校以及我校会计学院的部分师生

代表，共 10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29 日上午大会开幕，开幕式由会计学院院长胡伟主持。副校长陈

向军教授代表学校致欢迎辞，他向与会专家学者简要介绍了湖北经济

学院的基本情况与发展现状、“十三五规划”目标与发展战略，教学与

科研优势以及此次会议的召开背景与意义，并希望借助此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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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的联系和合作，共同推动国内外碳会计与碳

金融学术交流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湖北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温兴生

教授、西悉尼大学唐清亮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弗朗西斯科· 阿斯奎

博士分别以《武汉建设全国碳市场中心思考与建议》、《A Review of 

Carbon Accounting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Corporate Carbon Management》、《New Frontiers in Carbon Accounting》

为题作了主题发言。 

29 日下午研讨会分设中文和英文两个分会场进行分组讨论，分别

由湖北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奋勤教授、南京财经大学蒋琰教

授、台湾东华大学侯介泽博士、湖北经济学院谈多娇教授主持，与会

代表紧紧围绕碳会计、碳审计、碳披露、碳绩效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及

其经济后果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和交流。 

30 日上午，部分与会代表与会计学院就碳会计与碳金融的人才培

养、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术研究、团队合作交流以及下届会议安

排等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并达成了共识。随后，与会代表还参访了

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并就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议题进

行了讨论。 

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孙永平博士主持

了会议闭幕式，会计学院社会环境信息与碳会计方向负责人刘群副教

授作大会总结发言。至此，“首届碳会计与碳金融国际研讨会”圆满闭

幕。 

此次研讨会不仅对推动我国碳会计与碳金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而且也对我校如何开展碳会计与碳金融方面的人才培养具有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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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财务学研究团队举办本学期第三次团队活动 

 

2017 年 11 月 30 日 15 时，行为财务学研究团队在群贤楼 312 会

议室举办学术恳谈会，由团队召集人夏明教授主持，高善生教授和团

队成员及部分师生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活动全体成员首先学习了党的“十九大”相关文件，围绕着习

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党在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资

本市场改革，企业家创新等问题展开讨论。随后付强和徐伟两位老师，

结合学习“十九大”的心得体会，就这次三大基金的课题申报作了主旨

发言。付强围绕着申报课题“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相

互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从党组织作为新时期国有企业核心的治

理要素出发，研究了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监事会与管理层成员中的

职位重合程度等变量指标，进而测量企业内部党组织治理功能，在此

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探讨这种治理方式对企业社会责

任的信号传递效应。选题新颖独特、针对性强。徐伟围绕着申报课题

“认知行为视角下的企业制度变迁和管理绩效——基于企业家理论”，

从“十九大”特别强调新时期企业家精神出发，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方法

的基础上，基于企业家个人主观认知行为与企业制度变迁和管理绩效

的关系，探讨企业的行为本质上是一个“被感知的现实-企业家信念-

契约规制-绩效测评-改变了的被感知的现实”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

程，这个主观的过程再次凸显了企业家精神和制度变迁的重要性。选

题立意深远，挑战性强。在刘迅和李井林对两位发言作了点评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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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生教授结合两位的选题就课题立项的问题作了指导。高教授指

出：选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立足“新、宽、深”。说法要新，

要吸引评委的眼球，方法要新，要跳出常规的思维；视阈要宽阔，在

了解学术前沿动态的同时，尽量摆脱本专业的束缚进行多学科交融，

题目不要太大，尽量小中见大；最重要的还是要静下心来，作深厚的

学术沉淀，现在竞争愈来愈激烈，想碰运气、走关系都是靠不住的。

随后参会的老师就各自的选题同高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最后夏明教授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认真学

习“十九大”文件绝不是一句空话，团队成员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专长，

在消化“十九大”精神的前提下，凝练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选题；而在创

作的过程，要尽量打消自我意淫，站在评委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标书，

要多听不同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对立的意见；话说千句，不如抬腿而

行，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早点拿出初稿，反复打磨，还是那句老话：

结果不重要，过程最享受。团队还讨论了有关经费使用的问题，并对

郭洁老师一直以来对团队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会计学院刘

群、李家和老师应邀参加了本次团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