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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胡伟带队参加 2016年首届中国会计学 

博士生学术研讨暨毕业意向交流会  

2016 年 1 月 8-10 日，首届中国会计学博士生学术研讨暨毕业意

向交流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重庆大学、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 10 多家高校共同发起主办。

中心主任胡伟、副主任黄益雄和两位青年博士参加了此次交流会。 

来自境内外 50 多位会计学博士研究生和 40 多所高校参加了本

次交流会，20 多位博士研究生报告了论文。报告论文的博士生现场

接受各招聘单位的提问，通过这种形式一方面展示了博士生自身风

采，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各用人单位对其了解的程度。交流会还提供

了招聘单位与求职博士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会议期间，中心主任胡伟还带队拜访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

员上海交通大学夏立军教授，夏教授对曾义和贺琛两位博士的基金

申请书进行了面对面辅导。 

 

猫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苏国兵应邀来中心讲学 

2016 年 1 月 10 日，香港猫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武汉

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纺织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苏国兵应邀来中

心讲学。主讲题目是“强化企业成本控制，提高核心竞争力”，中心

2015 级 MPAcc 研究生参加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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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兵基于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诸多变化以及最近

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的严峻挑战，首先深入剖析了强化企业成本控制、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意义；然后就成本控制范围、实施者及

控制节点等三个方面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辨析，提出了成本控制范围、

成本控制实施者和成本控制节点的新见解，指出要提高核心竞争力，

必须用全局眼光、战略眼光和发展眼光以及联系的思维看待成本及

成本控制；第三，结合香港猫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实践，分

别从企业价值链各关键环节全面阐述了公司决策层强化成本控制、

提高核心竞争力的策略与方法；最后，他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成

长经历和感悟，并从如何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等方面，对同

学们的学业及职业规划提出了宝贵建议。 

整场讲座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进行。苏国兵风趣幽默的语言、

形象准确的比喻、深入浅出的阐释、生动丰富的案例以及新颖独到

的见解，使同学们对成本控制理论与实践、所学专业以及自身未来

职业规划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研究生工作站项目组赴华工科技调研  

2016 年 1 月 12 日，中心教师邵天营、胡慧娟带领研究生团队赴

我校研究生工作站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工科技副总裁

兼财务总监刘含树和财务部部长王霞就“高新技术企业内部控制”相

关问题进行了调研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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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含树首先就公司的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进行了简单说明，然后

就华工科技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优化进行了详细全面的介绍。刘

含树指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伴随着企业的成立而产生的，是各

个层级岗位和职务之间的内部牵制，为企业稳定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内部控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优化和完善；

但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也要遵循成本效益原则，能否为

公司战略和经营目标实现提供有效保障是判断企业内部控制优劣的

根本标准。 

王霞部长就同学们关心的公司对研发活动的内部控制、内部控

制中的信息化等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回答和解释。最后邵天营老师和

胡慧娟老师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与刘含树总裁进行了更深

层次的探讨。 

此次活动通过深入企业实地，与高新技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

讨论，让同学们对内部控制在高新技术企业建立和运行的实践有了

新的认识和见解，开拓了思路和视野，为研究生工作站项目的研究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心主任胡伟带队参加东湖会计论坛  

3 月 19 日，湖北经济学院会计学院与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会

计系联合举办的东湖会计论坛成功召开。中心主任胡伟率领 18 名教

师和 27 名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坛。论坛邀请了来自香港大学、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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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等 8 位

青年学者作为主讲嘉宾。这些具有海外不同学术背景的优秀青年学

者在审计、内部控制、媒体治理、股权激励、行为财务等前沿与热

点研究领域展开了热烈交流与探讨。 

胡伟在开幕式致辞中，介绍了学院基本情况和近几年取得的成

就，表示学院高度重视青年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希望通过“东湖论坛”

这个平台，让海外学者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我校、我院和中心的发

展，期望海外学者能为我院推荐海外优秀人才，为我院发展提供帮

助和支持，并预祝论坛取得成功。 

与会师生普遍认为，论坛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高

端平台，收获良多。一位参会的青年教师表示，参加此次论坛的青

年学者基本都在 30 岁左右，他们的学术精神和取得的成就为自己树

立了榜样，激励自己在学术道路上坚持不懈和努力进取。一位参会

的硕士研究生表示，此次论坛拓宽了视野，开阔了思维，使自己对

学术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雄元教授应邀为中心教师作报告 

3 月 24 日下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生导师王雄元

教授应邀为中心全体教师作了一场题为《老师的那点事儿：教学·科

研·学生》的报告。报告会在会计学院大会议室举行，会议由中心副

主任黄益雄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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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以通俗易懂、幽默诙谐的方式，结合个人的成长经历，

通过大量的实例，详细阐述了如何做好会计教学、会计研究为何重

要、如何做好会计研究以及如何做好对学生的管理等教学科研实践

中值得教师广泛关注的四个关键问题。并与现场参会教师就有关问

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王教授的报告内容新颖、信息量大、趣味性强，展现了其丰富

的教学经验和深厚的科研功底，对全体教师的进步具有重要参考意

义，尤其对刚进入教学科研岗位的青年教师具有深刻的示范价值。

最后，交流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雄元教授应邀为中心学生作报告 

3 月 24 日下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生导师王雄元

教授应邀为中心学生作了一场题为《会计职业规划与学习精要》的

报告。报告会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五号报告厅举行，会议由中心副主

任黄益雄主持。 

王教授分“会计、选择、梦想”三个板块展开了精彩的讲座。王

雄元首先从中国梦谈起，让同学们认识到梦想的重要性并建议同学

们提高个人能力以增强自己选择梦想的权力；接着又现身说法，以

自己的体育锻炼经验勉励同学们既要提升专业素质，又要注重提升

身体素质，以便在今后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最后，他让同

学们自省会计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梦，并鼓励同学们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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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目标，注重思想、理念的培养，在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情

商上有所提升。 

此次报告会生动又不乏幽默，现场的氛围轻松又活跃，王教授

鼓励同学们尽早做好职业规划，通过自身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美国拉文大学 Adham Chehab教授应邀来中心讲学（一） 

3 月 28 日上午，美国拉文大学（University of La Verne）金融学

教授 Adham Chehab 为中心师生做了“银行财务报表分析”的主题讲

座。讲座在会计学院会议室举行，中心部分教师和 2015 级全体研究

生参加学习。 

Adham Chehab 教授首先阐述了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一般工商企

业在财务报表列示方面的区别，进而强调了对银行财务报表进行分

析的重要性。讲座中，Adham Chehab 教授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

围绕美国富国银行的实例，介绍了信用证、信用衍生品等非资产负

债表项目的概念，以及如何运用各类财务比率对这些项目进行分析。

Adham Chehab 教授还与大家一同探讨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对美国银行的评级机制。随后，Adham Chehab 教授就银

行如何对货币进行价值创造及存款准备金率对其的影响这一话题，

与师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教授的讲座耐心生动，深入浅出，得到

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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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拉文大学 Adham Chehab教授应邀来中心讲学（二） 

3 月 29 日上午，美国拉文大学金融学教授 Adham Chehab 应邀

为 中 心 教 师 作 了 一 场 题 为 “Market Microstructure Analysis 

Methodology”的学术报告。报告会在会计学院大会议室举行，会议

由中心副主任黄益雄主持，中心部分教师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 

Adham Chehab 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 Fama 的三因素模型对

资本市场累计超额应计利润的计算和理论推导进行讲解，然后以自

己的一篇论文“More on Intangibles: Do Stockholders Benefit from 

Brand Values?”为例分析了该模型的应用。讲座最后，Adham Chehab

对与会教师的提问进行了回应和解释。 

 

武汉大学余明桂教授应邀来中心作讲座  

3 月 31 日下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余明桂教授应邀来中

心作题为“通往金融分析师之路——从新三板开始”的讲座。中心副

主任黄益雄主持，中心 2015 级 MPAcc 研究生、部分本科学生参加

了此次讲座。 

余教授从新三板的发展现状，何为金融分析师、金融分析师职

业的规划、素质需求、市场需要、发展前景，如何培养金融分析师

以及湖北武汉地区金融分析师培训和实操大赛等几个方面系统解析

了金融分析师的职业性质，强调了金融领域对实际操作人才的渴望，

重点突出了“专业知识、实践经验、敏锐判断、逻辑思维”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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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最后，余教授与同学们进行了精彩互动，并耐心解答了现

场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与会同学一致表示，余教授的报告思想深刻、

内容新颖、信息量大，为同学们提供了一场丰富的专业大餐。 

 

中心举办本学期第二场学术沙龙活动  

4 月 14 日下午，中心在学院大会议室举行了本学期第二场学术

沙龙活动，谈多娇教授、陈孔麒博士分别作题为《百日维京》和《定

向增发的介绍》的报告。中心教师参加了学术沙龙，沙龙由中心副

主任黄益雄主持。 

谈老师分享了她在瑞典于默奥大学访学期间学习和工作的心得

体会，其中重点介绍了她在国外深度参与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堂教

学的经历及感受。陈老师讲解了他在外文期刊发表的一篇关于台湾

企业筹资——定向增发的论文，从研究话题的由来、研究设计与结

果到最终发表等进行了详细报告。 

 

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高善生教授莅临中心讲学  

3 月 21 日至 4 月 15 日，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商学院会计与金

融学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善生教授应邀来中心讲学，为审计

Q1341 班学生集中讲授了 36 课时的《审计发展前沿》课程。高教授

全英文的授课方式不仅传授了前沿的审计专业知识，也提升了学生

的英文水平，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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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三周的教学，高教授从目前审计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入手，

将授课内容分为审计基础知识，审计独立性、审计责任、审计职业

道德，审计计划：评估风险和内部控制框架，财务报表审计声明和

国际审计总结这五大章节，让同学们对审计发展前沿和审计研究话

题有了更好的理解，对不同审计环境下审计方法的运用、审计框架

和背景有了深刻认识，也更好促进了同学们关注和评价当前新兴经

济体的审计发展进程。 

全英文的授课方式在 ACCA 班已经开始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此次是高教授第二次为中心学生开展全英文的课堂教学，

是中心深化国际化合作，优化人才培养的重要体现。 

 

高善生教授与中心教师座谈 

高教授来中心后，除了从事日常教学工作以外，还就湖北会计

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建设作了部署，不仅与学院领导交换了意见，

还分别与中心 10 余位教师进行了一对一的座谈交流，探讨论文写作

与投稿、课题标书撰写与修改、国际学术会议投稿与参会、研究方

向凝练与转型等话题，他还参加了学院新进教师的试讲并进行了点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