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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7 月 14 日至 16 日，由世界商务研究所（World Business Institute）

主办的第 36 届国际商务研究会（36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Conference）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举行。

来自 21 个国家与地区的近 70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与经济、会计、

金融、管理和市场营销主题相关的近 50 篇学术论文在会上得到了交

流。中心主任高善生教授和青年教师李井林博士向此次会议提交并报

告了他们共同撰写的题为“The Impact of Target Capital Structure and 

Market Mispricing on Takeover Financ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的学术论文，并与与会者进行了深入地交流讨论。该篇论文还

被会议评为《全球会计与金融评论》（Global Review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杂志的最佳论文。 

 

2016  

2016 年 9 月 1 日 15 时，中心行为财务学术研究团队第一次研讨

会在群贤楼 211 办公室举行。夏明教授、贺琛博士与李井林博士分别

畅谈了其关于行为财务研究领域的一些想法。 

团队负责人夏明教授认为，可以基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础，

围绕行为财务的研究内容，团队成员应在论文写作与课题申报方面加

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夏明教授还阐述了其正在撰写的《行为财务学》

专著的一些构想。最后着重强调了高善生教授在行为财务学术研究团

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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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琛博士从实证研究的两条主线（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出发，

以管理者过度自信为例，阐述了其个人在行为财务研究方面的近期学

术规划，贺琛博士认为不仅要关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财务行为的

影响，还需要关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影响因素。贺琛博士认为公司高

管的社会资本是其过度自信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可以围绕“社会

资本、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财务行为”展开研究。 

李井林博士认为应该以课题为导向展开学术研究，从行为视角出

发，改造传统公司财务，研究管理者非理性（如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投

资者非理性（如市场错误定价和投资者情绪）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需结合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展开研究，并就

如何量化制度背景及其变迁进行了探讨。并建议行为财务学术研究团

队应在每个月开展 1-2 次的学术研讨会。 

 

2  

根据《湖北经济学院关于公布 2014—2015 年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

结果的通知》（鄂经院发﹝2016﹞169 号），中心 2 位研究员获得学校

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具体获奖名单如下： 

姓名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奖项 

夏明 
主观性视角下的行为金融学研究——

基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 
经济评论 三等奖 

张庆 
投资者情绪、管理层持股与企业实际投

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南开管理评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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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9 日 15 时，中心行为财务学术研究团队第二期学术

研讨会在群贤楼 211 办公室如期举行。本期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奥

派企业家精神与行为财务”，主讲人为团队负责人夏明教授。 

夏明教授首先介绍了新古典经济学与奥派经济学关于经济行为、

风险与不确定性等问题的认识；接着，基于知识论，强调了企业家精

神在社会资源配臵中的重要作用，是市场的推动力（米塞斯，1949）；

最后，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历史作简要回顾，着重介绍：（1）该学派

的主要代表人物；（2）该学派的核心观点；（3）该学派及其观点与其

他主要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关系；（4）目前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关系

的各种学说及观念。 

围绕本期学术研讨会的主题，行为财务学术研究团队还就“行为

公司治理”、“投资者情绪指数构建”、“企业文化、宗教传统与企业家

精神”、“市场化水平与政府干预”等话题展开了深入地交流与讨论。

参加本期学术研讨会有李井林博士、贺琛博士、董育军副教授，刚刚

加入团队的徐伟博士也参加了会议，特邀嘉宾刘迅副教授也欣然参加

了研讨。 

 

 

2016 年 10 月 20 日 15 时，中心行为财务学术研究团队第三期学

术研讨会在会计学院 236 大会议室如期举行。本期学术研讨会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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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资本结构、市场错误定价与并购融资方式选择”，主讲人李

井林博士，刘迅博士为点评人，团队成员及学院部分教师、研究生参

加了会议。 

李井林首先对其撰写的学术论文进行了 30 分钟左右的报告。主要

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模型的构建方法、实证检验过程

以及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论文基于资本结构的动态权衡理论与市场

择时理论，结合行为学的视角，主要考察如下三个问题：（1）目标资

本结构是否对并购融资方式产生影响？（2）并购融资方式选择存在市

场择时动机与行为吗？（3）目标资本结构对并购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

是否存在市场择时效应？论文通过严谨科学的论证方法发现了一些有

意义的结论。该文对于公司增强目标资本结构意识和建立资本结构动

态优化机制，以及树立市值管理观念和建立市值管理制度，都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随后刘讯博士针对李博士的论文从选题创新性、行文

规范、技术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精彩细致的点评，团队成员及参会教师

也对论文展开了积极深入的讨论。李井林最后作了回应，在感谢大家

的同时，深为这样的学术气氛所鼓舞，并盼望这样的学术讨论常开常

新。 

本次会议还特别邀请刚从美国访学归来的夏喆博士。作为特邀嘉

宾，夏喆博士结合一年来访美求学的所见所闻，详细介绍了美国高校

在学术研究、日常教学方面的特色，并特别指出美国高校浓厚的学术

氛围和自由开放式的教学模式对于提升我院的科研、教学工作的借鉴

意义。经过近 2 小时的学术研讨和经验交流，大家收获颇丰。会议在

一片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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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下午，中心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与监管方向的研究团

队成员在会计学院 224 会议室举办了一次学术沙龙活动，主题为会计

师事务所人才战略的实施现状与发展完善。团队负责人李长爱教授主

持，吕伶俐老师和曾义老师以及部分研究生参加了研讨。 

会计师事务所人才战略也是中审众环研究生工作站的在研项目，

李长爱教授首先总结了该项目的前期完成情况，会计师事务所人才战

略的理论支撑、研究文献综述撰写，根据全国注册会计师名录和网站

公开信息对相关资料的整理，会计师事务所人才的引进、维持、培养、

留用等战略的构建已基本完成，下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已整理出的大量数据，多维度展开分析，全面总结事务所人才

战略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2）梳理证券资格事务所的发展历程，

总结其人才战略的实施现状；（3）收集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中

国分所的人才战略资料，并探讨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人才发展战略的

借鉴意义；（4）选择几家大型事务所进行实地调研，开展典型个案研

究。吕伶俐老师和曾义老师分别就项目前期研究中存在的困难及解决

措施、后期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交流了自己的看法，同学们也针对自

己关心的研究话题积极地参与交流和讨论。 

最后，李长爱教授对新进站的学生提出具体要求，期望大家在导

师的带领下，出色完成工作站的研究任务，同时充分锻炼自己的研究

思维和分析写作能力，并对同学们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生活和职业规划

提出了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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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暨南大学王红建博士来中心作题为《通货膨胀预期、

利润跨期转移与税收筹划——基于“账税差异”的实证检验》的学术

报告，报告会在会计学院大会议室举行，讲座由中心研究员曾义主持，

中心全体研究员及部分 MPAcc 研究生参加了本次报告会。 

王红建博士首先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上市公

司所得税费用的初步统计结果，指出在预期通货膨胀较为严重时进行

税收筹划是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随后，王博士详细介绍了相关研究

假说以及检验结果。论文的主要结论是：当预期通货膨胀率越高时，

企业利润跨期转移程度越大，且税负越重、税收征管力度越轻及盈利

能力越强的公司，在通货膨胀预期条件下进行利润跨期转移的动机更

显著。 

在互动交流环节，长期从事税法教学的胡顺义副教授指出，“账税

差异”并不影响企业的所得税。他通过固定资产折旧的具体案例对所

得税是否能够有效进行跨期支付提出质疑。王博士表示指标的精准性

确实存在一些瑕疵，之所以选择相关指标是没有更好的指标进行替代。

最后，王博士还和大家分享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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喆

10 月 27 日下午，中心在会议室举办了国外访学经验交流会，从

美国访学归来的夏喆博士，分别就访学期间的科研进展、学习收获和

生活体悟等情况进行了交流和分享。交流会由院长助理曾义主持，学

院领导班子成员及中心全体研究员出席了本次交流会。 

首先，夏喆博士就个人在美国访学期间的听课经历、学术活动、

文化见闻等结合图片做了详细介绍，并就申请程序和注意事项等问题

和与会教师进行了交流。随后，结合个人的访学体会，从衣、食、住、

行四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讲解。最后，从课程设臵、教材及资料的使用、

人性化教学、以及图书馆的管理等几个方面介绍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及

学习情况。 

本次交流会现场气氛热烈，与会教师表示受益颇深，通过此次交

流活动，了解了国外最新的科研进展和先进的教育理念，为中心科研

开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和举措。 

 

 

11 月 3 日下午，武汉大学王永海教授来中心作题为《风险分散效

应抑或财富效应——基于财务视角的会计信息有用性研究》的学术报

告（藏龙讲坛第三十讲），讲座在大学生活动中心第四报告厅举行。中

心全体研究员及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讲座。讲座由院长胡伟主持。 

王教授认为会计信息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会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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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质量是会计信息有用的重要前提。要从预期收益和风险两个角度对

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应进行考察，预期收益和风险关系的研究主要依据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诠释，而传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只揭示市场风

险对预期收益的影响。但他认为除市场风险外，公司特有风险也会对

预期收益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他把公司特有风险（用敏感系数

R-loading 表示）加入 CAPM 模型中，进一步全面分析了两种风险对

投资预期收益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了公司特有风险对盈余质量（会计

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的影响。 

王教授还与师生进行了交流互动。本次讲座效果好，不仅引起了

广大师生对如何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投资组合定价的研究兴趣，

而且也为我院师生就如何撰写会计实证研究论文提供了一次经典示

范。 

讲座结束后，王教授又回到中心与研究员们分享了武汉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在教师考核与管理、研究生培养与管理以及对外交流与合

作等方面的宝贵经验，这对进一步提升中心管理有重要借鉴意义。 

 
 

2016 年 11 月 10 日 15 时 30 分，中心行为财务学术研究团队第四

期学术研讨会在会计学院 236 大会议室如期举行。贺琛博士为会议带

来了“网络投票能改善中小股东的冷漠吗？——来自深交所上市公司

的经验证据”一文，该文视角独特、数据丰富、论证严谨、结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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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育军博士对论文从选题意义、技术方法、研究局限等方面进行了精

彩细致的点评，团队成员也在此基础上对论文展开了积极深入的讨论，

无论从理论还是方法上对论文后期改进都给予了中肯的建议。 

曾义博士在感受团队浓郁学术氛围的同时，也结合自己的研究心

得和团队成员一起探讨了下年度会计学院国家课题申报的相关工作。

张庆教授、杨华博士后参加了本次学术讨论，并欣然接受邀请正式加

盟团队。远在台湾求学的付强博士通过微信方式对文章进行了评论。

通过本次活动，团队成员在学术上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今后深度合

作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