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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会计学术研究年度论坛

日程安排
时 间：2022年 6月 11日-12日
地 点：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

2022年 6月 11日 08:30 — 10:25
08:30 — 09:00 参会签到

09:00 — 09:25 开幕式与主题演讲

主持人： 吴联生（南方科技大学）

领导致辞：金 李（南方科技大学代理副校长 商学院代理院长）

吴祥云（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

09:25 — 10:25 主题演讲：会计的意义——兼论会计学作为一级学科的理论基础

刘 峰（厦门大学）

10:25 — 10:35 茶歇

2022年 6月 12日 16:50 — 17:30

16:50 — 17:30 闭幕式与主题演讲

主持人： 刘国强（《会计研究》编辑部主任）

主题演讲：2021年中国会计学术研究拾珠

吴联生（南方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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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11日 10:35 — 12:15
第一会场：大数据技术 主持人：罗 炜

10:35 — 11:25 大数据驱动的税收征管与非上市公司创新行为

——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作者：游家兴（厦门大学）

刘 巍（厦门大学）*

柳 颖（厦门大学）

评论：郭 悦（南方科技大学）

11:25 — 12:15 税收信息化与企业盈余操纵策略选择

——来自“金税三期”工程实施的自然实验证据

作者：许红梅（华南师范大学）*

刘亚楠（华南师范大学）

董志强（华南师范大学）

评论：罗 炜（北京大学）

第二会场：审计 主持人：李 丹

10:35 — 11:25 关键审计事项的选择与市场反应

——基于关键审计事项与证监会处罚公告关联度影响研究

作者：袁碧徽（清华大学）*

王 琨（清华大学）

评论：张俊生（中山大学）

11:25 — 12:15 中国“不独立”的审计委员会与外部审计监督需求

作者：肖泽华（武汉大学）*

李青原（武汉大学）

评论：李 丹（清华大学）

第三会场：公司治理 主持人：李增泉

10:35 — 11:25 社交媒体、公司谣言与股价冲击

作者：张亚楠（中山大学）*

蔡贵龙（中山大学）

卢 锐（中山大学）

评论：李增泉（上海财经大学）

11:25 — 12:15 高管薪酬应该受限吗？

——基于央企“限薪令”的实证证据

作者：杨泽宇（南方科技大学）*

赖舒芳（南方科技大学）

评论：廖冠民（中国人民大学）

12:15 — 13:30 午餐

说明：论文报告 25 分钟，评论 15 分钟，报告人回应及自由讨论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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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11日 14:00 — 15:40
说明：论文报告 25 分钟，评论 15 分钟，报告人回应及自由讨论 10 分钟。

第一会场：公司治理 主持人：王新杰

14:00 — 14:50 设立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用吗？来自诉讼溢出效应的实证证据

作者：张 越（北京大学）*

赵 然（北京大学）

评论：王新杰（南方科技大学）

14:50 — 15:40 中小投资者异议与股东大会治理作用

——基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议案的研究

作者：蔡 宁（厦门大学）*
张闻捷（厦门大学）

吴国强（厦门大学）

评论：刘慧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第二会场：机构投资者 主持人：刘 行

14:00 — 14:50 团结是否有力量：机构投资者抱团与前瞻性信息披露

作者：张俊瑞（西安交通大学）

仇 萌（西安交通大学）*

张志超（西安交通大学）

评论：刘 行（东北财经大学）

14:50 — 15:40 “中国式积极股东”的投资者保护效应

——来自投服中心行权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证据

作者：汤旭东（华南理工大学）

常海暇（华南理工大学）*

评论：薄仙慧（中央财经大学）

第三会场：地方政策 主持人：倪晨凯

14:00 — 14:50 地方“人才新政”与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

作者：胡国强（天津财经大学）

甄玉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王凯凯（天津财经大学）

评论：万良勇（华南理工大学）

14:50 — 15:40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作者：谢玲敏（深圳大学）*

王哲涵（深圳大学）

刘南钦（南方科技大学）

评论：倪晨凯（复旦大学）

15:40 — 16: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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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11日 16:00 — 17:40
第一会场：基金 主持人：王亚平

16:00 — 16:50 绿色基金与家族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价值一致性的视角

作者：赵宜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谭泽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评论：王亚平（北京大学）

16:50 — 17:40 股市稳定保障基金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基于“国家队”持股的准自然实验

作者：杨 征（石河子大学）*

杨兴全（石河子大学）

评论：崔学刚（北京师范大学）

第二会场：公司治理 主持人：麻志明

16:00 — 16:50 异地大股东能促进资本跨地区流动吗？

——基于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的视角

作者：黄 婉（西南财经大学）*

罗 宏（西南财经大学）

评论：麻志明（北京大学）

16:50 — 17:40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供应商-客户的股价联动性

作者：郑 祯（厦门大学）*

黄馨影（厦门大学）

肖 珉（厦门大学）

评论：葛 锐（深圳南特商学院）

第三会场：文本语调 主持人：冉明东

16:00 — 16:50 卖空机制对年报文本语气语调的影响研究

——基于分批扩容的准自然实验

作者：程敏英（中山大学）*

林梓仪（中山大学）

魏安平（台中科技大学）

评论：肖 星（清华大学）

16:50 — 17:40 董事长个人主义与公司年报语调

作者：李 钰（中国人民大学）

石楚月（中国人民大学）*

江 伟（中国人民大学）

评论：冉明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7:40 晚餐

说明：论文报告 25 分钟，评论 15 分钟，报告人回应及自由讨论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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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12日 8:30 — 10:10
第一会场：监管 主持人：张 敏

8:30 — 9:20 税收问询函与企业避税

作者：周楷唐（武汉大学）*

李灿阳（武汉大学）

评论：杨国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9:20 — 10:10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监督/监管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作者：黎文飞（广州大学）*

周凯航（广州大学）

杨世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李东辉（深圳大学）

评论：张 敏（中国人民大学）

第二会场：公司财务 主持人：郝 颖

8:30 — 9:20 并购商誉、公司经营业绩及市场反应

作者：周 倜（南方科技大学）

张 笛（南方科技大学）*

柳歆哲（暨南大学）

评论：吴超鹏（厦门大学）

9:20 — 10:10 企业杠杆、名股实债与业绩表现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者：甄红线（东北财经大学）

王 玺（东北财经大学）*

评论：郝 颖（北京师范大学）

第三会场：信息披露 主持人：卢瑞昌

8:30 — 9:20 预期信用损失法实施与商业银行盈余平滑：

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

作者：王成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吴 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余 威（宁波大学）

评论：卢瑞昌（北京大学）

9:20 — 10:10 管理层竞争感知与客户信息披露决策

作者：陈 玥（西南财经大学）*

宋昕倍（西南财经大学）

逯 东（西南财经大学）

评论：戴天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0:10 — 10:30 茶歇

说明：论文报告 25 分钟，评论 15 分钟，报告人回应及自由讨论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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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12日 10:30 — 12:10
第一会场：公司治理 主持人：陈 俊

10:30 — 11:20 注册制下证监会问询有监管作用吗？

——基于科创板 IPO 问询函的证据

作者：麻舍非（清华大学）*

薛 健（清华大学）

评论：陈 俊（浙江大学）

11:20 — 12:10 法律基础建设改变了公司信息披露决策吗？

——基于新《证券法》的准自然实验

作者：廖 强（西南财经大学）*

唐雪松（西南财经大学）

白 静（西南财经大学）

评论：何威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第二会场：ESG 主持人：潘红波

10:30 — 11:20 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 ESG
作者：邓 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新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评论：白云霞（同济大学）

11:20 — 12:10 绿色的“代价”：ESG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基于ESG评级的准自然实验

作者：汪 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杜松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贺 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评论：潘红波（武汉大学）

第三会场：公司财务 主持人：方军雄

10:30 — 11:20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影响研究

作者：毛新述（北京工商大学）

穆文婷（北京工商大学）*

评论：方军雄（浙江财经大学）

11:20 — 12:10 管理者从政经历以及金融背景对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借款的影响

作者：甘丽蓉（南方科技大学）*

刘威汉（南方科技大学）

评论：申慧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2:10 午餐

说明：论文报告 25 分钟，评论 15 分钟，报告人回应及自由讨论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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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12日 14:00 — 16:30
第一会场：公司治理 主持人：许年行

14:00 — 14:50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股权投资

作者：马永强（西南财经大学）

岳佳彬（西南财经大学）*

肖文欣（西南财经大学）

评论：许年行（中国人民大学）

14:50 — 15:40 战略联盟，信任与公司业绩

作者：王艳艳（厦门大学）

蓝一阳（厦门大学）*

于李胜（厦门大学）

樊立伟（厦门大学）

评论：胡丹琪（北京大学）

15:40 — 16:30 角色转换与价值攫取

——风险投资最终减持收益及影响研究

作者：成 程（湖南大学）*

田 轩（清华大学）

丁 娜（中央财经大学）

杨胜刚（湖南大学）

评论：李 辰（上海纽约大学）

第二会场：公司财务 主持人：夏立军

14:00 — 14:50 产业链信息溢出、创新水平与产业协同效应

——基于董事在关联行业任职的经验证据

作者：陈思阳（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孙光国（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张焰朝（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评论：廖 珂（武汉大学）

14:50 — 15:40 债券评级陈述与风险补偿：理论分析和实证证据

作者：周 玮（西南财经大学）*

周 琴（西南财经大学）

倪 剑（西南财经大学）

评论：严 硕（南方科技大学）

15:40 — 16:30 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吗？

作者：孙芳城（重庆工商大学）

胡 俊（重庆工商大学）*

钟廷勇（重庆工商大学）

评论：夏立军（上海交通大学）

第三会场：信息披露 主持人：于 鹏

14:00 — 14:50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设立会影响企业MD&A信息含量吗？

作者：刘媛媛（厦门大学）

张 哲（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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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坤（华中科技大学）

评论：于 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4:50 — 15:40 跨国审计专长与跨国企业集团债务资本成本

作者：刘继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评论：王玉涛（中国人民大学）

15:40 — 16:30 见微知著：年报形式质量与内部控制质量

作者：何贤杰（上海财经大学）*

许 帅（上海财经大学）

龙志能（上海财经大学）

亓文韬（上海财经大学）

评论：龚启辉（浙江大学）

16:30 — 16:50 茶歇

说明：论文报告 25 分钟，评论 15 分钟，报告人回应及自由讨论 10 分钟。

请大家继续参加“闭幕式与主题报告”，具体安排请见本会议日程表第 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