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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创新与产业链现代化

——2021 首届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论坛

为引领数字化改革新跨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中

国智造”产业新优势，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和数字

产业等的学科建设，探索和创新相关理论，浙江工商大学一

带一路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学院、辽宁大学中国商务发展研究院(北京)、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嘉兴学院经济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商学

院、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排

名不分先后)共同发起举办 “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论坛”。

金秋十月也将迎来浙江工商大学的 110 周年校庆，值此

百年庆典之际，2021 年首届论坛由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一带一路”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承办。浙江工

商大学秉承“诚、毅、勤、朴”之校训，大力实施“创新

强校，特色名校，融合发展，力争一流”发展战略，奋力

建设立足浙江、服务国家、贡献人类的卓越大学。

本次论坛由《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协办，投稿论文

经作者根据点评与交流意见修改完善后，由论坛组委会向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期刊推荐进入匿名审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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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收到大量稿件，特此感谢学界同仁对本论坛的

厚爱！为配合当地疫情防控需要，论坛规模有所控制，论

坛评委会根据稿件质量筛选出相对水平较高的论文参会，

部分特殊地区的学者可申请线上参会。

会议日程

2021年10月9日

会议报到

时间：10:00-21:0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地址：杭州市钱塘区5号大街

297号

2021年10月10日

一、会议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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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8:00-8:5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地址：杭州市钱塘区 5 号大街

297 号

二、开幕式

时间：8:50-9: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4楼B厅

主持人：浙江工商大学校领导

致辞嘉宾：

浙江工商大学校领导

李雪松（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数

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主编）

三、集体合影

时间：9:20-9:3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一楼大厅门口空地

四、主题演讲

时间：9:30-11:10，每位嘉宾15分钟，90分钟后集体提问10分

钟。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4楼B厅

主题演讲上半场：9:30-10:15

主持人：赵连阁（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嘉宾：李雪松（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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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嘉宾：盛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江学者）

演讲题目：数字经济如何改变贸易规则？

嘉宾：马述忠（浙江大学中国数字贸易研究院院长）

演讲题目：数字经济时代国际商务新理论

主题演讲下半场：10:15-11:0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4楼B厅

主持人：徐锋（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嘉宾：戚聿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演讲题目：后摩尔时代技术经济范式跃迁与数字产业创新发展

嘉宾：吕本富（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

演讲题目：智能化的模式和路径

嘉宾：张杰（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青年长江学者）

演讲题目：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中国科技自立自强

提问答复10分钟

五、圆桌论坛主题发言：

时间：11:10-12:10，围绕“数字创新与产业链现代化”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4楼B厅

双主持人：邱毅（浙江工商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诸竹君（浙

江工商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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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排名不分先后）：孙宝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

研究院院长）、温军（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院长）、

谢杰（浙江工商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赵红军（上海师

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文革（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院

长）、王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文雁兵

（嘉兴学院经济学院院长）、项后军（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

学院院长）、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牛志伟（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杂志总社社长、中国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六、午餐

时间：12:20-13: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餐厅

七、论文研讨

分论坛一（上半场）时间：13:20-15: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

名都大酒店4楼开元C厅

分论坛一（下半场）时间：15:30-17:5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

名都大酒店4楼开元C厅

分论坛二（上半场）时间：13:20-15: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

名都大酒店6楼文赋厅

分论坛二（下半场）时间：15:30-17:5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

名都大酒店6楼文赋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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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三（上半场）时间：13:20-15: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

名都大酒店6楼厚德厅

分论坛三（下半场）时间：15:30-17:5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

名都大酒店6楼厚德厅

分论坛四（上半场）时间：13:20-15: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

名都大酒店6楼思源厅

分论坛四（下半场）时间：15:30-17:5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

名都大酒店6楼思源厅

分论坛五（上半场）时间：13:20-15: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

名都大酒店6楼渊博厅

分论坛五（下半场）时间：15:30-17:5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

名都大酒店6楼渊博厅

分论坛六（上半场）时间：13:20-15: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

名都大酒店5楼509包厢

分论坛六（下半场）时间：15:30-17:5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

名都大酒店5楼509包厢

八、会议交流与总结

时间：17:50-18: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4楼开元C厅

双主持人：彭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编辑部主任） ；谢杰（浙

江工商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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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嘉宾：各分论坛主持人

九、晚餐

时间：18:30-19:3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餐厅

会议事宜

十、会议费用：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主办方提供餐食，会议不

收取会务费。

十一、会议联络

（0571）28008828，过老师；（0571）28008045，

诸老师；（010）85195717，焦老师；13967800957，陈

老师； 18458247922，谢老师

交通路线指南：杭州东站搭乘地铁1号线萧山国际机场方向

（注意不要选择间隔的临平方向），35分钟即达文泽路站下，

步行730米到达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在萧山国际机场

打的约半小时到达杭州盛泰开元名都酒店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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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分论坛详细安排

分论坛一：人工智能、自动化、区块链与智慧城市

（上半场）时间：13:20-15: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

店4楼开元C厅

主持人：郑世林 ；点评嘉宾： 孙豪 朱昊

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张玉珂、陈云贤（中山大学）
区块链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基于股票市场的事件研究

吴思栩（华东师范大学）、李

杰伟（上海海事大学）

“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的未来

——互联网对中国城市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

李启航、孙慕容（山东财经大

学）、董文婷（南开大学）

机器“卷”人？工业机器人使

用是否会降低企业劳动份额

郭炳南、王宇（江苏科技大学）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因数字经济

的发展得到改善吗？——基于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

自然实验

分论坛一：人工智能、自动化、区块链与智慧城市

（下半场）时间：15:30-17:5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

店4楼开元C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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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伏玉林；点评嘉宾：胡雍 沈鸿

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方慧 、戴文豹、李坤（山东财

经大学）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中国出口产

品质量？

——来自工业机器人应用的证

据

Yu Pan（Jinan University）Li

Ma（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Yanzhen

Wang（Jinan University）

How and what kind of cities

benefi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vidence

from the upgrading of

export in Chinese cities

湛泳、陈思杰、江怡（湘潭大

学商学院）

智慧城市发展与居民幸福感 --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成军、叶肖峰、张书赫、李

雷（浙江农林大学）

扩大抑或缩小：智能化发展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

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原理的分

析

谢杰、于阳、陈科杰（浙江工 数字化、自动化如何赋能“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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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大学） 循环”：中国制造企业的经验

与策略

分论坛二：数字金融

（上半场）时间：13:20-15: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

店6楼文赋厅

主持人：项后军； 点评嘉宾：王海 辛晓睿

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徐丽鹤、周利（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嫌贫爱富”：数字金融的普

惠性检验

王小华、杨玉琪（西南大学）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演化

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李海奇、张晶（湖南大学）

金融科技、产业结构优化与产

业升级

——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邹瑾、 李书昕、 徐梓涵 、邓

国营（四川大学）

政治不确定性与债券违约：来

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分论坛二：数字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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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时间：15:30-17:5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

店6楼文赋厅

主持人：温军； 点评嘉宾：张志坚 吴浩波

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李佳、段舒榕（山东师范大学）
数字金融能缓解企业投融资期

限错配吗？

张正平、陈欣（北京工商大学）
数字金融提升了农村地区普通

高中入学率吗？

冯科、赵一宁、何理（北京大

学）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分析

刘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不平

等

——基于个体和群体的双重视

角

戴利研（辽宁大学）
数字经济背景下养老普惠金融

问题研究

分论坛三：数字贸易、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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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场）时间：13:20-15: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

店6楼厚德厅

主持人：冯烽； 点评嘉宾：商辉 任婉婉

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齐俊妍、强华俊（天津财经大

学）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数字服务

投入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王文晓、吴翟（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能否促进企

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来自中国《物权法》自然

实验的经验证据

孙玉红、赵玲玉（东北财经大

学）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贸易

出口的影响研究

余典范、王超、陈磊（上海财

经大学）

政府补贴、产业链协同与企业

数字化

——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分论坛三：数字贸易、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

（下半场）时间：15:30-17:5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

店6楼厚德厅

主持人： 赵红军；点评嘉宾：姚瑶 李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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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欧阳鑫，徐张，李尧，孙震(通

讯作者)

数字经济与对外贸易——基于

各省与其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的

经验研究

周皓雨、李巍（湖南大学）
供应链优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

李光勤、金玉萍（安徽财经大

学）

数字贸易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

地位？

——基于 ICT 贸易网络结构的

视角

谢杰、郭佳、陈贤斌（浙江工

商大学）

制造业自动化与价值链跃迁：

理论机制、经验研究与反事实

模拟

段丁允、冯宗宪（西安交通大

学）

全球数字贸易竞争力评价及国

际比较

分论坛四：双边市场、平台与在线经济

（上半场）时间：13:20-15: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

店6楼思源厅

主持人：朱勤； 点评嘉宾：娄朝辉 豆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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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苏郁锋、马泽瀚（广州大学）
价值主张视角下的平台绩效前

因机制研究：一个中介调节模

型

许恒、刘龑（中国政法大学）、

张一林（中山大学）

平台经济、国际竞争与供应链

安全——兼论平台经济嵌入供

应链交易的规制方案

刘大鹏、张梦宇（上海财经大

学）

基于消费者购买历史和个体特

征的竞争性价格歧视

沈波、孙祥（武汉大学）、焦

倩（中山大学）

“二选一”视角下的平台经济

反垄断

分论坛四：双边市场、平台与在线经济

（下半场）时间：15:30-17:5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

店6楼思源厅

主持人：王俊； 点评嘉宾：邹铁钉 周圆

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林令涛、戴美虹（东北财经大

学）、逯宇铎、杨小平、高志

互联网的使用能否打破国内市

场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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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黄国妍、卢海燕（上海师范大

学）

数字经济对跨国公司总部布局

及总部经济的影响研究——基

于数字经济与总部集聚效应关

系的分析

郑小碧 、季垚（浙江师范大学）

双边市场、多边市场与经济高

质量发展

——分工网络的超边际一般均

衡分析

谢丹夏、杨补园、李尧（清华

大学）、熊鸿儒（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

双边市场排他性协议研究——

基于非对称平台的反垄断经济

学分析

分论坛五：数字产业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半场）时间：13:20-15: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

店6楼渊博厅

主持人： 文雁兵；点评嘉宾：赵婷 李言

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邵学峰、王迪、宋洋、王珑琪(吉

林大学)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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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Company Performance

唐跃桓、杨其静(中国人民大

学)、覃睿(西南财经大学)

大数据、政府数字化转型与经

济增长——基于设立城市大数

据局的证据

余典范、张家才、陈磊（上海

财经大学）

企业数字化促进了资本跨地区

流动吗？——来自上市公司异

地设立子公司的证据

陈启斐（南京财经大学）、王

晶晶（南京邮电大学）

大数据与产业赋能——基于国

家级大数据试验区的分析

分论坛五：数字产业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下半场）时间：15:30-17:5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

店6楼渊博厅

主持人：许彬；点评嘉宾：王学渊 方师乐

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熊智桥（长沙理工大大学）

知识产权保护、马歇尔外部性

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基

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准自然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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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文星（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结构红利”还是“制度红

利”？

吴友群、卢怀鑫（安徽财经大

学）、王立勇（中央财经大学）

制造业数字化投入对 GVC 分工

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制造

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王开科、彭素静（山东财经大

学）

数字化基础设施资本服务测

算：2002-2018

张荣杰、柳杭娟（山东大学）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城乡收入

差距——基于“宽带中国”的

准自然实验

分论坛六：数字创新创业

（上半场）时间：13:20-15:2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

店5楼509包厢

主持人： 王文治；点评嘉宾： 于斌斌 赵伟光

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李惠娟（广州大学）、 李文秀（广

东金融学院）

双循环格局、创新能力和中国

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基

于嵌入式投入产出表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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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秦芳、谢凯（西南财经大学）、

王剑程（中山大学）

电子商务发展如何影响家庭

创业？——数字经济视角下

的经验分析

赵晓阳 、衣长军（华侨大学）
数字经济能否“稳外资、促创

业”：趋同效应还是马太效应

龙静、张吉昌（南京大学）、

蒋峦（华南师范大学）

数字技术应用如何驱动企

业突破式创新？

分论坛六：数字创新创业

（下半场）时间：15:30-17:50 地点：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

店5楼509包厢

主持人： 陈永伟；点评嘉宾：郑晓冬 吴常艳

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贺刚、王可（西华大学）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产

业结构优化

杨鹏、刘航、孙宝文、 张志伟

（中央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企业的创

新产出吗？——来自中国 A

股上市企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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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铠瑞（中国人民大学）

互联网如何激励中国企业创

新——兼论中国区域不平衡

扩大机制

陈琳、高燕丽（华东师范大学）

数字经济与非正规就业 —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郭淑芬、温璐迪（山西财经大学）
互联网能否重塑中国区域创

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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