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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欢迎各位代表莅临本次学术会议。为了保证会议期间秩序，敬请参会代表注意

以下事项：

1.本次会议不收取任何会议费。

2.本次会议为参会人员提供22日午餐，就餐在西郊宾馆5号楼二层赏园餐厅及

一层。

3.请各位代表自行前往会议地点，敬请谅解。会议地点参见最后一页路线图。

4.请作报告的参会代表将多媒体文件于开会前10分钟拷入会场电脑；请参加墙

报展示的论文作者携带墙报论文在 12月 22日8:20前到银杏大厅外，将墙报放置在

论文展示架上。

5.会议期间请遵守会议时间安排，互相提醒、互相照应。

6.会议期间如需帮忙，请与会务组联系。

联系方式如下：

陈 威：15201473460

马 彪：18246196889

齐汝玥：19862961166

王 滔：1881002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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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日程

12 月 22 日 • 上午

08:30-08:50 开幕式（领导、主办方致辞） 银杏大厅（1号楼三层）

08:50-10:20 学术报告·第一节 银杏大厅（1号楼三层）

10:20-10:40 茶歇 银杏大厅（1号楼三层）

10:40-12:10 学术报告·第二节 银杏大厅（1号楼三层）

12:10-13:30 午餐 5号楼二层赏园餐厅及一层

12 月 22 日 • 下午

13:30-14:50

平行论坛·上半场

1农业技术推广专场 第五会议室（1号楼二层）

2生产率专场 金缘厅（5号楼二层）

3林业经济专场 第六会议室（1号楼二层）

4农村金融专场 第一会议室（1号楼二层）

5农产品贸易和营销专场 第八会议室（1号楼二层）

6土地流转专场 中北厅（1号楼三层）

14:50-15:10 茶歇·墙报展示

15:10-16:30

平行论坛·下半场

7土地产权专场 金缘厅（5号楼二层）

8农业环境治理专场 第五会议室（1号楼二层）

9人力资本专场 第六会议室（1号楼二层）

10农村社会资本专场 第一会议室（1号楼二层）

11农村环境治理专场 第八会议室（1号楼二层）

12新型经营主体专场 中北厅（1号楼三层）

16:45-17:15 颁奖仪式与闭幕式 金缘厅（5号楼二层）

2



第一部分 年会议程

12 月 22 日·上午

3

开幕式（08:30-08:50）

开幕式
银杏大厅

（1号楼三层）
08:30-08:50

主持人：仇焕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北京农业经济
学会秘书长）

北京市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副主任 荣大力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北京农业经济学会会长 朱信凯致辞

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短期预测报告发布

学术报告（08:50-12:00）

学术报告第一节

银杏大厅

（1号楼三层）
08:50-10:20

主持人：朱信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北京农业经济学会会长）

报告人：陈晓华（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

报告人：尹成杰（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

报告人：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教授）

10:20-10:40 茶歇

学术报告第二节

银杏大厅

（1号楼三层）

10:40-12:10

主持人：郑新业（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报告人：唐忠（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北
京农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

报告人：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

报告人：张舰（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午餐（12:10-13:30）： 5号楼二层赏园餐厅及一层



12 月 22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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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上半场（13：30-14:50）

1农业技术推广专场

第五会议室

（1号楼二层）

主持人：穆月英（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的农户增收效应 — 基于ESR模型的实证分析

刘起林（中国农业大学）

可降解地膜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技术经济分析

张慧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组织化程度差异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的仿真模拟分析

王松南（中国农业大学）

2生产率专场

金缘厅

（5号楼二层）

主持人：盛誉（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副教授）

气候变化对中国温室和露地蔬菜生产率的不同影响

张书睿（浙江大学）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科研投入是解决方案吗？

周甜甜（南京农业大学）

环境规制下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兼对“波特假说”的检验

徐永慧（山东财经大学）

异质性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及技术效率测度——基于1208个玉米种植户的调
查数据

刘杰（西安交通大学）

3林业经济专场

第六会议室

（1号楼二层）

主持人：张晓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集体林区生态公益林建设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徐畅（北京林业大学）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下规模测度优化评估

王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产权改革与农民家庭收入——以集体林权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何文剑（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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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村金融专场

第一会议室

（1号楼二层）

主持人：胡向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金融机构市场化对金融支农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来自农信社改制
农商行的证据

亓浩（中国人民大学）

基于时变风险调整的粮食保险费率厘定及福利效应研究

李晓涛（中国农业大学）

无心插柳”：金融可得性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汪险生（南京审计大学）

新农保养老金政策效果评估

易定红（中国人民大学）

5农产品贸易和营销专场

第八会议室

（1号楼二层）

主持人：李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

农业区域专业化的新贸易理论机制研究

杨宗耀（南京农业大学）

电商平台购物经历能否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基于内蒙古、河北的
农户调研数据分析

崔恒瑜（中国人民大学）

在线生鲜农产品卖家的信誉溢价及促销效应 ——以安岳柠檬为例

陈璐（西南大学）

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食品安全事件的案例分
析

倪国华（北京工商大学）

6土地流转专场

中北厅

（1号楼三层）

主持人： 郜亮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青藏高原草场流转市场：对效率和收入的影响

祁应军（北京大学）

产权实施与可持续农业生产：基于土地流转方式对稻作化肥用量影响的考
察

梁志会（华中农业大学）

牧民草场流转的生态减贫路径分析

李先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茶歇·墙报展示 14:50-15:10



12月 22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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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下半场（15：10-16:30）

7土地产权专场

金缘厅

（5号楼二层）

主持人：彭超（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土地调整、土地确权与农村承包地制度改革

郑淋议（浙江大学）

土地违法惩罚力度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基于高尔夫球场清理整顿的实证
分析

杜辉（中国人民大学）

土地细碎化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作用机制研究——以农田灌溉系统为例

臧良震（中国农业科学院）

产权管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研究

韩家彬（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8农业环境治理专场

第五会议室

（1号楼二层）

主持人：解伟（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研究员）

我国配方肥施用的同伴效应

徐志刚（南京农业大学）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机肥替代行为分析

王恒（中国农业科学院）

社会规范何以影响农户农药减量化施用？ ——基于道德责任感中介效应
与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调节效应分析

赵秋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文旅融合赋能美丽乡村建设

刘军萍（北京市农研中心副主任）

9人力资本专场

第六会议室

（1号楼二层）

主持人： 徐上（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助理教授）

务工返乡经历有助于职业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吗？

龙文进（中国农业大学）

当兵经历有助于提高收入吗？ ——基于河北省3992个农村劳动力样本的
研究

张辰利（河北农业大学）

人力资本积累、异质性流动与劳动就业收入

马银坡（中国人民大学）

多维框架下的老年人口贫困及不平等研究

郑晓冬（浙江工商大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中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影响

陈光燕（中国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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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农村社会资本专场

第一会议室

（1号楼二层）

主持人：余嘉玲（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

社会资本对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决策行为的影响——以稻虾共养技术为
例

杨兴杰（华中农业大学）

冀鲁豫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门槛回归模型
的证据

王秀丽（中国农业大学）

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的土壤 ——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马荟（中国人民大学）

地方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基于交互模型的实证

曾光（华中农业大学）

11农村环境治理专场

第八会议室

（1号楼二层）

主持人：王翔瑞（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

社会互动促进了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吗？

高天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河长制与中国农业面源水污染防治

李灵芝（南京农业大学）

党建引领、制度信任与生活垃圾分类中的村民参与 ——基于群体认同的
中介效应分析

姜利娜（中国农业大学）

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能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吗？

王学婷（华中农业大学）

12新型经营主体专场
中北厅

（1号楼三层）

主持人：陈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

农业生产托管组织方式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

杜洪燕（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社长视角下的合作社发展动力机制研究——基于扎根理论方法

满禄发（华中农业大学）

农机社会化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地经营规模：影响机制与异质性
分析 —兼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

周琦宇（南京财经大学）

新型职业农民能实现化肥减量施用吗？——基于不同载体下的农户异质性
分析

杨彩艳（华中农业大学）

颁奖仪式与闭幕式（5号楼二层·金缘厅） 16:45-17:15



墙报展示
银杏大厅外，12月22日 14:50-15:10

编号 论文名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1 《自然景区游憩价值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李坦 安徽农业大学

2 《荷兰菲仕兰社会责任披露案例研究》 何奕璇 中国农业大学

3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比较研究——伊利和菲仕兰

双案例研究》
何奕璇 中国农业大学

4 《农业认知、生计资本与农户职业分化》 孙晓书 贵州大学

5
《劳动力成本上升、要素替代与种植业结构 ——基于
小麦和棉花的比较分析》

吴丽丽 武汉工程大学

6 《基于期货视角的水稻目标价格保险探究》 赵帆 中国矿业大学

7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制度体系研究》 王军琛 西南财经大学

8
《森林康养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逻辑机理与衔接路径
研究》

李洪 四川农业大学

9 《农业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农业发展质量》 李红莉 华中农业大学

10 《基于“一村一品”视角下的产业扶贫路径分析》 谢明义 北京农学院

11 《市场化生产与家庭农场生产结构的决定》 张朝华 暨南大学

12 《化肥过量因何故？》 祝伟 中国农业大学

13
《村小组耕地调整方式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选择 ——
以广昌县白莲绿色生产为例》

王思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

14
《不同组织形式下社会牧场融资的典型调查 ——基于
奶业价值链融资的视角》

武亚楠 河北经贸大学

15 《农产品区域品牌创新与策略研究》 张士杰 湘潭大学

16
《中国居民营养健康与农业发展：阶段回顾、互动效应与
未来展望》

吉宇琴 吉林农业大学

17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研究（1958~2019年）》 许干 北京联合大学

18 《邯郸市峰峰矿区实施乡村振兴的思考》 张艳芳 北京农学院

19
《农户更偏好什么样的支持政策？来自橡胶种植户的证

据》
刘瑞金

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20
《山西省P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果及优化路径探究 ——
基于第三方评估视角》

刘丰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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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服务

1. 报到地点：

北京西郊宾馆（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8号）

会议代表往返交通费自理，参会代表请根据情况自行前往

西郊宾馆报到。

2. 餐饮安排：

本次会议为参会人员提供22日午餐，就餐在西郊宾馆5号

楼二层赏园餐厅及5号楼一层。其余餐次请参会人员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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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

会议 姓名 单位、职务、职称

开幕式 陈晓华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

开幕式 尹成杰 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

开幕式 柯炳生 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教授

开幕式 荣大力 北京市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副主任

开幕式 朱信凯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

开幕式 唐 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北京农
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

开幕式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

开幕式 郑新业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开幕式 仇焕广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开幕式 张 舰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平行论坛主持人 穆月英 中国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主持人 解 伟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平行论坛主持人 盛 誉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平行论坛主持人 郜亮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平行论坛主持人 胡向东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平行论坛主持人 彭 超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平行论坛主持人 张晓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平行论坛主持人 李 戎 中国人民大学

平行论坛主持人 陈 威 中国人民大学

平行论坛主持人 王翔瑞 中国人民大学

平行论坛主持人 余嘉玲 中国人民大学

平行论坛主持人 徐 上 中国人民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祁应军 北京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倪国华 北京工商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徐 畅 北京林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刘军萍 北京市农研中心

平行论坛报告人 杜洪燕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平行论坛报告人 张慧智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平行论坛报告人 张辰利 河北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杨兴杰 华中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梁志会 华中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曾 光 华中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丁玉超 华中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王学婷 华中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满禄发 华中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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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报告人 杨彩艳 华中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韩家彬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陈子怡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李思琪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刘玉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黄金月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李 宁 南京财经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周琦宇 南京财经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李灵芝 南京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徐志刚 南京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章珂熔 南京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周甜甜 南京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杨宗耀 南京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汪险生 南京审计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何文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徐永慧 山东财经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刘 杰 西安交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王 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李先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张晓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赵秋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高天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陈璐 西南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张书睿 浙江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郑淋议 浙江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郑晓冬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平行论坛报告人 王秀丽 中国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李晓涛 中国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龙文进 中国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王松南 中国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陈光燕 中国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刘起林 中国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姜利娜 中国农业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臧良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平行论坛报告人 王 恒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平行论坛报告人 崔恒瑜 中国人民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亓 浩 中国人民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杜 辉 中国人民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马银坡 中国人民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易定红 中国人民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马 荟 中国人民大学

平行论坛报告人 庞 欣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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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报展示 李 坦 安徽农业大学

墙报展示 许 干 北京联合大学

墙报展示 谢明义 北京农学院

墙报展示 张艳芳 北京农学院

墙报展示 孙晓书 贵州大学

墙报展示 武亚楠 河北经贸大学

墙报展示 李红莉 华中农业大学

墙报展示 吉宇琴 吉林农业大学

墙报展示 张朝华 暨南大学

墙报展示 刘丰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墙报展示 李 洪 四川农业大学

墙报展示 吴丽丽 武汉工程大学

墙报展示 张士杰 湘潭大学

墙报展示 赵 帆 中国矿业大学

墙报展示 何奕璇 中国农业大学

墙报展示 祝 伟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墙报展示 刘锐金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墙报展示 王思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参会 刘承芳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参会 刘瑞涵 北京农学院经管学院

参会 罗倩文 北京物资学院

参会 杨久栋 农民日报社三农发展研究中心

参会 许 庆 上海财经大学

参会 马燕来 中央财经大学

参会 唐教成 西南财经大学

参会 黄卫萍 南京财经大学

参会 董鹏斌 西安财经大学

参会 徐晗筱 中国海洋大学

参会 王小华 西南大学

参会 李冬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参会 刁 钢 河北农业大学副教授

参会 秦光远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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