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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与会嘉宾

校外

校内

韩长赋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原党组书记、部长

刘焕鑫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

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

朱信凯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罗建晖 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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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原副部长

陈萌山 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

郭迎光 山西省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

王春燕 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副司长、二级巡视员 

袁龙江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毛世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

黄季焜 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温亚利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司    伟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张东刚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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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秦    宣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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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唐    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原院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仇焕广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吕    捷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党委书记

郑    适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

康    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党委副书记

毛学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

钟    真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

唐园结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秘书长，农民日报社高级记者、原社长

林    晨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处长

杨    东 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



会 议 日 程

世纪馆北大厅  腾讯会议号：���-���-���

�月��日（��:��-��:��）

开幕式

韩长赋同志讲话

 张东刚同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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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原副部长）

陈萌山（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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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揭牌仪式

大会特邀报告
不断深化对乡村振兴重大问题研究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原党组书记、部长）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报  告  人：刘焕鑫

报告题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不断深化对乡村振兴重大问题研究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

  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

主持人：朱信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会间休息  (�:��-�:��）

会间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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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

专场-A�农业支持政策与农食系统转型研究

世纪馆北大厅  腾讯会议号：���-���-���

腾讯会议ID：���-���-���

�月��日 专场报告A（��:��-��:��）

主持人：仇焕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大会报告�：农业生态富民的作用机制、实施困境与政策选择

大会报告�：为什么要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以草地生态系统为例

报告人：黄季焜（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主持人：樊胜根（中国农业大学）

评论人：赵敏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谷成（华中农业大学）

报告人：赵敏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

大会报告�：如何理解城乡融合发展
报告人：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大会报告�：二元结构的破除与乡村振兴
报告人：唐    忠（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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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ID：���-���-����

专场-A�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和影响

报告�：重新定位农业支持政策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报告�：改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的支持政策方案

报告人：赵启然（中国农业大学）

主持人：刘承芳（北京大学）

评论人：孙  昂（中国人民大学）、何浩然（北京师范大学）

报告人：冯晓龙（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优化农业支持政策促进营养健康和绿色低碳双赢
报告人：张玉梅（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国际贸易框架下深化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改革

秘    书：成若曦13056851578

报告人：王学君（南京农业大学）

报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财政支持政策
报告人：茅  锐（浙江大学）

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常规情景的分析

报告�：新数字鸿沟？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小学生线上学习的差距

报告人：郭  达（中央民族大学）

报告人：王卫东（北京林业大学）

报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保就业、稳就业”政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报告人：白云丽（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



6

腾讯会议ID：���-���-����

专场-A�碳中和与林业碳汇

秘    书：周雨杭15825730055

秘    书：翟大业17824965041

报告�：新冠疫情前后农村父母外出状况与�-�岁婴幼儿发展

报告人：宣智翀（中央民族大学）

主持人：程宝栋（北京林业大学）、李凌超（北京林业大学）

评论人：白军飞（中国农业大学）、盛  誉（北京大学）

腾讯会议ID：���-���-����

专场-A�气候变化、碳中和与农业发展

主持人：解  伟（北京大学）  

报告�：����年我国碳中和经济与排放影响⸺基于动态CGE模型 

报告�：双碳背景下林草领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报告人：张国斌（国家林草局）

报告人：刘  宇（中国科学院）

报告�：Whether forests promote carbon neutrality: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analysis   

报告人：张  倩（清华大学）

报告�：“一带一路”地区木材碳储流动分析及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报告人：于  畅（北京林业大学）

with text mining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with text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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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陈志刚（浙江大学/IFPRI）、聂凤英（中国农业科学院）

秘    书：叶博文15179348263

腾讯会议ID：���-���-����

专场-A�农村金融与农业保险

主持人：石宝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评论人：王修华（湖南大学）、张正平（北京工商大学）

报告人�：庹国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报告人�：何广文（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人�：马九杰（中国人民大学）

报告人�：熊德平（云南财经大学）

秘    书：李梦思17625795229

报告�：畜牧业低碳发展及零碳路径

报告�：经济全球化下的农业生产：温室气体排放脱钩与转移

报告人：洪朝鹏（清华大学）

报告人：董利锋（中国农业科学院）

报告�：气候变化与全球农业发展
报告人：解  伟（北京大学）

报告�：气候变化、农地调整与粮食安全：来自中国的证据
报告人：崔潇濛（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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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征文报告Ⅰ（��:��-��:��）

腾讯会议ID：���-���-����

专场-A�机器学习和农业政策分析

主持人：于晓华（哥廷根大学）

评论人：茅    锐（浙江大学）

报告�：曾起艳（浙江农林大学）

报告�：刘    畅（吉林农业大学）

报告�：冷智花（湘潭大学）

报告�：钟晓萍（中国人民大学）

报告人�：王汉杰（西南大学）

秘      书：朱黎15518883140

腾讯会议ID：���-���-����

征文I-�土地经济A

主持人：许  庆（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从差异化到收敛：农地市场发育与土地租金变化⸺基于广东农户地块层次数据的研究

农地规模经营的经济效应分析⸺来自山东省平度市农户的经验证据

王孟遥、耿宁（山东师范大学）

周聪、唐旺、陈风波（华南农业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农业产值、土地权属与合约选择⸺关于佃农理论的进一步思考

土地利用制度、农民收入与地方经济发展：基于“三块地”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高原、张家豪（中国人民大学）

徐亚东（西南大学）

殊途不同归：差别化耕地保护政策的绩效比较研究

地权稳定性能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吗？

阮若卉、陈昭玖（江西农业大学）

吉雨欣、宋敏、朱明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农业机械使用有利 于女性减少农业劳动供给吗？⸺基于社会种植方式的视角

城乡居民对托育服务的认知与需求研究⸺基于浙江省的调查数据

冯玉莹、沈政（浙江农林大学）

何培培、张俊飚（华中农业大学）

子女数量及其特征对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

“无名英雄”：隔代照料对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李萍、王建英、何冰、陈志钢（浙江财经大学）

丁倩、李琴、李大胜（华南农业大学）

农业机械化、城乡人口流动与农村人口老龄化
蒋健、李双双、唐小平（贵州大学）

秘      书：蒲岩13350202120

腾讯会议ID：���-���-����

征文I-�人力资本�

主持人：王雨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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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应酬还是读书修身：谁对农民创业收入影响更大

杨悦、郭铖（山西大学）

乡村振兴下民族地区特色农产品补贴方式研究

在流动中迈向共同富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刘涛、伍骏骞、毛中根、王海军（西南财经大学）

刘小凤、王力（石河子大学）

走向共同富裕：新农保对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影响⸺基于CFPS三期面板数据和贫困脆弱性指标

乡土逻辑下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两个整村追踪数据的经验证据

马千淇、尤亮（山西财经大学）

何冰、王建英（浙江财经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县域经济收敛的空间分析
李新建、范鑫（重庆工商大学）

政府支持农民返乡创业能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吗？⸺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
汤龙（中国人民大学）

腾讯会议ID：���-���-����

征文I-�共同富裕

主持人：倪国华（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秘      书：尹慧玲15643114867

秘      书：赵子川1355290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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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资源空间差异化分布的影响因素探究⸺以中国福建省为例

林业政策演进中林业技术效率及分异特征研究⸺基于动态阈值面板随机前沿分析

贺鹏莉、郑旭媛、林庆林（福建农林大学）

周从屹、董加云（南京林业大学）

中国林产品制造业空间集聚及其演变特征研究

中国林业劳动力投入测算与效率研究

张蓓、姜雪梅（北京林业大学）

陈振环、成林辑、朱洪革（东北林业大学）

构建政府购买生态服务模式：来自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证据
张宇彤、朱洪革（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国有林区从森林依赖到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解析、阶段研判与跃迁路径
朱洪革、曹博、张晓蕾、赵梦涵（东北林业大学）

腾讯会议ID：���-���-���� 

征文I-�林业经济

主持人：温亚利（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近十八年我国农机服务发展与粮食生产：演变与贡献

林庆林、郑旭媛、何思怡（福建农林大学）

腾讯会议ID：���-���-����

征文I-�社会化服务

主持人：谭智心（农业农村部农研中心）

秘      书：傅蕾1517882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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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了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吗？

维修技能培训让机手在农机作业服务中占优⸺来自中国��省的证据

陈乐为、张宗毅、李洪波（江苏大学）

程长明、高强、丘棫清（南京林业大学）

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价值认知、社会化服务供给与农户秸秆离田行为

王帅、颜廷武（华中农业大学）

张培文（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规范化的质量与收益效应研究
崔欢庆、戴饶（中国人民大学）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农民增收与县域经济发展

张星民、伍骏骞（西南财经大学）

基于水足迹视角的中国北方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种植结构优化研究

聂媛、李晓云、江文曲（华中农业大学）

Emerging market-oriented cooperation and agricultural performance of small-scale
farms: insights from rice production in China

朱月季、张诚（海南大学）

腾讯会议ID：���-���-����

征文I-�粮食生产

主持人：胡向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秘      书：崔欢庆18811151912

12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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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与经济增长是鱼和熊掌吗？⸺基于空间溢出的视角

动力要素成本结构与粮食生产布局变迁：机理与实证

江立君、张宗毅（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贺文婷、伍骏骞（西南财经大学）

�月��日 专场报告B（��:��-��:��）

评论人：罗仁福（北京大学）、叶春晖（浙江大学）

腾讯会议ID：���-���-����

专场-B�“中国农村发展调查”数据专场

主持人：张同龙（华南农业大学）

秘      书：刘思源13283716032

秘      书：张普彧15822113557

报告�：义务教育政策对于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

报告人：毛    奇（华南农业大学）

报告�：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对村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

报告人：吴派欧（北京大学）

报告�：农村居民教育回报率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五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报告人：吴姣姣（中国科学院）

报告�：非农就业地点和医疗保险对农户就医行为的影响

报告人：曾宣烨（中国科学院）

13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方振、李谷成（华中农业大学）



评论人：张利国（江西财经大学）、胡凌啸（中国社会科学院）、高  强（南京林业大学）、
                王图展（西南大学）

腾讯会议ID：���-���-����

专场-B�城乡融合发展

主持人：耿献辉（南京农业大学）

报告�：赵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

评论人：任彦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白    钰（中央民族大学）

腾讯会议ID：���-���-����

专场-B� 食物消费与营养健康

主持人：赵启然（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不同营养干预模式对于农户膳食质量改善效果的比较研究

报告人：崔    艺（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营养改善计划对于农村学生健康的影响

报告人：张    颖（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人�：范    毅（北京财经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报告人�：张晓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报告人�：严斌剑（南京农业大学）

秘      书：黎淳1980102889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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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城乡居民对可食用昆虫的营养认知与消费行为：以柞蚕为例

报告人：冯    威（华中农业大学）

报告�：农业生产专业化与农村居民膳食消费转型⸺基于农村空心化视角

报告人：沈皆希（南京农业大学）

评论人：王明利（中国农业科学院）

腾讯会议ID：���-���-����

专场-B�草原经济学

主持人：唐建军（中国人民大学）

报告�：Effectiveness of reducing livestock population in  mitigating greenhouse 

 effects and air pollution
报告人：刘    敏（兰州大学）

报告�：Innova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报告人：冯晓龙（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畜牧业碳排放效率及其决定因素⸺基于内蒙古牧区的实证分析

报告人：侯建昀（内蒙古大学）

报告人：苏柳方（华南农业大学）

报告�：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rur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Evidence from pastoral China

秘      书：汤志鹏1895025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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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Property rights privatization, grassland rental and herders' grazing modes: 

报告人：报告人：史雨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评论人：卫龙宝（浙江大学）

腾讯会议ID：���-���-����

专场-B�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业生产托管

主持人：乔旭华（山西农业大学）

秘      书：陈豪锴15625371299

秘      书：区嘉湄15521453218

 Evidence from pastoral in northern China

报告�：发挥集体经济组织作用，深入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报告人：张软斌（山西省农业厅)

报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行为研究

报告人：吕    杰（沈阳农业大学）

报告�：党建引领抓托管，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基础抓手

报告人：邵林生（山西农业大学）

报告�：多元治理体系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协同机理⸺解码南昌县剑霞村案例

报告人：翁贞林（江西农业大学）

报告�：农业生产托管方式创新探索与思考

报告人：李晋陵（山西省乡村调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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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ID：���-���-����

专场-B�异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专场

秘      书：孟庆元15321988867

报告�：新人力资本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稳定脱贫：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报告人：胡    原（四川农业大学）

报告�：技能培训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水平的影响研究

报告人：何    蕾（四川农业大学）

报告�：易地扶贫搬迁户生计分化、组织嵌入与耕地抛荒行为—来自民族地区大中型安置区的证据

报告人：黄婉婷（四川农业大学）

报告�：差异化易地扶贫搬迁策略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报告人：施帝斌（四川农业大学）

�月��日 征文报告II（��:��-��:��）

腾讯会议ID：���-���-����

征文II-�生产率

主持人：杨  丹（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秸秆还田能提高粮食单产吗？⸺以安徽省为例

王超、张道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数字基础设施、产业集聚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刘进、熊长江、杨青、许庆（上海财经大学）

主持人：蓝红星（四川农业大学）

评论人：张  琦（北京师范大学）、张克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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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

张宇（西南财经大学）

长江中游城市群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韩超跃（湖南工业大学）

新时代农业技术效率提升策略：“土地流转”vs.“服务带动”

蒋维扬、赵雪娇（中国人民大学）

秘      书：李嘉旭17362454906

腾讯会议ID：���-���-����

征文II-�“双碳”专场

主持人：柯水发（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兴边富民行动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基于新疆县域层面的准自然实验

林巧华、程秋旺、钟金发、林榅荷（福建农林大学）

环境规制能否有效促进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基于空间视角的实证分析 

夏语婕、郭鸿鹏、潘楚林（吉林大学）

Dual Carbon Goals and The Impact on Futur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魏玮，崔琦，盛誉（北京师范大学）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基于BP-LSTM模型的中国农业碳排放特征分析及趋势预测

李义姝、严奉宪（华中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时空演变研究

李梦珂、付伟、罗明灿、陈建成（西南林业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双碳”目标下中国农业净碳汇核算框架、演变特征及未来潜力

柴朝卿、李园园、屈章浩、霍学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浙江省森林碳汇时空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朱颖、吴伟光、王怡菲（浙江农林大学）

秘      书：段晓15123167839

腾讯会议ID：���-���-����

征文II-�农商管理

主持人：杨印生（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教授）

养殖业环境规制是否加速畜牧产业链纵向整合⸺基于工商资本深化与交易成本上升的视角

江光辉、胡浩（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企业如何应对海外耕地投资过程中面临的舆论冲击？⸺基于三阶段演化博弈分析

王亚萌（曲阜师范大学）

农村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晁楠、杨海芬（河北农业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龙头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基于六盘水市��家样本企业的实证分析

龙怀航、李萍（北京农学院）

数字技术使用降低了涉农企业成本粘性吗？⸺以新三板涉农企业为例

李宁、任金政（中国农业大学）

数字技术使用提升了涉农企业的价值吗？⸺来自新三板企业文本分析的证据

李宁、任金政（中国农业大学）

19



秘      书：焦雪桐18910746806

秘      书：欧阳威15910320503

腾讯会议ID：���-���-����

征文II-�绿色发展

腾讯会议ID：���-���-����

征文II-�农业风险管理

主持人：白军飞（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施肥外包服务对化肥施用量的影响⸺基于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周天宇、谭晓婷（沈阳农业大学）

施肥经验、信息获取渠道对农户化肥施用行为的影响

乐诗卉、罗小峰（华中农业大学）

收入风险规避视角下价格波动对小农化肥施用的影响

钟甫宁、郭江影、徐志刚（南京农业大学）

“一家两制”会减少农户农药施用量吗？⸺来自广东����千村调查的经验证据

欧阳威（中国人民大学）

农地成本上涨如何影响化肥利用效率？⸺来自中国甘肃与江苏的证据

戚渊、朱道林（中国农业大学）

经营规模、农地细碎化对农户化肥使用效率的影响⸺基于湖北省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

夏薇（华中农业大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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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杨玉影13041030522

腾讯会议ID：���-���-����

征文II-�乡村治理

主持人：崔海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市场风险经历与投保意愿：基于“保险+期货”试点的实证研究

翁可欣、熊涛、尚燕（华中农业大学）

主持人：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主观阶层认同影响农村居民公共事务参与了吗？⸺基于 安徽、江苏、陕西三省份微观经验数据

苏丫秋、胡乃元、朱玉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基于BEKK模型的大宗蔬菜跨品种价格传递研究

韩梦娟、宋长鸣（华中农业大学）

储藏决策行为研究⸺基于����名葡萄种植户的微观调查

孙晓宇、杨肖丽、张瑞龙（沈阳农业大学）

演化博弈视角下“银保”联动支农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

李善民、宁满秀（福建农林大学）

双重风险冲击下“公司+农户”纵向一体化契约治理⸺基于风险分担视角

张涵（沈阳农业大学）

风险冲击、社会资本与农户风险应对策略⸺来自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证据

杨玉影、刘吉龙（中国人民大学）

21



秘      书：张晓轩15832067866

腾讯会议ID：���-���-����

征文II-�绿色生产

“织密组织”会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吗？

胡乃元、苏丫秋、朱玉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主持人：霍学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数字农技推广服务与农户绿色农药施用行为⸺以陕西省苹果种植户为例

权玉蓉、毛慧、陈绍俭（陕西师范大学）

老龄化、土地细碎化与蕉农生物农药采纳行为

苍月、王芳、陈山山、柯佑鹏（海南大学）

事与愿违还是如愿以偿：统防统治与稻农农药施用

唐林、罗小峰、杜三峡（华中农业大学）

互联网使用能否影响乡村治理参与？

卜曲、刘红波（安徽大学）

在乡村善治中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基于内部收入差距的考察

魏滨辉、罗明忠（华南农业大学）

关系治理会消解村干部政策执行力吗？⸺基于河长制政策的实证检验

胡乃元、朱玉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数字技术应用研究⸺以镇平县杨营镇为例

刘彩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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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高伟18888921563

Farmers' Preferences for Rur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Policy Goals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Evidence from Choice Experiment Analysis of Farmers 

from Four Cities (Counties) in Hainan, China

绿色防控技术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抑或“加剧”⸺来自新疆地区���位农户的经验证据

乔丹、刘晗、徐涛（海南大学）

经营规模扩大促进了粮食生产“减肥”吗⸺基于河南省��� 户粮农调研

吴银毫、徐珂怡、马恒运（河南农业大学）

郎禹超、霍瑜、杨明芳（塔里木大学）



文化大厦三层多功能厅  腾讯会议ID：���-���-���

�月��日 专场报告C

主持人：仇焕广（中国人民大学）

评论人：刘承芳（北京大学）、朱  晨（中国农业大学）、田晓晖（中国人民大学）

24

主旨报告：学术道路选择的逻辑

报告�：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Gaps in Education: Stereotype as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报告人：程国强（中国人民大学）

报告人：易红梅（北京大学）

报告�：Accounting for the Air Pollution Spillovers：Do Emission Control Areas
              control for SO� in China？
报告人：汪阳洁（中南大学）

报告�：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to urban China

报告人：唐建军（中国人民大学）

报告�：畜禽环境规制的边界水污染治理效应分析

报告人：潘    丹（江西财经大学）

报告�：农产品价格波动分析的新框架及应用

报告人：李    剑（华中农业大学）

专场-C�中国青年农业经济学家论坛  (�:��-��:��）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腾讯会议ID：���-���-����

主持人：李谷成（华中农业大学）、龚斌磊（浙江大学）

评论人：于晓华（哥廷根大学）、李谷成（华中农业大学）

25

报告�：Property Right and Land Mis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New Land Certified
              Program in China

报告人：龚斌磊（浙江大学）

秘    书：李鹏举13103623399

报告�：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andAgriculturalLaborProductivity

报告人：盛    誉（北京大学）

报告�：农业种植结构变迁的原因及其影响

报告人：盖庆恩（上海财经大学）

报告�：土地经营权流转、要素错配改善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江苏省水稻种植户的证据

报告人：张晓恒（南京航天航空大学）

报告�：Off-farm work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wheat production in China

报告人：郑宏运（华中农业大学）

专场-C�农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研究 

腾讯会议ID：���-���-����

主持人：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

评论人：沈费伟（杭州师范大学）、刘兴亮（西南交通大学）

专场-C�“县域治理数字化”专场
 

�月��日 专场报告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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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

报告人�：刘晓鸥（中国人民大学）

报告人�：高  原 （中国人民大学）

报告人�：刘传磊（浙江农林大学）

秘    书：李鹏举13103623399

腾讯会议ID：���-���-����

主持人：朱    臻（浙江农林大学）

评论人：张俊飙（华中农业大学）、吴伟光（浙江农林大学）

专场-C�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
 

秘    书：刘竞泽13722291695

报告�：农业碳中和：目标、路径与公众福祉

报告人：赵敏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报告�：森林碳汇与林区振兴

报告人：徐晋涛（北京大学）

报告�：新发展阶段下我国木材安全问题的思考

报告人：程宝栋（北京林业大学）

报告�：碳汇生态产品的科学内涵与价值实现路径

报告人：方    恺（浙江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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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ID：���-���-����

主持人：肖卫东（山东师范大学）

评论人：钱  龙（南京财经大学）、蔡颖萍（湖州师范学院）

专场-C�经营体系构建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秘    书：王捷13262898085

报告�：经营体系构建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报告人：杜志雄（中国社会科学院）

报告�：资产专用性会抑制农户迭代新技术采纳吗？

报告人：张宗毅（江苏大学）

报告�：施药外包服务有助于农药减量施用吗？⸺基于CLES的实证分析

报告人：饶清玲 (上海财经大学)，钱龙（南京财经大学）

报告�：哪些家庭农场在多元化经营？农场主职业认证效果的实证研究

报告人：刘文霞（贵州大学）

腾讯会议ID：���-���-����

主持人：傅新红（四川农业大学）

评论人：张  露（华中农业大学）、朱玉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场-C�农业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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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章睿馨 （四川农业大学）

报告人�：田鹏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报告人�：乔大宽 （四川农业大学）

报告人�：罗    磊 （四川农业大学）

秘    书：唐瑶15071469137

腾讯会议ID：���-���-����

主持人：李春顶（中国农业大学）

评论人：陈秧分（中国农业科学院）、胡冰川（中国社会科学院）

专场-C�百年变局与农业经贸合作
 

报告�：中国农产品贸易特征与趋势

报告人：吕向东（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报告�：国际发展研究的新范式：问题与学科视域

报告人：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中国大豆进口：植物油还是饲料？

报告人：毛学峰（中国人民大学）

报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食物消费水平和多样性

报告人：王学君（南京农业大学）

报告�：百年变局与全球农业战略：布局重点与策略调适

报告人：朱满德（贵州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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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洪俊侨13811777630

腾讯会议ID：���-���-����

�月��日 征文报告III（�:��-��:��）

征文III-�土地经济B

主持人：盛    誉（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报告�：集体土地产权的再造：“两权分离”VS.“三权分置”

报告人：杨彦慧、汪险生、李宁、郭忠兴（南京审计大学）

报告�：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协同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报告人：徐霞、吕杰、尹冠球（沈阳农业大学）

报告�：供需匹配视角下地块空间特征与耕地流向及资源配置涵义

报告人：郭阳、徐志刚（江苏大学）

报告�：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促进了趋粮化吗？—基于耕地补充的机制分析

报告人：张精、穆月英（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代际禀赋、权能实现和农地依赖变迁—来自三个世代����户农民工家庭的行为证据

报告人：李富鸿、洪名勇、龚丽娟（中国人民大学）

秘    书：李富鸿17885675657

报告�：新型经营主体何以影响西南少数民族易地搬迁户耕地处置行为

报告人：何蕾、施帝斌、黄婉婷、蓝红星（四川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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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ID：���-���-����

征文III-�生态经济�

腾讯会议ID：���-���-����

征文III-�技术采纳

主持人：李翠霞（绥化学院院长）

报告�：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研究—以西北地区为例

报告人：穆佳薇、余国新（新疆农业大学）

报告�：横向补偿制度能否推动生态高质量发展—基于黄河流域的经验证据

报告人：田蓬鹏、朱玉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报告�：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农地生态效率时空演化及其收敛性分析

报告人：付舒斐（江西财经大学）

报告�：生态补偿是否必然提升农户生态保护意愿？—基于云南省野生动物肇事活跃地区农户
的实证分析

报告人：陈俊峰、谢屹（北京林业大学）

报告�：环境规制下区域林业经济效率与生态安全效率关联机制研究

报告人：卢宏亮、张敏（东北林业大学）

秘    书：李贝贝19801026782

报告�：草原生态补奖背景下内蒙古地区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报告人：刘梦悦、乔光华（内蒙古农业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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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ID：���-���-����

征文III-�消费经济�

主持人：赵慧峰（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报告�：邻里效应何以影响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

报告人：陈山山、王芳、柯佑鹏、过建春（海南大学）

报告�：合作社交易服务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

报告人：章睿馨、罗磊、乔大宽、刘宇荧（四川农业大学）

报告�：合作社新技术采纳机理与实证分析—基于订单需求的中介效应

报告人：邵兰童（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报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吗？—来自新疆����位农户的经验证据

报告人：夏文浩、郎禹超、霍瑜（塔里木大学）

报告�：技术评价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兼论风险态度和传播距离的作用

报告人：杜三峡、罗小峰（华中农业大学）

秘    书：路欣艾19800389949

报告�：技术培训何以固化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以秸秆还田技术为例

报告人：郅建功、颜廷武（华中农业大学）

主持人：胡武阳（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

报告�：人口结构变动对农村居民奶品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收入水平的门槛效应分析

报告人：姬琳雪、任彦军、孔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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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ID：���-���-����

征文III-�非农就业

报告�：债多真的不愁吗？—债务杠杆、数字素养与农户家庭消费拐点

报告人：李宁杰、乔丹、赵敏娟（海南大学）

报告�：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研究—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

报告人：邱恩、陈姝玥、邢大伟（扬州大学）

报告�：追溯标签信任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食品安全识别调节效应
的解释

报告人：于卓、赵静、刘增金（中国海洋大学）

报告�：互联网使用与农户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视角的分析

报告人：李俊海、吴本健、朱海波（中央民族大学）

报告�：金融素养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第三方支付的中介机制

报告人：李琴、范丹（西南财经大学）

秘    书：管小川13678886761

主持人：罗明忠（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

报告�：“安居”能否促进“乐业”？ 保障性租赁住房对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影响研究

报告人：张财经、王博（南京农业大学）

报告�：自然灾害冲击、赈灾措施与农户非农就业选择—基于河南调查的实证分析

报告人：陈苏、陈义凯（江西财经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33

腾讯会议ID：���-���-����

征文III-�数字技术

报告�：数字鸿沟何以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状态？—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报告人：林龙飞（长江大学）

报告�：政策工具视角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政策的文本量化研究

报告人：张飞飞、汪雯、李红勋（北京林业大学）

报告�：互联网使用、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效应

报告人：任秦、沈月琴、朱哲毅（浙江农林大学）

报告�：数字经济是否提升了农民工就业质量？

报告人：罗叶、宁满秀（福建农林大学）

秘    书：高伟18888921563

主持人：马旺林（林肯大学副教授）

报告�：数字素养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来自CGSS的经验证据

报告人：杨柠泽、王艺蔚（浙江理工大学）

报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农户的农业机械化选择？—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报告人：马俊凯、李光泗（南京财经大学）

报告�：数字经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了吗？⸺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报告人：王浩、王凤婷、熊立春（浙江农林大学）

报告�：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收入结构视角的分析

报告人：雷泽奎（华中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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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ID：���-���-����

征文III-�数字金融

报告�：“数商兴农”：数字技术何以赋能农户可持续生计

报告人：吴明朗、张鹏、苏岚岚、张翔（重庆大学）

报告�：互联网使用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报告人：孙楠、王颜齐（东北农业大学）

秘    书：张子涵17761030906

报告�：信息通信技术使用、金融交易成本与农户数字金融参与信息通信技术使用、金融交易
成本与农户数字金融参与

报告人：李超伟、张龙耀（南京农业大学）

主持人：张启文（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报告�：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家庭正规信贷需求？⸺来自CHFS的证据

报告人：张文静、司传宁（山东农业大学）

报告�：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基于居民消费视域下的微观家户数据再考察

报告人：卓震宇、叶家硕、陈浩、崔琦（北京师范大学）

报告�：数字经济对规模化养猪业的影响：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报告人：周琨（四川农业大学）

报告�：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

报告人：范晨露、马艳艳（宁夏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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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ID：���-���-���

专场-D�期刊专场

报告�：数字金融能否改善城乡家庭正规信贷配给？—兼论中国二元金融结构之改善

报告人：周月书、王君妍（南京农业大学）

秘    书：孔凡萍18338918256

主持人：陈卫平（中国人民大学）

报告人�：   潘    劲（《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创新工程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

报告人�：   苏保忠（《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view》编辑协调人兼编辑办主任）

报告人�：   宋雪飞（《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

报告人�：   范敬群（《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

报告人�：   王    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

报告人�：   郭翔宇（东北农业大学原副校长，《农业经济与管理》主编）

报告人�：   郭如良（《农林经济管理学报》常务副主编）

报告人�：   曲丽丽（《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

报告人�：   朱    凯（《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

报告人��：于洪飞（《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

报告人��：李砚忠（《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

报告人��：佘小宁（《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月��日 专场报告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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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ID：���-���-����

专场-D�农村土地改革与发展

秘    书：成若曦13056851578

主持人：郜亮亮（中国社会科学院）

评论人：许    庆（上海财经大学）、张同龙（华南农业大学）

秘    书：陈丹青19800384848

报告�：农村土地改革与发展

报告人：孙顶强（南京农业大学）

报告�：农业投资与土地流转费：基于马克思地租理论的视角

报告人：杨青、张霄、刘进、许庆（上海财经大学）

报告�：制度供给视角下的农村宅基地制度变迁与未来走向

报告人：李登旺（中国社会科学院）

报告�：产权、交易与市场演化

报告人：赵    亮（华南农业大学）

报告�：农业社会化服务类型，提供主体对农户耕地转入行为的影响

报告人：曹月明（中国科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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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ID：���-���-����

专场-D�食物消费与营养转型

主持人：田  旭 （中国农业大学）

评论人：刘晓鸥（中国人民大学）、王晓兵（北京大学）

秘    书：陈柯霖19800381585

报告�：贸易自由化对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

报告人：郭心悦、田旭（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Nudging Chinese Consumers to Adopt Sustainable Milk Consumption: How
              Should Information Be Provided?

报告人：Hongsha Wang & Qihui Chen（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粮食直补对我国农村居民膳食营养的影响

报告人：朱    晨（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村居民膳食质量的影响

报告人：赵启然（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The impact of consumers’ perception and economic preferences on th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meat alternatives in China

报告人：黄莹莹（南京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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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ID：���-���-����

专场-D�食品安全与产业组织

主持人：徐宣国（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评论人：尹世久（曲阜师范大学）、郑  军（山东农业大学）

报告人�： 丁存振（山东农业大学）

报告人�： 张传梅、杜念宇、陈默（曲阜师范大学）

报告人�： 王二朋（南京工业大学）

报告人�： 李想（南京审计大学）

秘    书：邓心野17828167107

腾讯会议ID：���-���-���

专场-D�生态减贫与绿色发展

主持人：赵  荣（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报告�：脱贫地区从绿色减贫向生态振兴转向的路径选择

报告人：张  琦（北京师范大学）

报告�：石漠化地区缓解相对贫困的林业长效机制研究

报告人：赵  荣（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评论人：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建成（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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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绿色发展背景下生态型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报告人：李晓峰（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林业生态扶贫脱贫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衔接研究

报告人：奉钦亮（广西财经学院）

报告�：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报告人：蒋文杰（广东海洋大学）

报告�：中国农村税费制度的历史演进、理论解释与动因分解

报告人：曹豪爽、洪名勇（贵州大学）

报告�：农业补贴是否缩小了部门劳均产值差距？—基于全国��省的实证研究

报告人：袁泉（中国人民大学）

秘    书：李愿13382029061

报告�：数字技术赋能脱贫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报告人：舒全峰（清华大学）

腾讯会议ID：���-���-����

�月��日 征文报告IV（��:��-��:��）

征文IV-�宏观政策

主持人：曹建民（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报告�：生产特性、交易费用与服务合约选择 —兼论建设农业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践策略 

报告人：梁志会（华中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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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新冠疫情与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报告人：张维泰、宁满秀、廖逸捷（福建农林大学）

报告�：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大豆期现货市场的影响效应同步吗?

报告人：林凌、李炎林（湖南农业大学）

报告�：农民收入质量：测度评价、动态演进与政策启示

报告人：杨少雄、姬琳雪、王慧玲、孔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报告�：温饱与环保：多维贫困对农民绿色生产的影响

报告人：张童朝、颜廷武（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报告�：小农户畜禽养殖的减贫增收与消费提升效应研究—以广西民族贫困地区农户零散养牛为例

报告人：陈新建（广西大学）

秘    书：袁泉17800158499

报告�：鱼与熊掌兼得：中国减贫奇迹的增长效应与机制

报告人：周子铭、吴海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腾讯会议ID：���-���-����

征文IV-�农民增收

主持人：夏显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报告�：非农就业能减缓农户的多维贫困吗？—基于黄河流域五省的微观数据

报告人：张强强、吴溪溪、马红玉、夏显力（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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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地方知识、非正式制度生成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以贵州省苗族村庄
友娘村为例

报告人：娄磊、洪名勇（贵州大学）

报告�：极端气温与农地流转⸺源自微观调查的证据

报告人：陈鑫泓、陈帅（浙江大学）

报告�：地形差异下土地流转、家庭生计选择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差距 ⸺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
              地区����户家庭的实证分析

报告人：侯学博、李现康、王本业、梁洪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报告�：农地流转率如何突破？—金融科技发展对农地交易半径的影响

报告人：邓伟华、米运生、詹舒琪（华南农业大学）

秘    书：朱黎15518883140

报告�：老龄化与农地流转合约稳定性关系研究

报告人：储怡菲（上海财经大学）

腾讯会议ID：���-���-����

征文IV-�土地流转

主持人：刘  芳（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报告�：土地承包权退出经济补偿的市场化逻辑：一个分析框架 

报告人：余晓洋、刘帅、郭庆海（浙江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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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资产专用性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报告人：赵飞、叶发美（贵州大学）

报告�：雾霾污染与农村劳动力空间流动⸺基于产业转型视角

报告人：张林秀、李畅、徐湘博、李佳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报告�：政府规制、主体认知与农户秸秆还田意愿研究

报告人：李艳秋（东北林业大学）

报告�：认知规范、政府干预对养殖户粪污标准化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

报告人：裴梦晓（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秘    书：孟庆元15321988867

报告�：农村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主体策略选择分析

报告人：武千雯、王強强、戴永务（福建农林大学）

报告�：降水感知对农户气候适应性耕作行为的影响研究—以鄂豫两省农户秸秆持续还田为例

报告人：柳祺祺、颜廷武（华中农业大学）

腾讯会议ID：���-���-����

征文IV-�环境治理

主持人：宋燕平（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报告�：农户分化视角下资产专用性对农户休耕意愿的影响

报告人：张思阳（中国人民大学）

秘    书：邓李18813060831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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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完全成本保险对农户玉米种植面积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报告人：张雯波、谢凤杰、吴东立（沈阳农业大学）

报告�：政府补贴及监管背景下农险市场“协议”理赔：演化博弈及仿真研究

报告人：张雯波、吴东立、谢凤杰（沈阳农业大学）

报告�：农业保险的市场竞争效率与企业寻租行为—来自中国政策性玉米保险的证据

报告人：陆宇、易福金（南京农业大学）

报告�：Peer Effects on Farmers Purchases of Policy-Based Planting Farming
              Agricultural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Sichuan Province, China

报告人：包雪玲、张枫琬、徐定德（四川农业大学）

报告�：政策性农业保险差别定价策略研究—基于改进的拉姆齐定价模型

报告人：刘亚洲、苏畅（上海大学）

腾讯会议ID：���-���-����

征文IV-�农业保险

主持人：易福金（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报告�：农业保险赔偿金额、非农就业收入与农户种植决策

报告人：马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秘    书：林宇1810054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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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环境规制与居民健康 ⸺基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研究

报告人：王玉泽、Tor Eriksson、罗能生（华中农业大学）

报告�：“孔雀东南飞”还是“家和万事兴” ⸺基于家庭城市融合影响农民工身体健康的实证
                 研究

报告人：孙晓瞳、周密、黄利（沈阳农业大学）

报告�：城乡居民健康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发展：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报告人：刘晔虹、史新杰（浙江大学）

报告�：农户选购了绿色农药，农产品质量就一定安全吗？ ⸺基于豇豆农户实验数据分析

报告人：樊孝凤、张娇（海南大学）

报告�：收入、收入不确定性与城乡居民膳食健康

报告人：谢明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腾讯会议ID：���-���-����

征文IV-�健康

主持人：刘承芳（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报告�：健康和口味如何影响消费者碳酸饮料的选择？⸺基于饮料企业策略性标签的实证研究

报告人：杨越、丁玉莲、陈志钢、胡武阳（西南财经大学）

秘    书：滕译阳18861337855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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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农民合作社规制与社员绿色生产行为：激励抑或约束？

报告人：罗磊、乔大宽、刘宇荧、傅新红（四川农业大学）

报告�：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基于东北三省���家粮食种植合
              作社的调查数据

报告人：姚江南、郭翔宇、李桃（东北农业大学）

报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可以壮大集体经济吗？⸺基于浙江省的实证检验

报告人：张旭、王成军（浙江农林大学）

报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增收、结构和溢出效应分析

报告人：韩子名、梁巧、刘文昊（浙江大学）

报告�：空壳社影响正常合作社的发展吗？

报告人：梁巧、白荣荣、邵科（浙江大学）

腾讯会议ID：���-���-���

征文IV-�合作组织

主持人：刘天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报告�：基于扎根理论的农村合作社带头人胜任力要素模型研究⸺以贵州省�家合作社为例

报告人：李静怡、陈磊、龚文（北京工商大学）

秘    书：王忠泽1316518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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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 ID：���-���-����

腾讯会议 ID：���-���-����

主持人：

主持人：

周  扬（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陈东强（南京财经大学）

魏子鲲、薛庆林、王建忠（南开大学）

土地细碎化、资产专用性与土地托管组织生产效率 
杨丽丽、张梅（东北农业大学）

Property rights and older people's welfare: Evidence from the new wave 

刘安然、袁洛琪、唐建军（中国人民大学）

土地流转对西部农村农户秸秆资源利用的影响
张枫琬、包雪玲、徐定德（四川农业大学）

东北黑土区耕地生态承载力动态评价及预测分析
王婷、崔宁波、巴雪真（东北农业大学）

刘安然 13120193966

� 月 �� 日 征文报告 V（��:��-��:��）

征文 V-� 土地经济 C

征文 V-� 产业发展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秘书：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乔光华（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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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 ID：���-���-����

主持人：

许佳彬、李翠霞（东北农业大学）

梁远、张越杰、毕文泰（吉林农业大学）

 
许佳彬、李翠霞（东北农业大学）

邵惟肖、周密、黄利（沈阳农业大学）

“一带一路”倡议下东盟各国稻米产业政策发展研究
王怀豫、梁斯奕、宾冰（北京理工大学）

段晓 15123167839

征文 V-� 人力资本 �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秘书：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傅新红（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婚姻教育匹配、女性人力资本提升与农村婚嫁彩礼
曹冉、苏会（南京农业大学）

江群勇、许海平（海南大学）

涉农高校学生服务基层政策选择偏好与政策组合效果模拟 
马如意（中国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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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川、沈琼（郑州大学）

付翠、何军（南京农业大学）

生物资源对家庭教育存在“诅咒效应”吗？来自橡胶种植户的证据
刘锐金、伍薇、杨琳、何长辉（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石玮怡 15301495112

程宝栋（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the First �,��� Days
武文杰、杨哲、Junhyung Kim、岳爱（暨南大学）

陈宇欣、朱哲毅（浙江农林大学）

退耕还林政策对乡村创业的影响研究 
田相辉、王淑婧、徐小靓（青岛农业大学）

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影响机理研究
陈宏飞、陈廷贵（上海海洋大学）

石颜露（北京林业大学）

腾讯会议 ID：���-���-����

主持人：

征文 V-� 生态经济 �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秘书：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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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生态系统视阈下新农人创业绩效研究
孙琳峰、郭鹏宇、张淑云、马红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嘉旭 17362454906

陈传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程名望、韩佳峻（同济大学）

中国城乡关系的嬗变脉络、结构性失衡及重构路径
郭君平、曲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Dynamic evalu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evel and its zoning 
strategy: A case stud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张笋、陈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数字时代的城乡迁移：互联网使用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许蒋鸿、王伟新、葛涛（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王松茂、尹延晓（山东农业大学）

焦雪桐 18910746806

腾讯会议 ID：���-���-����

主持人：

征文 V-� 城乡关系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秘书：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腾讯会议 ID：���-���-����

征文 V-� 劳动力市场

报告 �：
报告人：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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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邢春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职业趋同及影响因素研究
赵文铖、王美知、盖庆恩（上海财经大学）

尹世久、尹宗硕（曲阜师范大学）

 
韩振兴、常向阳（南京农业大学）

农民工城市融入对土地转出的影响研究：基于土地情结的探讨
邵景润（浙江大学）

配调查数据的分析
王士海（安徽农业大学）

张晓轩 15832067866

钟  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

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关键问题的理论探释与实践解析
曲颂、郭君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黄波、白天一（中国人民大学）

创新盘活城郊闲置宅基地：农民意愿与影响因素 
刘望、王常伟（上海财经大学）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腾讯会议 ID：���-���-����

征文 V-� 宅基地

报告 �：

报告人：

秘书：

主持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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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恒运（河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刘增金、于卓、赵静（中国海洋大学）

基于 Heckman 模型的农村居民网络购买行为决策研究
李香翠（江西农业大学）

邻里效应、虚拟社会网络与农户社交电商参与行为 
王婵、陈廷贵（上海海洋大学）

贸易便利化对加工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出口为例
马梦燕、闵师、张晓恒（华中农业大学）

引流，竞争与农产品推广—基于平台经济的理论分析
许晓言、余建宇、李志群 （西南财经大学）

马梓萌 18800126467

主持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基于空间 Probit 模型的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互动影响与溢出效应研究
彭山桂（山东农业大学）

曹颖、姜安印（兰州大学）

白天一 13269877111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腾讯会议 ID：���-���-����

征文 V-� 消费经济 �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秘书：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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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宝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胡杰、罗剑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罗建章、周立（中国人民大学）

 

蒋振（中国农业大学）

新一轮农地确权是否缓解了农村的信贷约束？

刘丹丹、许庆、刘进、杨青（上海财经大学）

杨锦航、李敏（天津财经大学）

罗建章 18519269045

王志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肖雪、胡冰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毕文泰、陈素云（河南农业大学）

主持人：

主持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腾讯会议 ID：���-���-����

腾讯会议 ID：���-���-����

征文 V-� 农村金融

征文 V-�� 食物经济

报告 �：
报告人：

秘书：

报告 �：
报告人：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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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分异视角下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庞梦伊、郭鸿鹏（吉林大学）

马宝杰（浙江大学）

贸易自由化、地区差异及家庭食物消费
王学君、武旭阳、田曦（南京农业大学）

张嘉鹏 13799783183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教授）

农户职业分化、 信息比较优势与金融联结
陈小知、米运生、邓伟华（华南农业大学）

张宁、喻晓芬（南京农业大学）

 
郄雪婷、张利民、朱红根（南京财经大学）

社会规范信息对消费者绿色消费品选择行为影响研究：以外卖绿色包装为例
韩飞（浙江大学）

许黎莉（内蒙古农业大学）

郭欣琪 15917473485

主持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腾讯会议 ID：���-���-����

征文 V-�� 信息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秘书：

秘书：

报告 �：
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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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廷武（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城镇化提高粮食绿色生产效率了吗？
王帅、王亚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柴金露、朱臻、宁可（浙江农林大学）

吴月丰、张俊飚（华中农业大学）

孙慧波、姜余轲、赵霞（青岛大学）

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式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李芬妮、张俊飚（华中农业大学）

赵丽茹 18800106310

刘  宇（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政府推广、收入不确定性与节水技术采用动态决策
徐依婷、穆月英（浙江省委党校）

齐莹、颜廷武（华中农业大学）

主持人：

主持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腾讯会议 ID：���-���-����

腾讯会议 ID：���-���-����

征文 V-�� 人居环境

征文 V-�� 自然资源

报告 �：
报告人：

秘书：

报告 �：
报告人：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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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晗、花文元、罗良国、刘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罗宇、张文娥、谷满仓、赵敏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 - 能源”约束下中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综合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徐瑞璠、丁蕴、郝得泉、刘文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吴偲语 13956521354

徐志刚（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部门利益与制度扭曲：以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制度变迁为例
张清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 户稻农的实地调查
罗小锋（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分权、县域产业基础与农业农村发展
龚斌磊（浙江大学）

张同龙（华南农业大学）

“低学历”抑或“高学历”：谁带来了更高的违约率？
石宝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王翔瑞 18980485246、黄瑞 13972063086

主持人：

大会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大会报告 �：
报告人：

报告 �：
报告人：

大会报告 �：
报告人：

文化大厦三层多功能厅  腾讯会议 ID：���-���-���

报告 �：
报告人：

大会报告 �：
报告人：

秘书：

秘书：

大会报告 �：

报告人：

优秀论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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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焕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与相对贫困治理
钱文荣（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含糖饮料不同征税策略的消费者福利效应比较
司    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主持人：

大会报告 �：
报告人：

大会报告 �：
报告人：

大会报告

文化大厦三层多功能厅  腾讯会议号：���-���-���

�月��日 （��:��-��:��）

闭幕式

会议总结报告

唐    忠

����CAFEM年会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通报，宣布年会优秀论文与年度学者

毛学峰  （年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

主持人：吕  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党委书记）

（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

  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朱信凯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主持人：赵敏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月��日    ��:��-��:��
开幕式

文化大厦三层多功能厅  腾讯会议ID：���-���-���

秘        书：赵雪娇19800387192；张悦18801101504 

日 程 框 架

�月��日

�月��日

��:��-��:��

��:��-��:��

��:��-��:��

��:��-��:��

开幕式

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学术论坛

乡村振兴案例大赛-本科生组

乡村振兴案例大赛-研究生组

闭幕式暨颁奖典礼

主会场：文化大厦三层多功能厅

腾讯会议ID：103-351-129

腾讯会议ID：103-351-129 

腾讯会议ID：351-344-409

腾讯会议ID：163-280-932

腾讯会议ID：923-696-449

腾讯会议ID：340-999-270

腾讯会议ID：442-371-356

腾讯会议ID：747-111-135

腾讯会议ID：923-696-449

�月��日    ��:��-��:�� 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学术论坛
绿色创新与生态保护

腾讯会议ID：���-���-���

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路径驱动与目标偏移—基于四川省��州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罗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57

����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本科生学术论坛暨乡村振兴案例大赛日程安排

主  持  人：仇焕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领导致辞：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月��日    ��:��-��:�� 
农户收入与普惠金融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转移了吗？—基于陕豫冀宁辽五省调研数据

高曼曼、安福临、徐家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吴培宇、刘竞泽（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农户创业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Accounting Harmonization in Agriculture Assets-related  Industry

赵静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健康状况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

朱相雪（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 

合作社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湖南省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刘依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雪妍、张一凡、范思钰、周雨杭（中国人民大学农

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以河南省为例

廖雪倩（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评论人：罗小锋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宋  科 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

        陈  威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秘    书：刘江玮13309669939；张得玺19399131782

主持人：廖予熙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本科生

58

腾讯会议ID：���-���-���

资本禀赋、绿色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程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海南���份农户调查数据

许雪珍（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月��日    ��:��-��:�� 
产业兴旺与乡村转型

腾讯会议ID：���-���-���

农村空心化时空演进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汉平原为例

陈婧茹（湖北大学商学院）

59

中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

郝秦川、徐涛、乔丹（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农地确权、调整经历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曲馨乐（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徐定德（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

院） 

中国生猪产业政策演变逻辑、效力与效果评估—基于����～����年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赵鑫、沈洋洋（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伍星齐（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王欢（四川农

业大学管理学院）

清洁能源使用对农户家庭发展及福祉的影响研究

常耀尹（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从农村垃圾整治宣传工作谈乡村柔性治理有效性—以岳阳市三和村为例

范思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生态护林员补偿、收入影响与政策满意度—基于安徽省潜山市生态护林员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万深玮、刘婷婷、姜颖琪、李沐霏（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生态保护与建设背景下林业碳汇项目对森林培育与生态效益的影响研究

徐翎珑（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毛谨锐（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姜雪梅、

王卫东（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张  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杨三思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杨三思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秘    书：张悦18801101504；杨泽宇17740968665 



农机社会化服务与种植结构“趋粮化”

罗崇佳、周旭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可得性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研究

吕罗玉、许海平（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风险偏好、社会学习与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参与行为—基于福建三明集体林区的实证研究

林琳、常耀尹、官湘、侯一蕾（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村级工业园改造模式的选择：广东省佛山和东莞的案例比较

叶子龙、王荣宇（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引入利益感知的茶 农生计资本对采茶时间作用关系研究—基于鄱阳县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施建魁（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同群效应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影响的研究—基于CLDS的微观证据

彭荣毅（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合作社技术培训会促进农户采纳商品有机肥吗？—以四川省柑橘合作社为例

陈雨凡、田育林、李洁、傅新红、刘宇荧（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评论人：刘同山 南京林业大学城乡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  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张  曼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

秘    书：尹慧玲15643114867；何雨昂15801678109

�月��日    ��:��-��:��

上半场

腾讯会议ID：���-���-���

宅基地制度改革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基于四川省泸县的案例研究

江瑾贤、孟博远、肖伊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黄铭玥（公共管理学院）、李懿（经济

学院）、宋晨炜、林清升（法学院）、徐妍何（社会与人口学院）

60

乡村振兴案例大赛（本科生组）

主持人：张  曼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党建引领+产业赋能：塞北青绿 —从“塞北第一村”杨家窑看乡村振兴的经验

王烜（江西师范大学）

代耕农的生计选择与改进策略：来自广州城郊的案例研究

谭绮彤、严炳剑、马倩怡、张羽、陈雅冰、李冰（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生态文明与文化转化经济效益，助推产业振兴 —永春县岵山镇可持续发展之 路

黄其平（福建农林大学）

“新乡贤”何以促进乡村内生式发展？—基于浙江义乌何斯路村的实地调研

孟博远、陈胤杭、阮茗珏、胡翔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白若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

融学院）

评论人：李  军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于亢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秘    书：黄绮雯13535757754；王丽18811537367

贫困村的蝶变:多元主体合作视角下发展乡村旅游的实践逻辑—以山东省泰安市道朗镇里峪村为
例

刘凯月（山东农业大学）

�月��日    ��:��-��:��
下半场

腾讯会议ID：���-���-���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背景下农产品企业品牌升级路径研究

张佳璐、徐昊、梁奇榕、耿献辉（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民专业合作社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基于�家合作社的多案例研究

张一凡、周雨杭、张雪妍、凌宗俊、管小川（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农业创业孵化模式”对培育创新创业型职业农民的研究

夏锐、杨丹晨、王泽晖、何相霖（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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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于亢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龙门困境”⸺乡村建设问题及其纾解研究

项颖婷、来源、刘传磊（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李  军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于亢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秘    书：黄绮雯13535757754；王丽18811537367

农村居民迁居行为样态、决策逻辑与宅基地制度层次化改革
刘珂丽、刘玲、许润（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月��日   ��:��-��:��
乡村振兴案例大赛（研究生组）  

腾讯会议ID：���-���-���

共同富裕与住有所居        

“第一书记”帮扶持续发力的机理探讨—以江西省�个脱贫村为例

张飞宇、周波（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第一书记“志智双扶”作用机制与效应研究

董姝钰、江金启（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社区营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模式探索

汪恒（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平台型土地托管模式、收益增值来源及实现条件研究—以行唐县金丰公社为例
魏子鲲（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薛庆林、王建忠（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昔日的“穷窝窝”，如今的“香格里拉”

牛文浩、申淑虹、蔡路、柴朝卿、刘芳苹、张蚌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共富先行村发展中的资源拼凑创新与实现机制—基于葛家村艺术振兴乡村的案例研究

牛亚娟、郑锦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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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于亢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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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城乡结合部闲置农房整合与治理—北京农房再利用的案例研究

张渊婕（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朱道林、王健（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

学院、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评论人：杨  丹 西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周  扬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秘    书：赵静禹17648161138；李欣17320080418

为有“源头活水”来：保护者的政策期待与内生动力识别—基于生态补偿先行区新安江流域的
农户调查

靳财、朱乐、刘雪寒、张添烨、曹婧（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月��日   ��:��-��:��
绿色发展与生态补偿

腾讯会议ID：���-���-���

“数字乡村一张图”—乡村治理数字化先行探索与效能提升研究

张雨欣、刘传磊、王成军（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乡村振兴下的林改探索：福建三明的“林票”制度改革

叶遄（福建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服务生态系统视角下农产品供应链价值共创实现路径—基于江苏海安蛋鸡产业的案例研究

曹景晟、佘惠灵（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乡村振兴的“绳武楼”实践：以景带村的文农旅融合之路
钟金发、戴心怡、林榅荷（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自然保护区对周边农户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研究

陈珂、李润泽（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共建与发展：共生、共创、共享—基于广东省华隆模式的分析

林毅焜、齐文娥(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63

主持人：周  扬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长江流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践与成效—以安徽省马鞍山市为例

何羽丰（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廷贵 (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

评论人：陈文汇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董筱丹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秘    书：陈志文13813446282；邢嘉13051227388

农地经营权强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的正规化 —基于fsQCA的分析
米运生、王家兴、徐俊丽（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月��日   ��:��-��:��
产业兴旺与经营主体

腾讯会议ID：���-���-���

基于SWOT-AHP的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战略探析—以辽宁省沈阳市�县��镇��村为例

王岩峰、景再方、吕杰（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视角下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双向困境及破解机制—以浙江省柯城区柑橘供应链
为例

李梦琪、郭沛（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柯雪龙（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农地制度改革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榆阳经验” —以陕北榆阳区J村为例

蔡 路、张蚌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搭便车”行为治理机制—基于固城湖螃蟹品牌的案例研究
耿献辉、曹钰琳、谢东旭、李杨果（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精准扶贫后续资产管理的理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贫资产管理与长效利益联结机制构建 逻辑与
实践探讨--以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贫资产管理为例

张祎彤、陈菲菲、仇焕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治理结构传导下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绩效增长路径研究—基于鸡泽模式与定农模式的考察

李含悦、张润清、王俊芹（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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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董筱丹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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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高  强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熊雪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师资博士后

秘    书：赵雪娇19800387192；廖雪倩18457016311

�月��日   ��:��-��:��
闭幕式暨颁奖典礼

腾讯会议ID：���-���-���

嘉宾发言：杨  东（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

秘        书：黄绮雯13535757754；王丽18811537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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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熊雪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师资博士后

主  持  人：钟  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



会议指南 THE MEETING GUIDE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揭牌
暨����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框架日程

�月��日

��:��-��:��

��:��-��:��

开幕式

专场报告A

（14:00-16:00）

专场报告B

（16:00-18:00）

征文报告I

（14:00-16:00）

征文报告II

（16:00-18:00）

��:��-��:�� 大会报告

腾讯会议ID：103-351-129

腾讯会议ID：103-351-129 

专场A1 腾讯会议ID：180-845-484

专场A2 腾讯会议ID：514-459-9685

专场A3 腾讯会议ID：897-314-4028

专场A4 腾讯会议ID：681-752-2060

专场A5 腾讯会议ID：656-498-6250

专场A6 腾讯会议ID：504-911-9448

专场B1 腾讯会议ID：562-661-3892

专场B2 腾讯会议ID：856-931-6497

专场B3 腾讯会议ID：912-294-2573

专场B4 腾讯会议ID：724-400-4926

专场B5 腾讯会议ID：780-944-8023

专场B6 腾讯会议ID：829-584-3077

征文I-1  腾讯会议ID：807-629-9459

征文I-2  腾讯会议ID：577-875-2696

征文I-3  腾讯会议ID：398-660-8554

征文I-4  腾讯会议ID：431-888-7046

征文I-5  腾讯会议ID：971-583-8780

征文I-6  腾讯会议ID：613-678-7682

征文II-1 腾讯会议ID：533-257-8927

征文II-2 腾讯会议ID：483-893-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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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场报告C

（08:30-10:30）

专场报告D

（10:30-12:30）

征文报告III

（08:30-10:30）

专场C1 腾讯会议ID：103-351-129

专场C2 腾讯会议ID：792-166-8066

专场C3 腾讯会议ID：583-037-9430

专场C4 腾讯会议ID：858-689-4078

专场C5 腾讯会议ID：825-193-1090

专场C6 腾讯会议ID：906-212-8709

专场C7 腾讯会议ID：724-247-1914

专场D1 腾讯会议ID：180-845-484

专场D2 腾讯会议ID：633-707-3944

专场D3 腾讯会议ID：911-490-2927

专场D4 腾讯会议ID：869-712-9661

专场D5 腾讯会议ID：424-434-246

专场III-1 腾讯会议ID：782-514-7233

专场III-2 腾讯会议ID：957-340-3859

征文III-3 腾讯会议ID：975-278-1969

征文III-4 腾讯会议ID：879-238-6218

征文III-5 腾讯会议ID：609-332-7000

征文III-6 腾讯会议ID：422-722-7241

征文III-7 腾讯会议ID：699-442-7024

征文II-3 腾讯会议ID：969-408-9608

征文II-4 腾讯会议ID：405-510-7562

征文II-5 腾讯会议ID：363-678-0049

征文II-6 腾讯会议ID：950-674-2921

征文II-7 腾讯会议ID：609-332-7000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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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征文报告IV

（10:30-12:30）

征文报告V

（14:00-15:30）

优秀论文报告

闭幕式

征文IV-1 腾讯会议ID：475-294-3948

征文IV-2 腾讯会议ID：504-911-9448

征文IV-3 腾讯会议ID：829-584-3077

征文IV-4 腾讯会议ID：587-370-2637

征文IV-5 腾讯会议ID：857-273-5793

征文IV-6 腾讯会议ID：594-153-4644

征文IV-7 腾讯会议ID：178-261-634

腾讯会议ID：103-351-129

腾讯会议ID：103-351-129   

征文V-1 腾讯会议ID：761-838-8115

征文V-2 腾讯会议ID：483-893-0055

征文V-3 腾讯会议ID：377-050-0070

征文V-4 腾讯会议ID：533-257-8927

征文V-5 腾讯会议ID：969-408-9608

征文V-6 腾讯会议ID：950-674-2921

征文V-7 腾讯会议ID：886-933-7525

征文V-8 腾讯会议ID：958-931-8649

征文V-9 腾讯会议ID：846-077-3263

征文V-10 腾讯会议ID：527-089-2581

征文V-11 腾讯会议ID：629-795-4678

征文V-12 腾讯会议ID：968-452-2970

征文V-13 腾讯会议ID：452-964-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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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

召集人

秘书长

成    员

朱信凯 中国人民大学

朱  晶

钱文荣

职    务 姓    名 单    位

田国双

司  伟

青  平

罗必良

黄季焜

温  涛

温亚利

霍学喜

魏后凯

南京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北京大学

西南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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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委     员

秘书长

中国人民大学

辛  贤

唐  忠

朱  晶

职    务 姓    名 单    位

卫龙宝

青  平

万俊毅

朱信凯

章  政

郭  沛

刘  芳

陈建成

魏后凯

赵帮宏

王闰平

乔光华

吕  杰

杨印生

曹建民

中国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农学院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

马凤才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李翠霞 东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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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     员

扬州大学

沈月琴

徐金海

张德元

栾敬东

王林萍

翁贞林

胡继连

李敬锁

关付新

吴海涛

李明贤

尹少华

吕玲丽

傅新红

毛中根

洪名勇

孙海清

龙  勤

刘天军

马丁丑

喻晓玲

刘维忠

浙江农林大学

安徽大学

安徽农业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于  冷

平  瑛

谢玉梅

杨加猛

上海交通大学

曹玉昆 东北林业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江南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江西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青岛农业大学

马恒运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广西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贵州大学

云南农业大学

西南林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

塔里木大学

新疆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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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秘     书

副主任

秘书长

主    任 中国人民大学

钱文荣

唐  忠

仇焕广

李谷成

毛学峰

王金霞

白军飞

程宝栋

尚航标

徐志刚

张同龙

杨  丹

石宝峰

钟  真承办单位特邀成员

海外
大学代表

余武胜

浙江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郜亮亮 中国社科院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西南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哥本哈根大学

金燕红 罗格斯大学

胡武阳 俄亥俄州立大学

于晓华 哥廷根大学

王翔瑞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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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务 姓    名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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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

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直属于教育部，由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建。现任党委书记为张东

刚、校长为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

学和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学校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得到党中央的亲切关

怀和高度重视。

   陕北公学时期，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学校办学工作，先后10次来校发表演讲，他曾说：

“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

的建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10月3日，刘少奇同志出席学校开学典礼并发表讲

话，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新中国办起来的第一个新型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

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这是“新中国的完全新式的高

等教育的起点”，学校迅速发展成为一所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以培养马列主义理论人才和财经、

政法干部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学校“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

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江泽民同志于2002年来校考察指导工作，强调发展繁荣哲

学社会科学，鼓励学校“创建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胡锦涛同志于2008年、2010年视察学

校，勉励学校弘扬光荣传统，“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努力创建“人民满意、世界一流”

大学。

   习近平同志曾于2005年、2006年、2009年、2012年先后四次到学校参加活动、视察工作。

进入新时代，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学校建校80周年，充分肯定学校的办学成绩，

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树一帜”，并殷切希望学校“围绕解决

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持立德树人，遵循教育规律，

弘扬优良传统，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2022年4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学校考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在抗日烽火

中诞生，在党的关怀下发展壮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始终不变的是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展现了“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的精神品格，

他勉励学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的新路。

历史沿革和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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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校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形成了

“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重镇、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

地三大办学特色，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创办新型高等教育，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典范和缩影，被

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从1950年至今，国家历次确立重点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均位居其中。学校是国家首批“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2017年

首批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中国人民大学以“独树一帜的人文社会科学”为学科整体建设目标，致力于构建“引领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卓越的基础学科、顶尖的社科学科、创新的交叉学科”学科布局。

目前学校拥有8个国家重点一级学科，8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居全国

第一。学校设有学士学位专业85个、硕士学位学科点190个、博士学位学科点136个，拥有硕

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36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2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1个。在教

育部2017年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中国人民大学获评A类学科的总数共14个，

其中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获评A+，政治学、哲学获评A，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中国史、中国语言文

学获评A-，A+学科数量位列全国高校第四；在教育部首轮“双一流”建设评价中，学校14个

一流学科表现优异，继续入选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理工学科按照“卓越的基础

学科”定位不断优化布局并迅速发展，有力推动了学校创新交叉学科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历来人才荟萃、名家云集。全国高等教育领域仅有的两位“人民教育家”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卫兴华教授和高铭暄教授均出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校有19人担任第八届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47人入选新一届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共有125

人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504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06人入选国家重大青年人才工

程。截至2022年6月，学校有专任教师1976人，其中教授745人，副教授769人。

办学特色和优势

   从陕北公学时期至今，学校共培养了37余万名高水平建设者和各行各业优秀人才。新中

国法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第一位博士，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位外国留学生博士，第一批政治经

济学、世界经济、货币银行学、统计学等专业的博士皆出自中国人民大学。对中国改革开放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东方风来满眼春》均出

自人大人之手。进入新时代，学校以“复兴栋梁、强国先锋”为人才培养目标，教育引导学

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勇当开路先锋、争当事业闯将。截至2022年6月，学校有在学学生

27806人，其中全日制本科生11705人、硕士生11326人、博士生4775人。

社会贡献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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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作出了奠基性、引领性贡献，新

中国的经济学、法学、新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诸多学科由中国人民大学首先创立并走向

全国。进入新时代，学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积极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

中国思想，加快构建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内核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学校主持构建了“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经济学学科建设共同体”、

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高校联盟、国际文化交流学术联盟等平台，开设了全球首个“管理学三学

士国际项目”。截至2022年6月，学校同61个国家的306所高校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

参与了8所海外孔子学院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坚持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

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致力于研究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为国家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保证和有力的智力支持，成为国家重要智库。学校相关学科专家

学者参与了新中国宪法、民法典、刑法等所有重要法律，以及历次财税体制改革等国家重要

方案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经中央批准，学校设立了全国首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院和全国首家党史党建研究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成为首批试点建设的国家高

端智库，2019年在首次国家高端智库综合评估中成为唯一一家进入第一档次的高校智库；重

阳金融研究院和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也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当前，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

80周年贺信精神，不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光荣使命，坚守“听党话、跟党走”精神信

念，弘扬“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精神品格，全面实施“新路建设十

大工程”，坚定不移走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为加快建设“让党放心、人民

满意、世界一流”大学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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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是2004年在原农业经济系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原农业

经济系建立于1954年，其前身是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建的经济计划系农业经济教研室。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校中最早开展农业经济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

济学科高等教育体系的发源地。学院是享有盛誉的“三农”问题研究学系，也是全国综合性

重点大学中唯一以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为核心教学科研领域的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所在单位、教育部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秘书处所在单位。农林经

济管理学科2017年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首轮“双一流”建设成

效评估中整体进入第一档，位列全国第一。2个本科专业“农林经济管理”和“农村区域发

展”全部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中国人民大学农经学科砥砺七十载，名师辈出，俊彦云集。1950年代，曹国兴主持编写

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等教材，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科高等教育体

系的主要建立者。张象枢主持编写了《中国农业系统工程丛书》、《环境经济学》，是中国

农业系统工程和环境经济学的早期开拓者。上世纪80、90年代，几代学者致知力行，踵事增

华，在农业经济学、土地经济学、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反贫困、农业系统工程、生态与环

境经济学、农业经济史等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2008年，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授予了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理论贡献者，我院周诚教授以及校友张广友、王贵宸、杨勋、

陈锡文等均在受表彰的贡献者之列。严瑞珍教授自1994年起在太行山区建立脱贫与发展试验

区，温铁军教授在本世纪初开展乡村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开启了中国反贫困和乡村治理

研究的人大学派。依托我院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牵头制定了贫困县退出国

家标准，2020年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成为教育部系统唯一获得该殊荣的机

构，2022年成为北京地区唯一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的高校研究机构。2021年，农业农村

部原部长韩长赋发起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并担任首届学术委员会主任

   学院具有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设有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区域发展两个本科专业，农业经济管理、农村发展、林业经济管理、食品经济管理、自

然资源管理、农商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七个硕士和博士学位点，一个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点。

   学院秉承“实事求是”的校训，坚持“立德树人”的办学理念，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毕业生里涌现了王贵宸、张晓山、蔡昉、吕永龙4位中国社科院学

部委员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王春正、陈锡文等5位正部级领导和17位副部级领导，13

位大学校级领导和一大批奋斗在全国各条战线的复兴栋梁、强国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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