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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2018 年学术年会议程 
 [2018 年 12 月 1 日，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 

时 间 议  程 主持人 
地点 

参与者 

9:00-9:15 

开幕式 

开幕式 

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辛自强教授致辞 

经济学院院长陈斌开教授致辞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史建平教授致辞 

李跃新（中央财

经大学社会与心

理 学 院 党 委 书

记） 
学术会堂 

402 报 告

厅 

 

全体师生

来宾 

9:15-10:35 

主题报告 

主题报告 

    时间：9:15-9:55 

报告人 1：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报告题目：企业会计的社会学 

    时间：9:55-10:35 

报告人 2：罗劲（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报告题目：创造性产品认知的脑科学研究 

丁志宏（中央财

经大学社会与心

理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0:35-10:50 合影及休息   

10:50-12:10 

先锋论坛 

先锋论坛主题：财经类大学的人才培养：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功

用 

对谈嘉宾： 

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罗 劲（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陈斌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辛自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 

于泳红（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孙薇薇（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李国武（中央财

经大学社会与心

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学术会堂 

402 报 告

厅 

 

全体师生

来宾 

12:10-13:00 午餐   

 

13:30-17:00 

专题研讨会一 

专题研讨会一  金融与财政社会学论坛 

主持人：艾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时间：13:30-13:35    

开场  会议召集人艾云介绍与会学者 

时间：13:35-13:45 

致辞  李国武（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 

艾云（中央财经

大学社会与心理

学院副教授） 

 

张樹沁（中央财

经大学社会与心

学术会堂 

702 会 议

室 

 

全院师生

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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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3:45-14:00 

报告人 1：王水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独特的群体承诺标识物：比特币的权利分析 

时间：14:00-14:15 

报告人 2：王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发言题目：跨越式发展逻辑下的制度变迁——对“金融扶贫”

案例的社会学分析 

时间：14:15-14:25 

评议：王修晓（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时间：14:25-14:35 

提问与讨论 

时间：14:35-14:50 

报告人 3：向静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发言题目：地方金融治理的三个维度：来自社会学的思考 

时间：14:50-15:05 

报告人 4：包胜勇（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开发性金融海外投资的制度风险与挑战——以中委

基金为例 

时间：15:05-15:15 

评议：张樹沁（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时间：15:15-15:25 

提问与讨论 

时间：15:25-15:50   

中场休息 

时间：15:50-16:05 

报告人 5：程士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发言题目：小额信贷组织场域中的差序格局与制度选择 

时间：16:05-16:20 

报告人 6：方舒（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金融社会工作的核心概念和本土框架  

时间：16:20-16:35 

报告人 7：刘世雄（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发言题目：青少年金融赋能——理论与实践探索  

时间：16:35-16:50 

评议与总结：李国武（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 

时间：16:50-17:00 

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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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与讨论 

13:30-16:10 

专题研讨会二 

专题研讨会二   人口与经济论坛 

主持人：丁志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时间：13:30 -13:40 

报告人 1：林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 

发言题目：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任务和方向 

评议人：孙薇薇（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时间：13:40-14:00 

报告人 2：周祝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世界人口经济失衡与国际秩序重建 

评议人：张现苓（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时间：14:00-14:20 

报告人 3：赵文哲（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方言技能、文化融入与人口落户 

评议人：尹银（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时间：14:20-14:40 

报告人 4：丁志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城市低龄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家庭代际支持研究 

——基于和多子女家庭的比较 

评议人：周祝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时间：14:40-15:00 

报告人 5：尹银（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我国城市老年人住房产权影响因素的变化研究 

评议人：林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时间：15:00-15:20 

报告人 6：张现苓（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发言题目：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微观与宏观

数据的分析 

评议人：赵文哲（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时间：15:20-15:40 

报告人 7：李璇（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发言题目：我国高龄老人居住方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评议人：自由评议 

时间：15:40-16:00 

总结：尹银（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丁志宏（中央财

经大学社会与心

理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张现苓（中央财

经大学社会与心

理学院讲师） 

学术会堂 

603 会 议

室 

 

全院师生

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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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6:00-16:10 

13:30-16:50 

专题研讨会三 

专题研讨会三   社会变迁中的心理与适应 

主持人：赵娜（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会议召集人赵娜介绍与会学者、致辞 

时间：13:30-13:40    

报告人 1：张丽（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感觉越年轻，记忆越好”：实验操纵的主观年龄对

中国老年人记忆成绩的影响 

时间：13:40-14:05 

报告人 2：张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发言题目：Loneliness Makes Consumers Avoid Unsafe Food 

时间：14:05-14:30 

报告人 3：施媛媛（复旦大学旅游学系副研究员） 

发言题目：多元文化能力：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管理 

时间：14:30-14:55 

中场休息 

时间：14:55-15:10 

报告人 4：张梅（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公正信念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时间管理的解

释 

时间：15:10-15:35 

报告人 5: 杜晓鹏（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发言题目：自知阵痛：自我概念清晰性对疼痛感知的影响：疼

通敏感性的中介作用 

    时间：15:35-16:00 

报告人 6：王光丽（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发言题目：社会-自主倾向在不同任务取向下的自我损耗的差

异 

时间：16:00-16:25 

总结与综合讨论 

时间：16:25-16:50 

赵娜（中央财经

大学社会与心理

学院副教授） 

 

 

学术会堂 

604 会 议

室 

 

全院师生

自由选择 

13:30-17:00 

专题研讨会四 

专题研讨会四   经济活动中的判断与决策 

主持人：窦东徽（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会议召集人窦东徽介绍与会学者、致辞 

时间：13:30-13:40   

报告人 1：廖江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窦东徽（中央财

经大学社会与心

理学院副教授） 

 

廖江群（清华大

学术会堂 

606 会 议

室 

 

全院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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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题目：品牌联想与一致性对体育赞助效果的影响 

评论人：窦东徽（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时间：13:40-14:10 

报告人 2：齐玥（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助理研究员） 

发言题目：有钱人看起来可值得信任吗？ 

评议人：廖江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时间：14:10-14:40 

报告人 3：李紫薇（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发言题目：低收入群体的短视行为：近邻信任的作用 

评议人：齐玥（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助理研究员） 

时间：14:40-15:10 

中场休息 

时间：15:10-15:20 

报告人 4：傅鑫媛（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发言题目：利他行为对稀缺感的缓冲作用 

评议人：齐玥（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助理研究员） 

时间：15:20-15:50 

报告人 5：顾丹妮（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发言题目：消费者权力感对促销方式偏好的影响 

评议人：廖江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时间：15:50-16:20 

报告人 6：窦东徽（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拟人化和背叛厌恶对消费者产品偏好的影响 

评议人：廖江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时间：16:20-16:50 

总结发言：廖江群、齐玥、窦东徽 

时间：16:50-17:00 

学社会科学学院

副教授） 

 

自由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