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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科学无止境，精神永流传——我校组织收看 2020 年全国科

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

11 月 20 日下午，由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领导小组组织的 2020

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在北京举行。我校组织各二级单位的

教师代表们于行政楼 502 室观看了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直

播。本次报告邀请“感动中国 2019 年度人物”、“最美奋斗者”、敦煌研究院

名誉院长樊锦诗，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

发轫作专题报告，宣传的主题为：科学无止境，精神永流传，以科学家精神引领

创新之路。会议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怀进鹏主持。

通过集中收看报告会，推动了我校青年教师与学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大力弘扬爱国、求真、务

实、奉献、勇于攀登的科学家精神，深入推进了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

作。

来源：科研处

我校召开 2020 年第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

2020 年 11 月 12 日上午，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新滋院士主持召开我校学术委

员 2020 年第 1 次会议。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郭银华（常务）、王列耀、张捷、韩

兆洲，委员支戈壁、王琢、王金道、刘少波、平海、苏桂宁、张荣国、张海容、

陈美华、祝东平、黄正新、董建新、赖庆参加会议。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科研处董建新处长对提交学术委员会审议的科研处起草的三份文件

《关于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的补充规定 1》、《关于对横向课题实施课时奖励的管

理办法》、《纵向社科、自科项目资金配套与奖励办法》逐一进行详细介绍和说

明。他指出这三份文件是结合我校科研实际，对现有科研管理制度体系的完善和

补充。接着，各委员对三份文件进行了认真、热烈地讨论，委员都肯定了文件制

订的积极意义和导向作用，也对文件个别文字表述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随后，经举手表决，入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科研处提交的三份文件通过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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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科研处董建新处长按会议议程对我校导师制项目建设基本情况进行介

绍，并对推荐立项的 14 项华商导师制项目情况进行简要介绍。随后，经举手表

决，入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科研处推荐的本批中青年导师制项目通过立项。

最后，陈新滋主任宣布提交会议审议的议题全部通过，会议到此结束。

来源：科研处

【项目园地】

我校获 3 项广东省 2020 年度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立项

2020 年度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立项一般项目 366 项、青年项目 108 项，外

语学科专项 15 项。我校喜获佳绩，首获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外语学科专项项

目各 1项立项，分别为文学院徐桃老师、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林宗贤老师和

外国语学院黄哲老师，获得省拨经费 13 万元。

根据我校《省部级以上纵向项目资金配套与奖励办法》有关规定，学校科研

处对本年度立项的 3 项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按省拨财政经费 1∶0.5 的比例

下达校内配套奖励研究经费，共计 6.5 万元。项目立项及配套奖励情况见下表 1。

表 1.我校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项目立项名单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

人

省拨经

费

（万元）

学校配

套（万

元）

所在学

院

项目

类别

1
GD20CYS

12

粤港澳文化共同体视域下

广东城市影视形象的建构

与传播

徐桃 5 2.5 文学院
一般

项目

2
GD20YGL

09

粤民营外贸企业跨境社会

责任行为与合法性重构—

—组织拼凑的视角

林宗

贤
5 2.5

经管学

院工商

管理系

青年

项目

3
GD20WZ
X02-13

大江健三郎文学的三大批

判功能研究-以初期创作

为中心

黄哲 3 1.5
外国语

学院

外语

学科

专项

项目

合计（万元） 13 6.5

来源：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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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华商校内导师制科研项目立项公布

根据华商院〔2020〕129 号文《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关于公布 2020 年校

内导师制科研项目立项的通知》、华商科〔2020〕21 号《关于公布 2020 年第二

批校内导师制项目立项的通知》，在各单位推荐申报的基础上，经二级学院及科

研处审核、推荐，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数据科学学院欧阳柏平等 14 位中

青年教师申报的华商校内导师制科研项目予以立项，学校经费资助合计 93 万元；

经所在单位及科研处审核，第二批共立项 14 项，经费合计 90 万元。

2020 年华商校内导师制项目立项共计 28 项，学校资助研究经费共计 183 万

元。

来源：科研处

2020 年华商校内科研项目结项汇总

经个人申请、所在部门及科研处审核，2020 年校内科研项目准予结项 13 项，

见下表 2.

来源：科研处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2019HSDS25 华商导师制项目 洪绍勇 数据科学学院

2 2019HSDS26 华商导师制项目 欧阳柏平 数据科学学院

3 2019HSXS01
以设计赋能传统手工艺助力乡村振

兴模式研究
李宏

创意与设计学

院

4 2019HSXS02
5G 时代移动短视频的商业盈利模式

研究
钟瑞贞

传播与传媒学

院

5 2019HSXS05
大气、海洋动力学中一些偏微分方程

的稳定性研究
李远飞 数据科学学院

6 HS2018CXQX26
多元统计新模型在社会经济等领域

中的应用研究研究
林海明 经济与金融系

7 2019HSDS06 华商导师制项目 林宗贤
经管学院工商

管理系

8 HS2016CXQX1
“新闻与传播”学科特色凝练与队伍

建设
王列耀 文学院

9 2019HSDS28 华商导师制项目 石金诚 数据科学学院

10 2019HSDS18 华商学院 2019 年导师制项目 徐桃 文学院

11 2019HSDS11 华商学院 2019 年导师制项目 黄哲 外国语学院

12 2018HSXS10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发展研究 聂婷 经济与金融系

13 2018HSXS11
基于消费者认知理论的品牌形象形

成影响机制研究
谢爱丽 工商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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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举行 2019-2020 年度教科研项目开题论证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下午，会计学院举行 2019-2020 年度教科研项目开题论证

会。教育部会计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会计学院院长

刘中华教授，广东财经大学孙燕东教授、广东金融学院包强教授、科研处处长董

建新教授、会计学院高艳荣教授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并担任论证专家。

项目组推选广东金融学院包强教授为专家组组长，包强教授主持开题工作。

本次参与开题的项目共有 13 项，其中省级项目 3项，校级项目 10 项。各项目负

责人分别从项目前期研究基础、研究思路和方法、难重点与创新性、研究计划及

目标等方面依次进行了汇报。 与会专家分别就各课题的前期基础、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各项目负责人听取了专家建议，并表示在后续研究工作中，结合各位专家的

意见，在课题定位、内容聚焦、课题融合、课题特色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按照省

教育厅创新强校工程、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改革验收标准及相关要求，高效、

规范地做好研究工作。

来源：会计学院

【成果荟萃】

韩兆洲副校长 2020 年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

2020 年，我校韩兆洲副校长在国内知名刊物《统计与决策》、《调研世

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5篇，详见

下表 3：

表 1.韩兆洲副校长 2020 年发表学术论文一览表

作者 题名 刊名

韩兆洲;朱丰毅;黎中彦;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效率测算 统计与决策

程学伟;黎中彦;吴默妮;

韩兆洲;

区域一体化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了吗?——

基于 286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问题探索

韩兆洲;张文泽;肖萌; 基于购买力平价的粤港澳大湾区比较研究 调研世界

韩兆洲;程学伟; 中国省域 R&D 投入及创新效率测度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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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效率测算》主要内容：通过引入效率方程、

个体固定效应以及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构建了固定效应空间滞后随机前沿

模型（FE-SAR SFM）,运用该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 11 个城市

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

论文《 中国省域 R&D 投入及创新效率测度分析》主要内容：基于专利产

出为创新产出的视角,运用 DEA、SFA 以及 Bootstrap-DEA 的面板模型测度区域创

新效率,并采用σ收敛模型检验其时空的收敛性质。研究发现:传统的 DEA 模型存

在明显的高估偏误,未加入环境因素的SFA模型参数偏误较大,Bootstrap-DEA测

出的创新效率值具有更小的偏误；R&D 投入与创新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

关关系,但这种正相关关系在 R&D 投入达到一定数值时,有边际递减的倾

向;2007～2016 年全国平均创新效率呈现“U”形过程,东部沿海地区的创新效率

遥遥领先,但地区与经济区域之间存在“追赶效应”；全国的创新效率收敛指数

基本呈现“L”形过程,省域创新的效率差距在逐渐缩小,区域创新活动有一定的

空间集聚现象。

来源：科研处

我校 2020 年横向课题签约 8 项

2020 年，在董事长及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引导下，我校经管学院、创意

与设计学院、传播与传媒学院结合自身学科优势，从专业特色出发，深入政府及

企事业单位一线，积极探索并搭建校校、校政、校企合作平台，先后与暨南大学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增城区文化馆、澳达树熊涂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颐传媒有限公司、佛山市蚂蚁雄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 8家单位签订合

作协议，提供技术或咨询服务，签约合同经费 30 万余元。

来源：科研处

韩兆洲;熊韵青;朱丰毅;
中国省域人口出生率时空特征演变研究—

—基于马尔可夫链的分析

数学的实践与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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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新冠疫情(COVID-19)的经济社会影响

—基于全球供应链的视角

2020 年 9 月 29 日，作为华商学院十五周年校庆的系列学术讲座，华商学院

副校长兼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张捷教授从全球供应链的视角就新冠疫情的经济社

会影响为学院师生做了一场富有动态性和前瞻性的讲座。

张捷教授介绍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概念，新冠疫情就是外部环境冲击全

球供应链，造成消费和服务产出显著下降，企业进而被迫削减投资，经济出现广

泛的总需求冲击，使封锁措施导致的供给中断状况更加恶化。面对世界政治经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思路。张捷教

授认为，双循环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必须采取的策略。从国际经验来看，规模越大

的经济体，经济越发达的经济体，发展动能越是需要依靠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

双循环战略的关键是激活并扩大内需，这需要通过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来实

现。他认为，工业化时期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强国，后工业化时期双

循环发展格局的主要目标则是富民。要扩大内需、培育中产阶级，国内体制在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上还存在不少“堵点”、“断点”，需要通过进一

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打通。

来源： 经管学院

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与产业应用

2020 年 11 月 3 日下午，数据科学学院于在励志楼 D308 举办“人工智能的

核心技术与产业应用”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欧高炎研究员。

欧高炎研究员表示数据科学，就是用数据的方法研究科学，用科学的方法研

究数据。他表示，数据科学已经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和以前完成不同的生活，我们

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数据科学，这就是要学习数据科学的原因。同时，他将此次讲

座报告分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深度学习的基本原理、人工智能的产业应用这

三个方面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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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于科学快速增长的时代，每个人都能走到世界的前沿。本次讲座的圆满

成功让同学们对人工智能有了一个新的概念，提升了同学们对人工智能的认知，

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更结实的基础。

来源：数据科学学院

记录大事件，捕捉小人物——“新闻采写中的非虚构写作”

2020 年 11 月 3 日晚，《南方日报》记者张蜀梅于励志楼 B104 开展了以“新

闻采写中的非虚构写作”为主题的讲座。此次讲座出席嘉宾有新闻学专业负责人

骆莉教授、文学院林宋瑜教授、新闻系主任助理庄学勋老师以及各院系教师代表。

讲座由骆莉老师主持。

“在非虚构写作过程中，如何记录大事件”“如何捕捉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作为学生，如何进行非虚构写作”，张蜀梅记者以这三个问题作为开场，并用

个人的经历回答了这些问题。在非虚构写作过程中，如果想要记录大事件，需要

记者从这个事件中的人出发，去采访与记录事件中的大人物和小人物。当听到新

闻线索时，要确认线索是否属实及其报道价值。确认这两点后，记者就要立刻奔

赴一线，联系最具权威性的专家，以获取最新消息与新闻素材。作为学生在进行

非虚构写作时，要学会发现、关注身边人、养成记录习惯，然后在精神层面上，

要做到有心、有理想、坚持与坚守。

来源：传播与传媒学院

蒋建国：媒介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20 年 11 月 17 日，传播与传媒学院于励志楼 B207 开展关于《媒介文化研

究的回顾与反思》讲座。本次讲座出席嘉宾有传播与传媒学院新闻系李亚男教授、

倪列怀副院长、新闻系邵泽宇老师、赵安琪老师、姜伟东老师。本次讲座由倪列

怀副院长主持。

本次讲座内容共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是媒介文化的定义、媒介文化与文化研

究、媒介文化研究的进路、作为意识形态的媒介文化、媒介与文化研究、媒介与

全球化、媒介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反思。

来源：传播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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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研究、教育与实务—基于业财融合的视角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下午，我国著名管理会计学者、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于

增彪教授在华商会计学院学术报告厅给我院师生作了主题为《管理会计研究、教

育与实务—基于业财融合的视角》的学术讲座。

于增彪教授认为管理会计就是创造企业价值的信息系统，其创造价值的关键

是业财融合。业财融合是当下非常流行的词汇，而经济业务或者会计事项就是会

计业财融合的铁证，要与业务结构、数据结构和组织结构想结合，还需要与行业

特征、企业具体情况相结合。对于企业而言，业财融合是不可能回避的，也是一

种创新。他认为业财融合应包括：链财融合、技财融合、人财融合。他还指出会

计的研究不应限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框架支撑、

严重脱离教育与实务，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实证分析法和非实证分析法，明确提

出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应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要结合中国特色或者制度背

景，尤其是文化差异和现实差异。关于会计教育的问题，他认为以线上为基础的

高端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时代很快就要来临，并指出学习会计的价值。

来源：会计学院

会计智能化转型和能力塑造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全国会计领军人才、财政部管理咨询专家、南京

审计大学博士生导师温素彬教授给我院师生了《会计智能化转型和能力塑造》的

学术报告。

温素彬教授从“坚守根本”、“多元共生”、“ 分层递进”和“理实一体”

四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会计智能化转型和能力塑造”核心内容。他认为坚守根本，

强调的是新时代下会计的变与不变。这种转变变的是技术的“形”，主要表现在

互联网+，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上的改变。但是不变的根本是会计的“魂”，即

对过程的控制和监督、反映、决策支持三个本质不变；多元共生，强调管理会计

的智能化体系的转型；分层递进，为我们阐述了智能会计未来的课程体系的发展，

智能管理会计课程体系包括一个目标，四个基础，六大领域；理实一体，指出针

对智能会计的人才培养方案应当是“一体两翼四协同”同时进行，对整个课程体

系进行数据化赋能。针对能力塑造，温教授指出智能时代会计从核算反映型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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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决策型转型已成必然。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应坚守会计根本，首先要加强对大

数据思维、商业逻辑、管理智慧、大财务思维、大会计思维的修炼，然后才是计

算机技术。面对挑战，要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特色发展。会计不仅

不会消失，而且舞台更大，但转型是必然的。

来源：会计学院

我校隆重举行大湾区金融投资研讨会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下午，为庆祝我校建校 15 周年，提高华商师生的金融行

业知识与技能，拓展国际金融视野，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主办，金融科技研究

院、经济管理学院、大湾汇教研汇投研平台联合大湾区商学院、粤港澳大湾区研

究院共同承办的校庆系列活动之大湾区金融投资“拥抱变化，做时间的朋友，热

门行业浅析&价值投资者的自我修养”研讨会于图书馆中厅大堂隆重举行。本次

研讨会特别邀请了周展宏、周本涛、袁凯、史炎枫、蔡云平等多位大湾区一线投

资专业人士、企业高管做专题报告。我校副校长韩兆洲，华商学院金融学科首席

教授、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刘少波及师生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刘少波教

授主持。

来源：校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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