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全国青年能源环境政策与管理学术会
议

议程与分组报告名单

会议议程（6月 6日）

地点 时间 大会议程 主持人/报告人

逸夫会议
中心

8:30--8:40 主持会议 张  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8:40--8:50 领导致辞 学校领导（待确定）

8:50--9:00 领导致辞 叶  春 中国能源研究会 秘书长

9:00--9:10 领导致辞 杨列勋 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三处 处长

9:10--9:20 领导致辞 魏一鸣 中国“双法”研究会副理事长、能源经济与管理研

究分会理事长
9:20--9:30 休息

9:30—

9:40

主持会议 关雪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9:40--

10:05

专家报告一 我国能源领域的资助与研究进展，吴刚（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管理学部）
10:05--

10:30

专家报告二 Inter-firm  cooperation  on  CO2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王兆华（北京理工大学）
10:30--

10:55

专家报告三 农村能源消费研究，仇焕广（中国人民大学）

10:55--

11:20

专家报告四 中国家庭能源消费研究，魏楚（中国人民大学）

11:20--

11:45

专家报告五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选题偏好，梁华（《中国社会

科学》编辑部）
11:45--

12:10

专家报告六 中国的绿色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郑思齐（清华大

学）
汇贤食府 12:10--

13:30

自助午餐 中国人民大学汇贤食府（中区食堂三层）

见具体安排 13:30--

17:30

5 个平行分会场，每个分会场分上、下半场，中间含茶歇

明德主楼
728

17:30--

17:40

会议总结，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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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日下午，分会场快速索引

会场号 地点 上半场 13:30-15:10 下半场 15:30-17:30

分会场一 明德主楼 728 能源经济 能源价格

分会场二 明德主楼 729 居民能源消费 居民能源消费

分会场三 明德主楼 734 能源效率与生产率 能源消费/需求

分会场四 明德主楼 419 能源政策影响与评价 环境政策影响与评价

分会场五 明德主楼 409 能源外部性 污染物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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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一：能源经济、能源价格

上半场：13:30-15:10  能源经济 

主持人：廖华（北京理工大学）
姓名 单位 报告题目

金晶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

基于场景分析的风电并网动态环境经济调度研究

潘柏林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排放-水关系：中国未来电力情景

彭华荣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Direct  rebound effect  for  road  passenger  transport  in

China: A dynamic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邱寿丰 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 省域居民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经济性分析——以福

建省为例
张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能源

经济系
能源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及政策——基于环境库兹涅

兹曲线的研究

下半场：15:30-16:50  能源价格

主持人：夏晓华（中国人民大学）
孙传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

中心
基于生态足迹的我国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与代际

核算
魏宇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系
Forecasting  the  volatility  of  crude  oil  markets  using

high-frequency data: Further evidence

陈浩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
院

OPEC 国家政治风险对油价的影响：基于 SVAR 的

实证分析
姚婷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Interpreting  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from

2003 to mid-2008: driven by fundamentals or bub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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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二：居民能源消费

上半场：13:30-15:10

主持人：龙如银（中国矿业大学）
姓名 单位 报告题目

袁晓霞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
院

Study  on  direct  rebound  effect  of

China's  urban  residents  life  energy

consumption
陈占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能源

经济系
Welfare effect of China’s energy subsidy

reform  on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刘满芝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区域生活能源消费密度的影响因素分解、空间

差异和情景预测
候冰栋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

院
Household Fuel Choice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Rural China
郭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能源

经济系
Does  Information  Feedback  Help

Reduce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Household Survey
下半场：15:30-17:10

主持人：黄滢（中国人民大学）
欧训民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所 中国新能源汽车消费者选择模型研究

杨冉冉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管理
科学与工程系

公共自行车项目的公众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及干
预策略研究

王双英 曲阜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基于 SEM模型的居民节能认知、行为传导机
制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张田田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
管理系

中韩家庭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比较

傅佳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
略研究院

能源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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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三：能源效率与生产率、能源消费/需求

上半场：13:30-15:30 能源效率与生产率

主持人：宋枫（中国人民大学）
姓名 单位 报告题目

陈雨田 复旦大学 中国的经济增长 “粗放 ”吗？ —— 基于全要素
生产率和态效的视角

张宁 江西财经大学 A deterministic parametric metafrontier

Luenberger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productivity

growth
王群伟 苏州大学 商学院 How  to  measure  total-factor  CO2

emission  performance  and  technology

gaps  using  non-radi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 modified approach
张成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节能减排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产业格局 “智造”

——兼论要素结构的联动配套与产能过剩问题
李玉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及其收敛性——SFA 全要素

与单要素方法比较
杨雪莲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 我国“双三角”区域能源效率动态评价及收敛性

分析
下半场：15:50-17:30 能源消费/需求

主持人：周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邵帅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中国能源消费持续走高之源（1981-2011）：
基于能源回弹效应视角的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

郝宇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
院

中国煤炭消费 EKC曲线的存在性：基于空间相
关性和面板数据的研究

张明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煤炭
所

Using a new generalized LMDI method

to analyze 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蔡嘉玮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中心
A  review  of  historical  energy

forecasting errors
吴施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能源

经济系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  of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on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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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四：能源环境政策影响与评价

上半场：13:30-15:10 能源政策影响与评价

主持人：陈占明（中国人民大学）
姓名 单位 报告题目

周耀东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系

电力产业的市场势力和规模经济：改革前后的
比较

唐旭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
管理学院

Should  consumers  bear  the  cost  of

China’s  energy  embodied  in  goods  for

exports?
杜瑞瑾 江苏大学能源发展与环境保

护战略研究中心
市场联动机制和碳价值对中国天然气发电成本
的影响分析

段娜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The impact of coal-electricity linkage on

the  cost  efficiency  of  China’s  thermal

power plants
王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

国能源战略研究院 管理科
学与工程专业

实时电价与上网电价补贴政策对智能微电网优
化管理的混合效应

下半场：15:30-17:10 环境政策影响与评价

主持人：秦萍（中国人民大学）
袁家海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
电力行业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和政策研究

郭焕修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s  and

emissions  of  polluting  firm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周肖肖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技术进步和结构

变迁视角
刘梦迪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The cost of APEC BLUE：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labor

demand
徐雪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能源

经济系
财政预算结构对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基于
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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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五：环境经济、污染物减排

上半场：13:30-15:50 能源外部性

主持人：虞义华（中国人民大学）
姓名 单位 报告题目

郑思齐 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
心

Self-Protection Investment  Exacerbates

Air  Pollution  Exposure  Inequality  in

China
刘一鸣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

院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Urban PM2.5

Concentrations  in  China:  A  Spatial

Econometric Study
黄建欢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Spatial  Spillover  of  FDI,  Poll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康艳青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CO2

emissions in China: A spatial panel data

approach
熊灵 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能源经

济研究中心
Reconcil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carbon

emissions-a  dynamic  panel  data

approach
王顺昊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and

Political  Abuse:  Interaction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王雅楠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Panel  estimation  for  the  impacts  of

population-related  factors  on  CO2

emissions：A regional analysis in China
下半场：16:10-17:30 污染物减排

主持人：谢伦裕（中国人民大学）
郝军芳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Carbon  emission  quota  allocation

among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s based

on the equity and efficiency principles
张文城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别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案——基于多种责任视

角及MRIO模型的实证研究
王班班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Abatement and Growth Uncertainty：An

Applicable  Strategy  for  Intensity

Emissions  Target  in  Fast-growing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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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加森 苏州大学商学院 Allocation  of  emission  permits  using

DEA-Game-Theoretic model under three

variations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