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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 

在浙江财经大学隆重召开 
 
 

 

 

2019 年 4 月 14 日，首届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在浙江

财经大学隆重召开。本论坛由《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国人民大

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商学院、暨南大

学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

决策研究中心、南京审计大学泽尔腾经济学实验室作为发起人共

同发起，旨在推动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促进行为与

实验经济学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论坛每年举办一届年会，由各

发起单位轮流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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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论坛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和浙江财经大学主办，浙江

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承

办。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盛世豪教授，浙江财经大

学党委书记李金昌教授，《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刘霞辉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开幕式由浙江财经大学党委副

书记卢新波教授主持，《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张永山研究员主

持了上午的主旨报告。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学术委员会委

员和特邀嘉宾，《世界经济》、《南方经济》等杂志社和北京大学

出版社，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报、浙江日报、

浙江在线等新闻媒体代表，以及来自剑桥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诺丁汉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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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

经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大学

的 260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由于报名参会人数众多，

论坛专门为此开通了网络直播，全国各地 1000 余名学界朋友通

过互联网观看了上午的开幕式和主旨报告。 

 

 

 

上海财经大学杜宁华教授作了题为“行为合约设计”的主旨

报告，阐述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缘起和发展历程，并介绍了行

为合约设计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杜宁华教授认为，行为经济学研

究开始于人们发现经济活动的心理约束作用，经历了发现异常、

模型量化和应用实践三个过程。杜宁华教授指出，行为合约设计

可以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来提高市场效益，他先以高校科研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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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为例形象地引出了行为合约设计的现实应用，进而介绍了行

为合约设计的意义和内涵，最后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了行为

合约设计的实验研究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王湘红教授作了题为“行为经济学中的相对收

入”的主旨报告，对相对收入领域的研究理论、研究问题和实验

研究方法进行了细致介绍。王湘红教授通过梳理文献展示了绝对

收入和相对收入比较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宏观意义和微观机理，并

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讲解了相对收入的实验研究方法，包括在行

为实验中如何产生不同的相对收入，有哪些类型的相对收入，如

何分析相对收入对决策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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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首任主席、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首席

专家叶航教授作了“理论建构：行为经济学的使命”的主旨报告，

系统梳理了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发展方向。叶航教授指出，

行为经济学基于对传统的经济学“理性假设”和“自利假设”的

挑战，发展了行为实验、神经实验、仿真实验和基因实验等新的

研究方法，但仍面临缺乏简洁的逻辑起点、一致的逻辑解释等主

要困境。叶航教授认为，未来行为经济学应该将行为人假设、行

为博弈假设、演化均衡假设纳入公理系统，利用量子概率论的叠

加原理把理性与非理性、利己与非利己等对立的行为融为一体，

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将传统经济学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内，从

而既能解释传统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现象，也能解释传统经济学无

法解释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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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论坛共设 10 个中文分会场和 1 个海外英文分会场，

参会学者分别围绕个体行为决策、行为博弈、市场设计、田野实

验、行为金融、神经经济学等六大主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交流

和讨论。本届论坛共收到投稿论文 108 篇，论坛发起单位在全国

各大高校遴选了 14 位行为与实验经济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组

成学术委员会，每篇论文由 3 位委员进行匿名评审，最终确定 63

篇论文参加论坛宣讲，宣讲者回答现场听众的提问和分会场点评

专家的点评。综合匿名评审和宣讲表现，论坛最终确定了 15 篇

优秀论文，其中中文优秀论文 10 篇，英文优秀论文 5 篇。入选

论文将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发放“首届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论坛优秀论文证书”，并进入编辑部的匿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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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力图搭建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前沿问题的高端

学术交流平台，展示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和实力，

推动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是当前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前沿，已经成为与规范研究、实证

研究并列的第三大经济学研究范式，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学基础理

论和研究方法创新，同时也为政府经济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了科

学的方法论，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撰稿：陈叶烽、罗俊、王正新， 摄影：胡丹妮 杨深茹 翁子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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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院长黄少安教授访问 CEBD 并作学术报告 

 

4 月 19 日，应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叶航

教授和卢新波教授的邀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

究院院长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组专家黄少安教

授访问 CEBD 并作题为“国有企业改革 40 年——阶段演化、理

论总结与未来思考”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校党委副书记、CEBD

主任卢新波教授主持，CEBD 首席专家叶航教授、经济学院院长

胡亦琴教授、周冰教授，以及 30 多位师生聆听了此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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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安教授把 40 年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分为放权让

利、承包制、股份制、改革滞缓期、混合所有制五个阶段。针对

改革全过程和不同阶段的具体改革进行了理论总结和提炼：认为

改革的总体依据基于历史为物质主义基本原理的“初级阶段理

论”；初期的“放权让利”不符合契约理论，“利改税”混淆了

国家收益的依据；“承包经营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组不完全契

约；股份制是最深入的产权改革；但国有经济的不合理扩张很难

带来有效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利益集

团，导致国有企业改革一定程度上陷入“是”“否”改革的二元

悖论。他指出，未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更大的实质性进展，

需要进一步深化对顶层决策的认识并提升对顶层设计的执行力，

理性认识和评判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绩效，充分认识到现阶段

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困难源于利益集团的阻挠，通过切实加强党

的领导和深化国资委改革来推进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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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大特聘教授张国平应邀访问 

CEBD 并作学术报告 

 

4 月 25 日，西安交通大学张国平教授应邀访问 CEBD 并作

了一场题为“Behavioral Economics versus Traditional Economics: 

Are They Very Different?”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李郑涛博士主持，

叶航教授及 20 多位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行为经济学经由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和舍勒( Richard Thaler)等人的大力发展，发现了许多不

合传统经济学理论解释的异常现象。张国平教授使用传统经济学

的基本概念：选择、机会成本以及相对价格，分析了这些所谓的

异常现象。他认为，许多的异常现象（偏好反转、孤立效果、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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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成本谬误等）并不成立，其原因来自行为经济学的实验错误的

使用了不相干的信息或忽略了重要的信息。同时，他指出使用相

对价格（以及相对于预算收入）就足以解释人们在利得和损失下

的不同行为，而不需要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的风险厌恶与风险喜好的假设。 

张 国 平 教 授 为 美 国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博士，已发表十余篇论文于著名的国际学术期刊，

有四本财务金融学与微观经济学专著（三本中文，一本英文），

曾任台湾清华大学计量财务金融学系系主任（创系系主任）、经

济系系主任、清大总务长。目前担任西安交大特聘教授；北京大

学、日本筑波大学(Tsukuba University)、美国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等校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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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航教授出席 2019 年全国博弈论与实验 

经济学研究会学术年会作大会主旨报告 
 

 

 

6 月 30 日，2019 年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会学术

年会暨第二届行为经济与管理国际论坛在陕西师大举行。浙江财

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CEBD）学术委员会主席兼首

席专家叶航教授，美国 Agnes Scott College 经济系齐立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王湘红教授，陕西师大教育实验研究所所长

史耀疆教授，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理事及

会议入选论文作者共计 150 余人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开幕式。  

学术年会主旨报告阶段，王湘红教授作了题为“冲突、谈判

和协议助推机制”的报告，通过微观实验数据分析，指出行为人

在谈判过程中产生冲突和合作的内在机理。史耀疆教授以“人力

资本储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政策实验的方法及应用”为题，

探讨了当前人力资本储备过程中存在问题，并结合其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影响提出未来中国在优化人力资本储备方面应该考虑的

政策取向。齐力教授以“Bubbles and Security Transaction Tax”为

题，从微观实验角度分析了证券交易税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叶航

教授作题为“行为经济学方法论：行为实验、神经实验与仿真实

验”的报告，探讨了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并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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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未来发展趋势。主旨报告分别由四川外国

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李训教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院长曲立教授主持。  

在 30 日下午分论坛上，论文作者与点评专家、参会师生 

就文章中理论模型设定、实验方法设计、关键变量选取等问题，

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既完善了论文研究成果，也启发了与

会师生的后续研究。在下午举行的青年论坛上，陕西师大陈煦海

副教授，以“Self-Choice Preference : the Impact of Sense of Control”

为题，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微观行为人“控制感”影响自身选择

偏好的作用机理；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彬副教授报告了他的

最新研究成果“网络社交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吗？—基于微信的

实地实验”，通过观察微信用户分析网络社交影响微观行为人社

会资本的机制；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罗

俊副教授，则以“讨价还价、最后通牒博弈与自尊：来自实验室

和田野实验的证据”为题，阐述了行为人在博弈过程中，自尊因

素对博弈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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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晚上，在文澜楼国际商学院三层会议室，叶航 

教授应邀为师生做题为“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学术沙龙。叶航

教授以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为主题，一方面从研究生科研角

度，建议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务必扎实掌握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

充分利用好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然后结合实验经济学等多种经

济学分析方法，对研究主题进行充分论证；另一方面从教师科研

角度，建议教师既要在指导学生过程中注重学术团队、科研热情

的培育，也要充分发挥不同学生在文献检索、数据分析等领域的

特长，并在文章写作思路、实验设计等方面提供较为详细的建议，

这样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在交流互动环节，叶航教授分别就以下问题做了回答：首先，

针对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如何选择的问题，叶航教授建议可以

从脑成像研究方法入手，积极组建团队、梳理前沿文献研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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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凝聚实验经济领域的研究方向；其次，关于实验经济学在国内

外应用的问题，他认为目前实验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的还是理论

分析，在指导决策实践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后续可以从应用层

面进一步思考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再者，在实验经济学分析范式

的拓展方面，叶航教授以经济思想流派为例，简要阐述了实验经

济学在不同人文社科领域可能的切入点。最后，叶航教授对与会

师生提出的文献检索、 如何选题等问题也做了详细解答。  

交流互动过程中，叶航教授还详细介绍了自己团队开展实验、

进行学术讨论的具体流程，分享了团队申请国家级重大、重点项

目的经验和体会。与会师生深受启发，为师生今后的学术科研工

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