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3 月 31 日 

01 02 

03 

2020 年第 1 期 
【总第 9 期】 

2020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课题（第一批）立项名单 

（附立项课题相关事项） 

CEBD博士后心系浙江抗役和经济增

长 

CEBD完成中期现场检查评估工作 
   
 
 

 

04 
省社科联启动基地检查，CEBD 三年

工作业绩总结 
  



2020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课题（第一批）立项名单 

  

 

2020 年 4 月 8 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发文，

公布 2020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立项名单。

本次获批立项的课题共 90 项（级别为省级重点项目），其中“浙

江财经大学 经 济行为与决 策 研究中心” 5 项（编号为

20JDZD020-20JDZD024）。 

课题编号 负责人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基地名称 成果

形式 
课题类

型 

20JDZD020 李佳慧 影响理性决策的因

素与机制：基于决策

过程的研究 

浙江财经

大学 
浙江财经大

学经济行为

与决策研究

中心 

论文 重点 

20JDZD021 卢新波 贫困陷阱何以发生：

基于行为实验的解

释 

嘉兴学院 浙江财经大

学经济行为

与决策研究

中心 

论文 重点 

20JDZD022 鲍海君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

田野实验、行为实验

与政策仿真研究 

浙江财经

大学 
浙江财经大

学经济行为

与决策研究

中心 

论文 重点 

20JDZD023 徐航时 量子方法在行为决

策中的应用——量

子预测编码模型的

理论和实证探索 

浙江财经

大学东方

学院 

浙江财经大

学经济行为

与决策研究

中心 

论文 重点 

20JDZD024 张武科 朋辈捐赠行为对社

交捐赠决策的影响

研究——基于行为

科学与决策神经科

学 

宁波大学 浙江财经大

学经济行为

与决策研究

中心 

论文 重点 



立项课题相关事项 
 

一、经费资助 

本年度基地课题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重点课题资助标准

及拨付方式以各基地课题申报通知及内部管理办法为准;一般课题

均为后补助项目，其中 20JDYB083、20JDYB084、20JDYB085、

20JDYB086、20JDYB087、20JDYB088等 6 项课题资助标准为 2 万元

/项，20JDYB089、20JDYB090 等 2 项课题资助标准为 5 万元/项。

其中 20JDYB090 课题经费已先行拨付，其他课题经费均由各基地从

基地经费中列支。无财政补助资金的基地，课题经费自筹。 

 

二、成果要求 

1.基地课题成果的研究内容必须紧扣申报主题和研究范围。公

开发表的论文，须首要标注“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

题成果（编号 xxx）”字样；出版的著作，须将“浙江省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成果”作为同一级别课题的唯一标注。未达

到以上标注要求的，结项时不予认可。 

2.重点课题成果形式为专著的，应同时发表课题负责人作为第

一作者的一级期刊论文 1 篇以上；成果形式为论文的，应发表课题

负责人作为第一作者的一级期刊论文不少于 2 篇（期刊级别参照浙

江大学《国内学术期刊名录•2016 年修订版》，下同）。发表在 SCI、

SSCI、A&HCI 等收录期刊且符合浙江大学学术期刊名录的外文期刊

的论文，需所在基地提供审核意见，同时提供论文的中文译稿和教

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出具的收录证明等材料。 

 



三、课题管理 

1.基地课题依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和

所属基地课题管理制度管理，由各基地及其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

及省社科联共同负责。各基地须与课题负责人签订《课题立项协议

书》，明确课题结题及有关要求、课题经费资助标准和拔付方式等，

并切实做好课题研究的督促、检查和备案等工作。《课题立项协议

书》须报省社科联科研管理处备案。 

2.各课题负责人必须严格按照课题申报书、立项协议书及本通

知要求认真开展课题研究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

牢固树立创新意识、问题意识和精品意识，立足学术前沿，恪守学

术诚信，着力推出代表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水平的研究成

果。课题负责人、研究内容及成果形式原则上不作调整，如确有特

殊情况需要进行重大调整的（包括课题名称或成果形式变更、研究

内容重大调整、负责人或承担单位变更、完成时间延迟或其他重要

事项变更）,须由课题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浙江省哲学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变更审批表》，经所在基地及其依托单位

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社科联审批。 

3.课题研究过程中存在下列行为的，将作终止或撤项处： 

（1）存在严重违反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等政治问题的；（2）

侵犯知识产权、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3）课

题成果数量和质量未能达到结题要求的；（4）未按申报表中的预

计时间完成，或经延期后仍未完成的；（5）严重违反科研经费管

理使用等财务制度的。被终止或撤项处理的课题，停拨剩余研究资



金或追回已拨经费，课题负责人将列入学术诚信负面名单，并且从

被终止课题研究和撤项处理之日起，5 年内不得申报基地课题或省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同级别的其他课题。 

 

四、结题要求 

1.课题完成后，课题负责人需及时按照基地课题结题的有关要

求，将相关结题材料提交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基地及其依托单

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把关后，上报省社科联科研管理处办理结题手

续。结题材料包括： 

（1）研究成果。其中，成果形式为专著的，须提供出版后的

著作 3 本（套）；成果形式为论文的，须提供发表刊物原件或与原

件审核一致的复印件 1 份； 

（2）《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鉴定结题审批

书》1 份。课题鉴定结题审批书须经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

部门、基地及其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同意。 

2.课题成果符合以下条件的，自动认定为结题： 

（1）以立项课题为基础的相同选题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

项目以上； 

（2）课题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文库或获得省部级成果

奖二等奖以上。 

符合自动认定结题条件的，课题负责人须提交相关课题立项文

件、成果入选证明和获奖证书，经基地及其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

审核后，上报省社科联科研管理处办理结题手续。 

 
  



CEBD 博士后心系浙江抗役和经济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 2 月 23 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中国当前疫情

形势和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 2 月 23 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中国当前疫情

形势和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指明了方向，为全面打赢疫情

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注入了必胜的决心。 

省委书记车俊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提出更大力度更加精准做到“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

赢”，交出浙江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 

浙江财经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组织博士后们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浙江财经大学高层次青年人才队伍

中的新生力量——博士后研究人员，不管是在站的博士后还是已经

出站正式成为专任教师的历届博士后，都心系疫情和经济发展，纷

纷表达学习体会并建言献策，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浙江财经大学经济

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CEBD）的博士后都是怎么说的吧。 



 

 

 



 

 

 

 



 



 



CEBD 完成中期现场检查评估工作 
 

1 月 8 日，以省社科联原副巡视员周鹤鸣为组长的专家组一行

6 人，对我校省哲学社会科学 A 类重点研究基地“经济行为与决策

研究中心”（CEBD）进行中期现场检查评估。副校长李占荣出席会

议，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科研处、人事处、研究生院、计财处、

资产管理处、经济学院等相关部门和学院负责人也参加了检查评估

会议。  

叶航教授从学科与团队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

内部运行管理制度等五方面对基地三年以来的重点举措、工作成效

作了全面的梳理和详细汇报。 

 



  

听取汇报后，专家组通过参观行为与神经经济学实验室，查阅

基地成果与管理制度文件，走访基地阅览室、会议室、办公室，访

问基地网站与数据库等形式对基地进行实地考察。 

 



 通过汇报和实地考察等环节，专家组充分肯定了基地三年来

的建设成效，尤其赞赏基地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的应用，对激励相容、科学分工的团队合作模式的探索，以及

国际前沿的研究视角和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同时，专家组也对

基地如何更好地凝练研究主题、基础理论研究向应用性领域的拓

展、学术梯队的建立等方面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最后，李占荣副校长代表学校感谢省社科联与专家组，将按照

专家组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在下一阶段的基地建设中进行改进，并

充分做好基地的保障工作，使基地的各项事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CEBD 三年工作业绩总结 

---立足基础、不断创新、砥砺前行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CEBD）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获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

学 A 类重点研究基地。CEBD 立足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紧

跟国际学术前沿，以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神经经济学和计算经济学

为主要研究方向。CEBD  的宗旨为：“秉持批判精神与跨学科视

野，致力于通过科学实验手段（包括行为实验、神经实验和仿真

实验）探索人类行为和决策过程的奥秘，推动经济学基础理论与

研究方法的创新。”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CEBD）获批省级重点

研究基地后，学校在人员、经费、办公场地、仪器设备购置等各个

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扶持，基地研究人员努力奋斗在人才培育、学科

建设、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建树，CEBD 目前

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界公认的、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行为与实验

经济学研究团队之一，从而有力推动了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

论的创新研究。 

比照省社科联的要求和期许，基地的各项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

成绩，但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和上升前行的空间。CEBD 决心以中

期评估为契机，继续发挥长项、不断弥补短板，立足基础、不断

创新、砥砺前行，争取在下一评估周期中取得更优秀的成绩。 



现将 2017 至 2019 年 CEBD 获批基地以来的基本情况、取得

的成绩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的努力方向报告如下： 

一、 基地建设基本情况 

1. 人员、经费、场地、设备 

（1）人员 

基地目前有正式研究人员 20 名，行政管理人员 2 名。 

基地首席专家：叶航（原浙江大学经济系主任、跨学科社会

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现浙江财经大学全职讲座教授） 

基地主任：卢新波教授（原浙江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浙江

财经大学理论经济学学科负责人，现嘉兴学院校长） 

基地特聘研究员：陈树衡（原台湾政治大学副校长，现浙江

财经大学讲座教授） 

基地副主任（执行）：罗俊博士（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

教授）    

基地副主任：姜树广博士（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基地研究员： 

郑恒 博士（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于羽博士（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基地在职博士后）  

李郑涛博士（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基地在职博士后）  

李佳慧博士（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郑昊力博士（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张弘博士（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李燕博士（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黄达强博士（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纪云东硕士（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夏巍巍硕士（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牛贺博士（基地脱产博士后） 

陈俞有博士（基地脱产博士后）  

李雨真博士（基地脱产博士后）  

郑万军博士（基地脱产博士后）  

于平博士（基地脱产博士后）  

基地行政人员： 

王露婷硕士（基地行政秘书） 

陶元萍硕士（基地实验员兼科研秘书） 

（2）经费 

2017-2019 年，学校一共拨款 125 万元用于基地建设和科研，

另通过财政专项资金投入 400 余万元帮助基地购置仪器设备，其配

套比已远远超过省社科联 1:1 的要求。各年的经费投入情况如下： 

① 2017 年学校下拨经费 50 万元用于基地日常运行，投入

财政专项资金 200 余万元用于购置实验仪器； 

② 2018 年学校下拨经费 100 万元用于基地日常运行，省社科

联下拨经费 50 万元，经费配套比为 2:1； 

③ 2019 年，学校下拨经费 75 万元用于基地日常运行，省社

科联下拨经费 50 万元，经费配套比为 1.75:1，另外，学校还投

入财政专项资金 200 余万元用于购置实验设备。 



（3）场地 

目前，基地直接用于科研和办公的用房近 600 平米，其中： 

① 实验室 410 平米，包括一个 150 平米的行为实验室和一个 

260平米的神经实验室（含脑成像室、脑电室、眼动室、脑刺激室和

机房）； 

② 电子阅览室（含小资料室、行政办公室）60 平米； 

③ 博士后办公室 50 平米； 

④ 会议室 50 平米； 

⑤ 与经济学院共用资料室 130 平米（未计入基地直接用房面

积）； 

⑥ 驻经济学院办公室 30 平米（未计入基地直接用房面积）。 

（4）设备 

2017-2019 年，基地通过学校财政专项资金 400 余万元购置了

一批实验仪器设备，分别为： 

① 功能性近红外脑成像仪（fNIRS）2 台 

② 脑电仪（EEG）1 台 

③ 生理、眼动集成脑电仪（cEEG）1 台 

④ 经颅直流电刺激仪（tDCS）7 台 

⑤ 可移动、便携式经颅直流电刺激仪（tDCS）2 台 

⑥ 多导生理记录仪 2 台 

⑦ 穿戴式眼动仪 1 台 

⑧ 激光数据采集眼动仪 1 台 

⑨ VR 虚拟现实模拟器 1 台 

⑩ 可移动、便携式 VR 虚拟现实模拟器 1 台。



2. 对外宣传 

基地主要通过《CEBD 简报》和 CEBD 中、英文网站对外发布

各项消息，通过 CEBD 微信公众号招募实验被试。 

（1） 《CEBD 简报》 

2018-2019 年，基地共出《CEBD 简报》8 期，每季度 1 期、

一年 4 期，于 3、6、9、12 月月底出版： 



（2）基地网站 

中文网站网址：https://cebd.zufe.edu.cn/ 

 

英文网站网址：

https://cebd.zufe.edu.cn/English/Home.htm 

 

中文网站外观： 
 

https://cebd.zufe.edu.cn/
https://cebd.zufe.edu.cn/English/Home.htm


英文网站外观： 
 



（3）基地公众号 

公众号二维码： 

 

 

 

公众号外观： 

 
 



3. 制度建设 

 

基地成立以来，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规范研究人员和行

政人员的行为，主要包括： 

（1）《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章程》 

（2）《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学术交流管理办法》 

（3）《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经费使用与管理制度》 

（4）《神经与行为经济学实验室设备使用管理办法》 

（5）《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6）《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管理办法》 

（7）《神经与行为经济学实验室日常管理制度》 



二、基地人才建设 

1. 人才引进 

2018 年 12 月，在叶航教授牵头下，基地成功引进海外高层

次人才——台湾政治大学原副校长、IEEE 计算财经技术委员会主

席陈树衡教授；陈树衡教授是国际著名的人工智能经济学家和计算

经济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 曾长期担任著名经济学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JEBO）副主编

（ 2004-2014）、是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raction and 

Coordination 和 New Mathematics and Natural Computation 两

份 SSCI 英文期刊的现任主编；作为讲座教授和特约研究员，陈树

衡加盟 CEBD 极大推动了浙江财经大学和基地科学研究的国际化

水准。 

2. 人才工程 

（1）2018 年 12 月，基地副主任罗俊入选“浙江省之江青年

社科学者行动计划”； 

（2）2019 年 10 月，基地副主任罗俊与浙江大学两弹一星科

学家唐孝威院士结对，入选“浙江省院士结对青年英才计划”； 

（3）基地副主任罗俊授牵头组织“经济行为与公共政策科研

创新团队”，2018 年 12 月获批浙江财经大学校级 B 类科研创新

团队。 

3. 博士后和访问学者 

（1）基地博士后 

① 2018-2019 年，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作为合作导师，招



收应届全脱产博士后 4 名，分别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牛贺

博士、中国科学院的陈俞有博士、吉林大学的李雨真博士和西南财

经大学的郑万军博士；招收本校青年教师在职博士后 2 名，分别

为来自经济学院的于羽博士和李郑涛博士； 

② 2019 年，基地主任卢新波教授作为合作导师，招收应届全

脱产博士后 1 名，为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的于平博士。 

（2）基地成员出国访学 

①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1 月，基地李燕博士赴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进行为期 1 年的访学； 

②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基地郑昊力博士赴美国乔

治·梅森大学进行为期 1 年的访学。 

（3）国、内外学者来基地访学 

①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作

为导师接收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培霞副教授来基地全职访学； 

②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10 月，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

作为导师，接收美国霍姆斯特拉大学经济学院和美国圣路易斯大学

经济学院短期访问学者各 1 名； 

③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0 月，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

基地副主任罗俊副教授作为导师，分别接收东北财经大学短期访问

学者 2名、陕西师范大学短期访问学者 2 名。 



三、基地学科建设 

1. 学术组织 

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作为发起人之一，与中国人民大学、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

学等高校联合组建“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并被推选为首

任主席兼常任秘书长，极大提高了浙江财经大学在国内行为与实验

经济学界的学术影响力。 

2. 学术团队 

（1）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团队 

2017-2019 年，基地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团队共开展实验室实验 

50余场，招募被試 1000 余名，涉及收入不平等和精准扶贫、碳排

放指标交易、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器官捐赠的助推政策、信

任的微观机制、贝叶斯决策和直觉推断、时间偏好不一致性等研究

内容；开展田野实验 20 余场，招募被試 500 余名，涉及户籍与

公平、经济制度与个体行为偏好、不同民族的时间偏好差异、自尊

心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等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该团队

成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 2 项、

省自然科学基金 2 项； 发表中文权威期刊论文 2 篇、英文 SSCI 

三区及以上、SCI 二区及以上论文 3 篇，出版中文专著 1 部。 

（2）神经经济学团队 

2017-2019 年，基地神经经济学团队开展神经实验 30 余场，

招募被试 400 余名，研究内容涉及慈善捐赠、群体歧视、模糊性

风险决策、优势不平等、贝叶斯理性决策、羊群效应、禀赋效应等



个体行为的神经基础；在此基础上，该团队成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1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 1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 2 项、

省社会科学基金 1 项；发表中文权威期刊论文 1 篇，英文 SSCI 

三区及以上、SCI 二区及以上论文 14 篇，主编英文电子书 1 部。 

（3）计算经济学团队 

2017-2019 年，基地计算经济学团队开展计算机仿真实验 20 

余项，编制仿真软件 2 套，涉及基于个体行为（Agent-Based）的

公共品博弈、基于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Based）的囚徒困境

博弈、作为信号发送的利他惩罚行为、网络借贷风险传染、碳排放

拍卖交易、区块链去中心化智能合约、收入不公平与风险偏好等研

究内容；在此基础上，该团队成功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 1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1 项、省社会科学基金 1 项、国家博士后科

学基金 1 项；发表中文权威期刊论文 2 篇，英文 SSCI 三区及以

上、SCI 二区及以上论文 6 篇。 

3. 课程与教学 

（1）基地副主任罗俊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新开设行为经济学和实

验经济学课程； 

（2）基地副主任姜树广为本科生新开设行为金融学课程； 

（3）基地青年教师张弘博士和李燕博士为本科生新开设 

MatLab和计算机仿真编程课程； 

（4）基地副主任罗俊指导 7 名实验经济学方向的研究生，其

中1 名毕业生获校级优秀硕士论文称号。 



四、基地科学研究 

1. 研究项目 

2017-2019 年，基地成员获各类研究项目 14 项，其中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 4 项、省自然科

学基金 5 项、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2 项、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 

1 项： 

序 

号 
主持人 项目名称（批准号） 

起止 

时间 
项目来源 

1 罗俊 

捐赠信息公开对捐赠行为的 影响机

理与作用效果：基于行为 

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71703145） 

2018.01- 
202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 

2 郑昊力 
收入不平等情境下人际信任水平的

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71903169） 
2020.01- 
2022.12 

国家自科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3 李佳慧 

不确定性条件下贝叶斯理性与 强化

启发式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 

（18YJC190008） 

2019.01- 
2021.12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青年基金项

目 

4 李燕 

复杂网络中惩罚机制下的合作演化 

——Agent 仿真与行为实验的对比

研究（19YJ630087） 

2020.01- 
2022.12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青年基金项

目 

5 郑恒 

中国器官捐献激励机制研究：基于

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方法 

（18YJCZH265） 

2019.01- 
2021.12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青年基金项

目 

6 罗俊 

捐赠信息公开对捐赠行为的 影响机

理与作用效果的实验研究 

（17YJCZH120） 

2018.01- 
2020.12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青年基金项

目 

7 李佳慧 

不确定性决策下贝叶斯理性与强化

学习交互作用的机制研究 

（Q18C090015） 

2017.10- 
2020.10 

浙江省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8 姜树广 
个人投资者行为偏好测度与应用研

究（18G030033） 
2018.01- 
2020.12 

浙江省自然科学

基金一般项目 

9 郑恒 
中国器官捐献激励机制的实验研究 

（LY19G030046） 
2018.10- 
2021.10 

浙江省自然科学

基金一般项目 



10 郑昊力 

信任水平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 

（LY19G030019） 

2018.10- 
2021.10 

浙江省自然科学

基金一般项目 

11 李燕 
动态复杂网络上的冲突 

博弈演化分析及 Agent 仿真研究 
(LQ20G010007) 

2019.10- 
2022.10 

浙江省自然科学

基金探索项目 

12 罗俊 

贫困自我延续的发生机制及应对策

略研究：基于行为与 

实验经济学方法（19NDJC155YB） 

2019.01- 
2022.01 

浙江省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课题 

13 李燕 

基于复杂网络演化博弈理论的合作

演化研究 ——Agent 仿真与行为

实 

验的对比性分析（19NDQN335Y） 

2019.01- 
2022.01 

浙江省哲学社会

科学青年课题 

14 于羽 
网络借贷风险传染和 

可追溯监管研究(2019M652051) 
2019.05- 
2022.02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 

 
 

2. 论文与著作 

（1） 发表论文 

2017-2019 年，基地成员共发表论文 40 篇，其中中文 15 篇，

包括权威期刊（一级 A）5 篇，一级 B 期刊 9 篇；英文 25 篇，

包括领域权威期刊（Field TOP）4 篇，SSCI 三区和 SCI 二区

以上（一级 A） 论文 19 篇：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期刊名称 
发表 

时间 转载情况  

1 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偏误 叶航 
中国社会科学

评价 
2016.11 

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转载 

2017.1 

2 

不完全信息下公共租赁

住房匹配机制：基于偏

好表达策略的实验研究 

邓 红 平

罗俊 

经济研究 

（权威） 
2016.10 

人大复印 

资料转载 

2017.2 

3 

信念与经济增长： 

基于全球价值观的跨国

证据 

姜树广 世界经济文汇 2016.04 

人大复印 

资料转载 

2017.4 

4 

有限理性、规范内化与

利他行为： 一个演化

视角 

牛贺 
经济研究 

（权威） 
2017.10 

人大复印 

资料转载 

2018.2 

5 

左右侧颞顶联合区对道

德意图信息加工能力的

共同作用—— 

基于经颅直流电刺激技

术 

罗俊 

叶 航 、

郑昊力、

黄达强 

心理学报 

（权威） 
2017.02 

人大复印 

资料转载 

2017.6 

6 

作为异质性偏好的禀赋

效应： 来自神经经济

学的证据 

郭  文 

敏、 罗

俊 、 叶

航 

南方经济 2017.04 

人大复印 

资料转载 

2017.4 

7 
实验经济学视角下的宗

教研究： 信仰与行为 
夏巍巍 南方经济 2017.09 

人大复印 

资料转载 

2018.9 

8 
引入文化信念和价值观

的经济学研究评述 
姜树广 山东大学学报 2017.05 

人大复印 

资料转载 

2018.9 

9 
时间偏好、跨期选择不

一致及其神经基础 
王锦锦 南方经济 2017.09 

人大复印 

资料转载 

2018.3 

10 
器官捐献的激励机制与

匹配理论 

叶 航 、

郑恒 
社会科学战线 2017.08 

人大复印资

料 转 载

2018.1 

11 

市场制度是否挤出道德

偏好 

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叶航 
贵州省党校学

报 
2018.02 

人大复印 

资料转载 

2018.8 

12 

神经过程的替代性互

动： 

人类决策的神经元经济

学分析 

姜树广 江海学刊 2018.05 

人大复印 

资料转载 

2018.9 



13 
IPO：本源、核心问题 

与中国的道路抉择 
姜树广 江汉学术 2018.03  

14 

中国农村人口多维贫困

变动研究 

——基于多维脱贫指数

测度 

蒋南平、

郑万军 

经济理论与经

济管理 
2019.02  

15 
协调性惩罚与人类合作

的演化 

韦倩、叶

航姜树广 

经济研究 

（权威） 
2019.08  

16 

Whether modulating the 
activity of the 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 alters 
distribution decisions 
within different contexts: 
Evidence from a tDCS 
study 

罗俊 

黄达强、

叶航郑昊

力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7.02  

17 Temporal Modulations in 
Speech and Music 丁鼐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17.08  

18 

Modulating the Activity of 
the DLPFC and OFC Has 
Distinct Effects on Risk 
and Ambiguity 
Decision-Making: A 
tDCS Study 

杨晓兰、

叶航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7.08  

19 

Beliefs and Economic 
Growth: Cross National 
Evidence Based on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WVS) 

姜树广 China Economist 2017.05  

20 Framing effects and the 
reinforcement heuristic 李佳慧 

Economics 
Letters 2017.06  

21 

Modulating the activity of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by tDCS alters 
distributive decisions 
behind the veil of 
ignorance via 
risk preference 

罗俊、叶

航郑  昊 

力  黄达

强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2017.03  

22 

Enhancing the activity of 
the DLPFC with tDCS 
alters risk preference 
without changing 
interpersonal trust,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郑 昊 力 

罗俊、叶

航 

黄达强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2017.02  

23 

Time-domain analysis of 
neural 
tracking of hierarchical 
linguistic structures 

丁鼐 NeuroImage 2017.12  



24 

The neural basis of and a 
common neural circuitry 
in different types of 
pro-social behavior 

罗俊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8.08  

25 

Perceived health risk,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contingent valuation 
for improving air quality: 
New evidence from the 
Jinchuan mining area in 
China 

李郑涛 
Economics & 
Human Biology 2018.03  

26 

The stability of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of 
dynamic Cournot duopoly 
model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 

于羽 

Communication
s in Nonlinear 
Scien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2018.09  

27 
Attention is required for 
knowledge-based 
sequential grouping 

丁鼐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18.12  

28 

Eye Activity Tracks 
Task-Relevant Structures 
during Speech and 
Auditory Sequence 
Perception 

丁鼐 
Nature 
Communication
s 

2018.04  

29 

Effect of the migr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risk 
prefer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李燕、叶

航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18.03  

30 

Activation of the DLPFC 
reveals an asymmetric 
effect in risky decision 
making: Evidence 
from a tDCS study 

黄 达 强 

叶航、罗

俊 

郑昊力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7.01  

31 

tDCS over DLPFC leads 
to less utilitarian response 
in 
moral-personal judgment 

郑昊力黄

达强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2018.03  

32 

The complexion of 
multi-period 
Stackelberg triopoly game 
with bounded rationality 

于羽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2019.01  



33 

A self-regulatory 
approach to rational 
decisions: The 
implemental mindset 
optimizes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in 
situations requiring belief 
updating 

李佳慧 

Journal of 
Theoretical 
Social 
Psychology 

2019.01  

34 
Hukou, identity and 
fairness in the 
ultimatum game 

罗俊 
Theory and 
Decision 2019.09  

35 
Modulating the activity of 
MPFC with tDCS alters 
endowment effect 

罗俊 

卢新波、

叶航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2019.10  

36 

Gender Difference in 
Gender Bias: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Reduces 
Male’s 
Gender Stereotypes 

汪思绮、

叶航卢新

波 

罗俊、郑

昊力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9.11  

37 

Modulating Activity in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Changes 
Punishment in the 
3-Player Prisoner’s 
Dilemma: A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Study 

罗俊、叶

航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2019.11  

38 

Distinguishing Punishing 
Costly Signals from 
Non-punishing Ones Can 
Facilitate the Emergence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牛贺、叶

航等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19.12  

39 

Valuing Acute Health 
Risks of Air Pollution in 
the Jinchuan Mining Area, 
China: A Choice 
Experiment with 
Perceived Exposure and 
Hazardousness as 
Co-Determinants 

李郑涛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11  

40 
Hukou, Identity and Trust: 
Evidence from 
a Experiment in China 

罗俊、王

鑫鑫 

China 
Economics 
Review 

2019.11  

 

http://kyglnew.zufe.edu.cn/business/product/productView.do?actionType=view&amp;bean.id=2c9086006dc827ae016dc83801fc0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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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版著作 

序号  著作名称  译、作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1 大脑与文化（译著） 罗俊等 2018.12 浙江大学出版社 

2 
被狩猎的人类： 

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译

著） 

郑昊力黄

达强 
2018.12 浙江大学出版社 

3 
互惠、利他与公平 

——来自田野实验和神经实验的证

据 

罗俊 2019.12 浙江大学出版社 

4 
The Neural Basis of Human Prosocial 
Behavior 

叶航等主

编 
2019.12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3. 基地学术奖励 

序号  成果名称  作者  获奖名称、等级  获奖时间  

1 
腐败的困境： 

腐败本质的一项实验研究 

姜树广

等 

浙江省第十九届哲

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 

2017.12 

2 

讨价还价、最后通牒博弈与自

尊： 来自田野实验和实验室实

验的证据 

罗 俊

纪云东 

《经济研究》杂志社

优秀论文奖 
2019.5 

3 
贫困对风险偏好的影响—— 

基于动态真实努力任务实验的

研究 

郑万军

等 

《经济研究》杂志社

优秀论文奖 
2019.5 



五、基地学术交流 

 

1. 大型学术会议 

（1）2018 基因与行为实验国际研讨会 

2018 年 6 月 9 日至 10 日，“2018 基因与行为实验国际研

讨会”（2018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Genetic and Behavioral 

Experiments） 在浙江财经大学成功举行。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

组书记盛世豪教授、校长钟晓敏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

校党委副书记卢新波教 授主持。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做“为什

么经济学需要基因研究以及 如何开展基因经济学研究”的主旨报

告。来自美国加州大学长堤分校、霍姆斯特拉大学、圣路易斯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荷兰阿

姆斯特丹大学、日本一桥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 财经大学、昆明医科

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高校，中 国科学院、中国

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以及壹基因等知名企业的40 多位专家学

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2）首届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 

2019 年 4 月 14 日，首届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在浙

江财经大学成功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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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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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论坛主席叶航教授作

“理论建构：行为经济学的使命” 的主旨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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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般学术会议 

（1）2017 年 6 月 3 日，应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邀请，上海财

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在浙江财经大学作了题为“现代经济学

的本质”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叶航教授主持，校长钟晓敏教授、校党

委副书记卢新波教授出席，我校理论经济学相关学科的老师和学生、兄

弟学院单位师生共 100 余人出席报告会并聆听了此次报告。 

（2） 2017 年 10 月 12 日，应基地副主任姜树广博士邀请，欧

洲科学院院士、法国国家科学院特级教授 Marie Claire Villeval 女

士访问CEBD 并作题为“Exclusion and Reintegration in a Social 

Dilemma”的学术报告，我校理论经济学相关学科的 50 余名教师和研

究生出席报告会并聆听了此次报告。 

（3）2017 年 12 月 8 日，应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邀请，国际

经济计量学会院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周恕弘教授访问 CEBD 并作题为

“Ellsberg meets Keynes: Missing links among attitudes towards 

source of uncertainty”的学术报告，我校理论经济学相关学科的 40 

余名教师和研究生出席报告会并聆听了此次报告。 

（4）2017 年 12 月 26 日，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作题为“行为

经济学——批判、建构与实践”的学术报告，我校理论经济学相关学科

的 50 余名教师和研究生出席报告会并聆听了此次报告。 

（5）2018 年 9 月 21 日，应基地主任卢新波教授邀请，以色列

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著名经济学家和数

学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商学院 David  Schmeidler  教授访问CEBD 

并作题为“Desirability：uncertainy via state of world, axioms 

andrationality”的学术报告，我校理论经济学相关学科的 60 余名教



师和研究生出席报告会并聆听了此次报告。 

（6）2019 年 3 月 13 日，应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邀请，台湾

政治大学原副校长、国际著名人工智能经济学家和计算经济学家陈树衡

教授访问 CEBD 并作题为“计算经济学前沿”的学术报告，我校理论经

济学相关学科的 50 余名教师和研究生出席报告会并聆听了此次报告。 

（7）2019 年 4 月 19 日，应基地主任卢新波教授邀请，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兼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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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理论经济学相关

学科的 50 余名教师和研究生出席报告会并聆听了此次报告。 

（8）2019 年 4 月 25 日，应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邀请，台湾

清华大学经济系原系主任、西安交大特聘教授张国平访问 CEBD 并作题

为“Behavioral Economics versus Traditional Economics: Are They 

Very Different?”的学术报告，我校理论经济学相关学科的 30 余名

教师和研究生出席报告会并聆听了此次报告。 

（9）2019 年 9 月 23 日，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作题为“行为

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行为实验、神经实验与仿真实验”的学术报告，

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和东南大学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

院的 20 余名博士研究生出席报告会并聆听了此次报告。 

（10）2019 年 9 月 24 日，应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邀请，武汉

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和东南大学国家发展

与政策研究院院长华生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孙涤教授

访问 CEBD 并分别作了题为“中国经济改革路径回顾”和“投资决策的

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报告，我校理论经济学相关学科的 40 余名教师和



研究生出席报告会并聆听了此次报告。 

 

3. 其他学术会议与讲座 

（1）校内学术讲座 

2017-2019 年，基地组织各类学术讲座 10 余场，受到广大师生的

热烈欢迎。 

序 

号  
讲座人  讲座人单位  讲座内容  时间  

1 叶航  CEBD 经济学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2017.03.23 

2 罗俊  CEBD 捐赠信息公开对捐赠行为的 

“筛选”与“提拔”效应  

20170.4.12 

3 丁鼐  浙江大学  动态信息的加工与整合——以语言认知为例  2017.05.16 

4 李佳慧  CEBD Decision making, reinforcement and inertia 20170.6.21 

5 姜树广  CEBD 腐败的困境：腐败本质的一项实验研究 2017.07.12 

6 梁平汉  中山大学 In-group Bias in Prison 2018.05.25 

7 张露瑶  俄亥俄州立大学 Bridging Level-K to Nash Equilibrium 2018.11.28 

8 黄振兴  上海财经大学 Measuring ambiguity attitudes for all events 2018.12.21 

9 何浩然  北京师范大学 Do Workers Value Flexible Jobs? A Field 
Experiment on 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s 

2019.01.4 

10 叶航  CEBD 做学问的三重境界 2019.10.26 

11 陆方文  中国人民大学 随机实地试验的方法、争论及在中国的应用 2019.11.21 

12 翁倩  中国人民大学 设定目标与提供更多信息是否能改

善工作效率：一个实地实验 

2019.11.29 

13 叶航  CEBD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以高阶社会困境的研究为例 

2019.12.4 



（2）校外学术会议与讲座 

2017-2019 年，基地成员参加国内外各高校学术会议作主旨发言、 

大会发言或学术讲座 20 余场—— 

序 

号  
发言人  会议名称（学校）  发言内容  时间  

1 叶航  2017 年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

研究会学术年会（华南师范大学） 

主旨报告：行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以高阶社会困境研究为例  

2017.11.18 

2 叶航  东北财经大学 

社会与行为跨学科研究中心 

学术讲座：行为经济学实验方法的

最新进展  

2018.06.25 

3 叶航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学术讲座：行为经济学前沿方法介绍  

——以社会困境研究为例  

2018.10.30 

4 叶航  

  

2018 Shanghai Workshop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上海财经大学）  

大会发言：Logical Demonstration and 
Empirical Demonstration-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Generalized) 
Experimental Methods  

2018.06.18 

5 叶航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

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 

大会发言：行为实验在政策设计中的

应用——促进合作的政策机制实验 

2018.11.15 

6 叶航  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 

学术讲座：行为经济学

怎样挑战主流经济学 

2018.12.4 

7 叶航  郑州轻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学术讲座：经济学基础理论

与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 

2019.01.19 

8 叶航  浙江大学 

高等研究院 

学术讲座：道德哲学的自然主义基础 2019.06.14 

9 叶航  2019 年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研

究会学术年会（陕西师大） 

主旨报告：行为经济学方法论 

——行为实验、神经实验与仿真实验 

2019.06.28 

10 叶航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神经经济管理

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宁波大学） 

主旨报告：主流的捍卫者抑或批判者？ 

——神经经济学的学术定位与立场 

2019.07.20 

11 叶航  内蒙古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学术讲座：行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行为实验、神经实验和仿真实验 

2019.11.20 

12 罗俊  2017 年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

研究会学术年会（华南师范大学） 

大会发言：Context-dependenc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decision and its neural 

mechanisms: evidence from a tDCS study  

2017.11.18 

13 罗俊  2019 年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研

究会学术年会（陕西师大） 

大会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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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6.28 

14 罗俊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旨报告：神经科学方法

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2018.07.28 

15 罗俊  

  

江西财经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 

主旨报告：户籍身份与公平感： 

来自田野实验的证据 

2017.12.20 

16 罗俊  

  

CeDEx China Internal Workshop on 
Behaviou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宁波诺丁汉大学） 

大会发言：Double-edged sword: a field 
experiment on public recognition and 

individual charitable giving 

2019.11.22 



17 姜树广  

  

2018 年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济

学研究会学术年会（暨南大学） 

大会发言：经济学核心效用的两条拓展: 
兼评经济与幸福 

2018.09.16 

18 姜树广  

  

第一届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 

（山东大学） 

大会发言：个人投资者的

认知能力和动物精神 

2018.10.11 

19 姜树广  

  

2018 年厦门大学实验经济

学国际研讨会 

大会发言：Group Monitoring, 
Endogenous Crackdown and 

Anti-corruption: An Experiment 

2018.12.14 

20 姜树广  2019 国际实验经济学会欧洲会议 

（法国：第戎商学院） 

大会发言：Money Maker or Penny 
Pincher: On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2019.09.04 

21 郑昊力  

  

第一届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神经经济

管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广州） 

大会发言：经颅直流电刺激技术原理 

及其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 
2018.04.25 

22 黄达强  

  

2018 年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济

学研究会学术年会（暨南大学） 

大会发言：Enhancing the Activity of the 
DLPFC with tDCS Alters Risk Preference 

without Changing Interpersonal Trust 

2018.09.16 



六、基地进一步建设目标 

 

比照省社科联对基地发展的要求和期许，基地的各项工作虽然

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和上升前行的空间。主

要表现在：第一，基地目前与经济学院共享图书资料室，还没有

自己独立的图书资料室，只是建了一个小型的电子阅览室，对研

究人员的工作效率产生了一定的制约；第二，基地的研究成果还

未能综合、整理，从而形成有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数据库；第三，

在项目申报、论文发表和学术奖励方面，还缺乏标志性的重大成

果。针对这些不足，我们决心以中期评估为契机，继续发挥长项、

不断弥补短板，立足基础、不断创新、砥砺前行，争取在下一评

估周期中取得更优秀的成绩。具体建设目标和措施主要为： 

1. 硬件建设 

完善基地的硬件建设，除继续增加先进的实验设备，如远红外

行为观察系统、集成生理指标记录仪、交互式虚拟现实集成系统

等以外，重点完成基地图书资料室的建设，争取在行为与实验经

济学、神经经济学、计算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基因经济学和量

子经济学等新兴经济学科的藏书方面与目前经济学院的图书资料

室形成一定的差序格局，从而更好地服务基地的研究宗旨。 

2. 软件建设 

在综合、整理和发掘基地前期研究数据的基础上，建设“中国

居民行为偏好数据库”、“中国居民时间偏好数据库”和“中国

居民社会偏好数据库”，同时建立行为实验、神经实验和仿真实 



验可追溯的设计方案、实验结果和数据分析存储系统，并

筹备建立浙江财经大学实验研究“伦理委员会”（Ethics  

Committee），审查批准各项实验设计，监督实验研究者的行为

规范。 

3. 标志性成果 

在下一轮基地评估周期中，CEBD 将争取在国家级重大项目

和重点项目的申报获取上有所突破，增加在中文权威期刊和英

文顶级期刊的发表数量，力争获得更多的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或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从而对浙

江财经大学的人才建设、学科建设和学科排名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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