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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

热烈欢迎您出席“第三届神经会计学与神经管理学学术研讨会”！

为使会议顺利、高效的举行，请您认真阅读会议指南并注意以下事项：

一、请您随身携带代表证，凭代表证参加会议。

二、会议提供午餐和晚餐，午餐和晚餐凭会议餐券在京师大厦一

层兼味轩自助餐厅用餐。

三、11月 9日上午和 10日上午的会议在京师大厦四层 9406会议

室召开，11月 9日下午的分论坛研讨会在后主楼 1620（16层）、1722

（17层）会议室召开。相关会场有指示标志，也有工作人员引导。

四、本次论文集只用于会议交流和学习，不对外公开，不影响论

文的期刊投稿和发表。同时提请代表切勿把会议论文（或摘要）上传

到网上，以免侵害论文作者的权益。

五、请大家与会期间注意人身安全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六、有任何疑问或需要，请您联系会务组工作人员。

联系人：曾笑萍 18813056686，包文 13269107408。

祝您在京期间舒心顺意！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第三届神经会计学与神经管理学学术研讨会会务组

2019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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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会议地点：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后主楼

会议日期：2019年 11月 9-10日
11月 9日

时间 内容 发言人 主持人 地点

9:00-9:30
开

幕

式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副院长致辞
蔡宏波

崔学刚

(北京师范大学)
京师大厦四层

9406会议室
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致辞 孙 志

联合主办方代表致辞 陈亚盛

9:30-9:50 集体合影、茶歇

9:50-10:30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t audit

algorithm based on eyetrack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陈亚盛

（厦门大学）

张会丽

(北京师范大学)
京师大厦四层

9406会议室

10:30-11:00
Testosterone, Gender, and
Organizational Status

Frank
Hartmann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11:00-11:30
中国人的信任与合作

——管理学和脑科学的交叉研究

王益文

（福州大学）

11:30-12:00 基于非标准偏好和信念的公司金

融及公司治理的神经科学研究

李建标

（南开大学/
山东大学）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第一分会场 - 会计审计

杜兴强

（厦门大学）
后主楼 16层 1620

第二分会场 - 市场营销与企业管理
唐红红

(北京师范大学)
后主楼 17层 1722

15:30-15:40 茶歇

15:40-17:40
第一分会场 - 公司金融与财务

高靖宇

(中国人民大学)
后主楼 16层 1620

第二分会场 - 激励、情绪与绩效
李志斌

（扬州大学）
后主楼 17层 1722

18:00-19:3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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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0日

时间 内容 发言人 主持人 地点

8:00-8:40 科技透视焦虑对决策的影响
罗跃嘉

（深圳大学）

刘超

（北京师范大学）

京师大厦

四层 9406
会议室

8:40-9:20 金钱心理学
周欣悦

（浙江大学）

9:20-9:50

Incentive schemes, framing,
and marke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n asset-market
experiment

崔学刚

（北京师范大学）

9:50-10:10 茶歇

10:10-11:40

学

术

期

刊

编

辑

论

坛

《管理世界》

副总编
尚增健教授

杨丹

（北京师范大学）

京师大厦

四层 9406
会议室

《经济学动态》

编辑部主任
杨新铭教授

《会计研究》

编辑部主任
刘国强教授

《经济管理》

编辑部主任
刘建丽教授

《南开管理评论》

副主编
程新生教授

11:40-12:00 会议总结 崔学刚教授

12:00-13:30 午餐、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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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会场安排

后主楼 16层 1620室

13:30-15:30 会计审计

会议主持人：杜兴强（厦门大学）

编号 论文题目 报告人 评论人

1

Auditor Reactions to Family Involvement:
Effects of Family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Family Managerial
Control

高靖宇

（中国人民大学）

陈亚盛

（厦门大学）

2

The network structure with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An exploratory study using
eye-tracking through the lens of network

theory

许昕

（厦门大学）

王鹏程

（天津财经大学）

3
审计差异、审计谈判策略与审计后果

——来自准实地实验的证据

李妍姝

（北京师范大学）

高靖宇

（中国人民大学）

4 定增报价对长期收益的智慧预测
李振东

（云南大学）

曾笑萍

（北京师范大学）

15:40-17:40 公司金融与财务

会议主持人：高靖宇（中国人民大学）

编号 论文题目 报告人 评论人

1
家乡认同感、投资者情绪与投资者“本地

偏好”行为：来自行为实验的证据

张文杰

（北京师范大学）

胡聪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
Communication on Experimental Asset

Market
张琨

（河北经贸大学）

王文华

（南开大学）

3
Winning an IPO Lottery Breeds

Lottery-Type Investment
胡聪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牛晓飞

（南开大学）

4
How Time Constraint Affects the

Disposition Effect?
李建标

（山东大学）

张文杰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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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场安排

后主楼 17层 1722室

13:30-15:30 市场营销与企业管理

会议主持人：唐红红（北京师范大学）

编号 论文题目 报告人 评论人

1
视频广告倒计时信息对广告效果

的影响研究

郭雪俐

（北京师范大学）

童璐琼

(北京师范大学)

2
Cultural influences on attention: evidence
from eye-movements and EEG during

emotional scene viewing

Lena Zou-Williams
（南澳大学）

唐红红

（北京师范大学）

3 弹幕对在线视频广告效果的影响研究
李琳

（北京师范大学）

张思慧

（北京师范大学）

15:40-17:40激励、情绪与绩效

会议主持人：李志斌（扬州大学）

编号 论文题目 报告人 评论人

1
晋升机制、机会公平与员工绩效：

来自实验室的证据

葛传路

（北京师范大学）

陈亚盛

（厦门大学）

2
Modulation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Decisions by Anodal tDCS over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汪敏达

（东南大学）

唐红红

（北京师范大学）

3
Do monetary incentives affect employees’

learning performance?
黄先

（厦门大学）

汪敏达

（东南大学）

4 官员的男子汉气质与经济规模
王文华

（南开大学）

张琨

（河北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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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嘉宾

Frank Hartmann，伊拉斯谟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会计与控制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知

名神经会计学者，研究领域为神经会计学、管理控制系统设计。

曾在 The Accounting Review 、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Abacus、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Frontiers in Psychology等国际会计学术顶尖期刊与

知名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目前担任 Abacus、The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副主编和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编委会成员。

罗跃嘉，深圳大学特聘教授、脑疾病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选，国务院特殊津贴，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目前为国

际心理科学学会(APS)会士，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兼脑电相关

技术专委会主任、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理事兼社会认知科学分会

主任、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会长等国内外学术兼职。曾在师大

和中科院心理所任职。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委重点项目、科技部

973 课题、支撑计划等重点项目 10 余项，发表论文 460 篇，

其中 SCI/SSCI 论文 230 篇。获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等省部

级科技奖 12项，主要从事情绪与认知的心理生理学研究，在推动中国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参

与中国心理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脑电/ERP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等方面，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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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欣悦，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市场营销学系主任。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担任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副主

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并入选爱思唯尔（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者，获首届"菠萝科学奖"心理学奖。研究领域为复

杂情绪和金钱心理学。研究成果曾被《纽约时报》、《时代周刊》、

《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BBC》和《Nature》等杂志报道。

陈亚盛，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注册会

计师（CPA）、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ACMA）、全球特许

管理会计师（CGMA），获加拿大毅伟商学院博士学位，曾先后

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和西蒙菲莎大学任教 10年。研究领域为

管理会计理论、行为会计研究方法、管理控制系统设计、企业

创新。曾主持加拿大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3项、加拿

大国家会计学会研究基金项目 1项，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福建省高校领军人才资助计划，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财政部管理会计专项课题研究项目。在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Accounting and Finance、World Econom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Research

等国际会计顶尖学术期刊和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目前从事研究课题：运用“眼

动跟踪”（Eye-tracking）技术和“磁共振脑扫描”（fMRI）技术，设计促进企业创新的管理控制

系统，专注于解决中国企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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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标，南开大学·泽尔滕实验室/商学院/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实验经济学与博弈论研究会副理事长。目

前供职山东大学类脑经济学研究院。研究领域为神经经济学/管理

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公司治理。在 SCAN 、JBEE 、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Brain Research、Neuroscience、Scientific

Reports、《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南开

管理评论》、《世界经济》、《心理学报》等 SSCI、SCI 或 CSSCI 检

索杂志发表论文 10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 3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课题 3

项。在决策行为神经机制、投资者信念更新神经机制、投资者与非理性交易行为、风险与模糊

决策等方面具有突出的研究贡献。

王益文，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高

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信任研究中心”主任、福州大学心理与

认知科学研究所所长、中美心理学联合实验室主任。入选 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

人才、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心理学会认定的心 理学

家等。研究领域包括神经博弈论与神经金融学、经济管理 与社

会心理学、金融与投资心理学、信任与合作博弈、谈判与外交心

理学、人工智能心理学等，多年来致力于探索东方文化 背景下

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深层机制和理论模型。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专项(管理科学部)并任

首席专家，先后主持 5 项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重大项目等。在 APA 实验心理学总

刊 JEPG、社会情感科 学领域顶级期刊 SCAN、Nature 出版期刊等 SSCI/SCI 一区，及中国科

学、心理学报等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现任心理学报编委及多家

SCI/SSCI 期刊审稿专家、中国心理学会经济心理专委会副理事长、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神经经济

管理专委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等多个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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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学刚，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会计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认知神经管理学实验室主任，中国神经会计学

研究的首倡者。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神经会计学、智能会计、医

院管理会计。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会计名家培养工程、

首批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学术类)、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特殊

支持计划、北京市社科理论中青年“百人工程”，兼任中国会计学

会财务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神经管

理与神经工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神经经济管理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卫生健康分会首届特聘专家、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理

事、 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财经专委会顾问，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社科基金、 教育部人文

社科规划项目、北京市自然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等国家与省部级课题 10余项，在 Abacu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Neuroscience ， Personal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 Annals of telecommunication,《会计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60余篇，

先后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次)、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次）和二等

奖（2次）、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个人)、财政部中国会计学会优秀论文奖等科研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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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平面图

会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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