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研究 2006 年总日习毛
【区域经济研究】

E 国际经济研究】

聚集效应、劳动力巾场分割勺城市增沃机制

人民币参苍篮 r货币的测也与实证分析
赵进文高辉瑞云铅 1( 20 )

的重构
一－转轨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
新古典模型的拓展

罗云辉 1(3 6 )

史晋川战明华 1(5)

县城经济在国民经济巾的现实地位变迁：理
论与实证

郑炎成陈文科 3(5)

基于投资以域乘数111!论的投资；在：观调控体系
研究

我国出口补贴转变为技政补贴的有效性分析
跨同企业与尔i茧同企业克争策略逃摔
一一基于比较优势的分析

朱敏 1( 44)

资本账户、法定汇率制度与事实汇率制度

马文军李保明潘英华 3(21)

中国区域旅游发展差异影响因索研究

周继忠 2(5)

质最信号的选择与潜在替代压力

来自 1990～ 2003 年的经验数据检验
款荣军

韦燕生 3(32)

•t• 国民域经济增民协整分析与民域政策选择
一一兼论“中部塌陷”现象
刘乃全陶云张学良 4(49)

我国东部地区＿.：.＿；马产收结构对叫1 部崛起”影

响实证研究
例

贾彦手rJ 4( 58)

劳动分五 、交易效惑与产收集群演进
何雄浪 4(68)

影响农村气种非农就业途径的主要国东研究
一一对天津市农村社会的实证分析
陈宗胜周云波任国强 5 (4)

城市交通拥堵的经济学分析

一一基于内生劳动力供给的跨期均衡分析
鄂永健丁剑乎 4 (1.3)

内 ！［：技术进步、南北贸易与干预政策

韩小亮

邓革且新 5(19)

农业水资源配置有效性分析
马培衔刘伟幸雷海章 5(32)

不同增长路径下全要京生产率的羔异性及具；
含义

马荣华 4(:)5)

汇率波动下跨国公司战略投资期权价值研究
方 t营建秦豆云缪柏其 5 0 3 6 )

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与南北经济收敛
张亚斌易先忠 6(13 2 )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效应
毕玉江朱钟楝 7 ( 5 3 )

阂际分ι演化过程模拟实验研究
刁莉男

战明华史晋川 7(2 9 )

劳动力转移、 t' 1JV. 集聚与地区差距
姚林如李莉吕 (135)

区域经济」体化新模式
～~＂轮轴 一 辐条”双边主义的理论与实证

关系
萨缪尔森效应的实证

分析

玉苍峰岳咬兴 8(71)

跨同公司进入为式规制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姚战瑛 9(123)

我国关税的有效保护率及其变动
基于 2 00 4 年数据的考察

用中杨传伟 9(134)

东丰邑 9(1 ） 咱

中因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功态t{- ii:分析
李金昌程开明 909)

基 1’“星形模型”的 •f• 小企收 [5{域竞争力研究
关于中垂~六省的实际测算
陈晓红解海涛常燕 10024)

我国的县城羔.llP.与公共政策
～一基于对浙江省 6 4 县（市）统计数据的

李杭业汪贵浦 10(134)

跨国公司 、民域－体化与社会福利
A←一一个垄断模型的扩展
范兆斌李晓玲苏晓艳 11 ( 5)

张世伟 8 ( 62)

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国两部门生产凉差异的
基于巴拉 萨

以浙江省为例的比较研究

分析

人民币境外流通刘我同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基于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 究

基于计算经济学的模拟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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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俭张诫 2(18)

实际汇率与就、iv.

殷德生唐海燕 4 (2 5 )

一一以纺织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

实证分析

对专业服务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初
期策略的分析

•I• 国 产 品国际竞争力之分析

林

江 11( 27 )

【财务与会计研究】

控制权转移后公 pj 业绩变化的影响 囚素分析
一一基于放率理论和管制理论的解释

方轶强

J:. 立军

李莫愁 1(53 )

何种内部治理机制影 响 f 公叫权益代理成本
－大股东 与 董事会治 理效率的比较
曾庆生陈信7i:. 2006)

自 选师问题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一一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 经验
陈冬华周春泉 3(44)

总日景
l商管报酬隐性激励的实证研究

我回国际资本流动性和皮和非流动性以国的

张鸣陈震 3(56)

双歌财务报告模式下会计葡余的价值相关性
『一基于 AB 股公司的实证研究及其政策
建议

赵春光 4(80)

度量与检验
一一来自中美日三国消费模式对比的经舱
证据

知l 全全子冬张成军 3(8 2 )

资本外逃与金融稳定：基于＂＇剧的实i正树验

代理成斗~.~审H 师远抨

蒋丽丽伍志文 3(93)

一一基于中国 IPO 公司的研究李明将 4(91)

中因农材金融发展状况分析

会计税收类异及其制度因素分析
…

来自中国主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姚耀军 4003)

货币政策传导地区差异：实如｜．检验及政策含义

戴，.f;毒明封t淑瑜 5(48)

关联购销、价格管制及价值相关性研究

如l

一一来自我国土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潘飞文东华段军山 5 (60)

会t 1 ·准则保护产权的“马太效应”研究
如l

5(70)

曾风吠董秀良 6(4)

金融高频数据分析
一” 扩展八CD 模型实证研究
徐阁祥金登贵 6(15)

浩孙铮 6(44)

上市公司资产负侦率行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玄玉盘•l

孜国 TPC〕定价合理性的实证分析

网络金融创新产品扩散的内线簇模刷研究

一一， 对已有研究结论的质疑

李春燕 6(24)

董逢谷袁卫秋 6(54)

负债与现金 J&利共右，r激励契约的模坤l推演
袁振兴杨淑饿刘丽敏 6(65)

基于财务和l非财务指标的 亏损公司颐警研究

法律、股权结构对证券市场参与影响的实证
li!f究

余劲松梁红英 6(34)

中间不确定 t'f.信贷市场中的贷款供求微观机
1!I!分析
一一一个基于主观概率决策的信贷市场非

－一一 以 ~ff 公司为例

王元敏姬关光 7(63)

债务杠丰F ' ,i 企业投资 ： 双重顿算软约束视角

均衡模型

高洪民 7(84)

制内外期铜市场芹，动及其价格波动关系研究

辛清泉林斌 7(73)

｜；市公司大股东控制 V 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

杨成月 7(98)

内部入内行行为勺职工股上市的市场放J也

一－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研究
~颖刘呈林朝南 8(8])

王茂斌 7009)

我罔股票市场比管效Ji\L ：流功性监测与评价

尚抖技 1.ili公口j 现金流量行业特征研究
基于 Panel Data 模型的分析
梁某钦杨智 8(94)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恶化预测研究

张梅琳 7(118)

我同巾小银行资产扩张放所实 i:1F’研究（ 1987 ～
朱建式 8002)

2004)
非1E规金融 :J.il1 约治理的微观理论

卓凯 801 2 )

吕长江周县华杨字树 10(80)

“上说”A 股市场情绪的关键影响间 i{

会 ii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分离

...继矫杨乃定玉良等 9( 5 1)

一一基于契约理论的一种解释
周晓苏

It 雪松 l 1(135)

产业结构变革/j对货币流动速皮的影响
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之谜

审计报告标准改变的统济后果

汪军主E

一一 来自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李治国 9(61)

王跃堂涂建明 12(75)

』 it 同农村民间似用缓解贫阁的有效性分析

李宏 1(65)

同际资本流动下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

江 E曹霞严玉华 10(4)

E金融研究】
金融管制的经济学分析

道德风险与存款保险额度的 iii 场决也
何光辉 1(73)

余融深化、资本深化及其互补性研究
T从明

陈干中常 1(84)

金融发展的福利收报和“ /'l~tt效I歧”
一个动态最优增长分析

夹信如 2018)

王国松杨杨 10(17)

lrE券投资基余愤件反转投资行为实证研究
谢赤禹湘周晖 10(26)

货币政策透明度指数 2 理论方法与实irE检验
贡德奎 11 (66)

银行市场约束与政府监管的权衡与选择研究
一一对我国银行外部监管效应的论证

经济增 K刘保险窝求的号 ｜致效应

黄恙 11(7 6 )

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徐为山

检驹，

关坚隽 2027)

养老金技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一一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回存志杨志刚 2038)

l：市公司因素与股票1fi 场风附关系实证研究
王明涛黎全龙 11<88)

我因公开市场操作对市场行为有效性的研究
子 Ji_ 忠 11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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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新旧养老保险模式中养老金水平的比较

正

研究
一一以 2005 年资料为依据的模拟分析
付北麟王贵民 12(53)

三种国债拍卖方式的拍卖收入比较研究
英君羊马永波 12(65)

钟仁耀徐铁诚 11 (56)

集体行动逻辑与灌区农户耀溉行为分析
一一基于中国漳河灌区微观数据的研究
马培街刘伟章 12 ( 4)

E公共经济与管理】

不同宪政秩序下的转轨路径与转轨绩效

社会水资源利用的投入产出研究

－…－“北京共识”的内涵与应用

许长新回贵良 12(16)

关~光汪毅霖 1(94)

教育工资升水率的微观计量分析

税收的本质：政府行使企业国家间接物质产
权的报酬

任兆璋范闽 1(104)

离学历“追逐症”与失业的经济学分析
一一于一个基于斯宾...劳动力市场模型的

李全伦 12(25)

E产业经济研究】

广告收入上限的规制涵义
一－ ,4. 于电视产业的分析
李志 1(133)

研究
汤宏波 1013)

可．联网接入价格机制研究

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千春晖周习 2 (5 4)
于长革 2(30)

反事实研究：放松规制与中国航空网络的演变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作用关系实证研究
一一基于 VAR 模型的检验分析

苏延芳

赵丽芬李玉山 2(42)

高校扩招后果的经济学分析

蒋传海夏大慰 4 (5)

中国丁J业化中的能源消耗强度变动及因素分析

－一基于劳动市场信号发送理论的研究
A量可月

一一基于分解模型的实证分析

张凤林 3(133)

我国政府供给偏好决定的一个经济学解释
→一政治均衡与盖章济效牟

吴巧生成金华 6 (75)

产业集中度、集群式供应链组织衍续对技术创
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汤玉刚 5(80)

一一以 “武汉·中国光谷”电子产业为例

中国财政科教支出动态经济效应分析
郭玉清刘红郭庆旺 5(94)

黎继子刘春冷邹德文 7(41)

价格歧视下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问题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平滑经济波动的
能力

于立于左王建林 8(53)

基于 DEA 模型的中国主要轿车企业生产效

一一基于传统 IS-LM 模型的实证分析

李永友 7(4)

率分析

白宫洁戴小绎 10( 3日

中间重点行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农民工职业风险、工伤保险与教育补贴的政

李泳王爱玲 10(48 )

内生比较优势演化

策效应
寇国明邱长i容 7(18)

一一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经验研究

税收优惠与 FDI 的时空分析

耿伟 1 0(60)

一－,4. 于税收优惠信号理论的实证研究

非正式制度视角 F 的集群企业信誉机制

钟炜 8024 )

集体利益：一种理论解说

曾军平 9(69 )

t 休宁刘~金 l 1(17)

产品差别化、价格战与合谋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战略选择
一一一个数理模型的分析与模拟
严剑峰 9(79)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效率
尹希呆陈刚潘杨 10(9 2 )

公共财政体系与农村新型合作民疗筹资水平
研究
一一促进公共服务横向均等化的制度思考
顾昕方黎明 11(37)

退耕还林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最优激励
合约
危丽杨先斌刘燕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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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兴志 3003)

产品差异、转移成本和市场竞争

干眷晖 12 (33)

扶拌我国出 t~ 导向企业实施 RRC 战略的理
论依据

罗云辉 12(41)

E经济史·经济思想史】
传统中国社会中租侧制度对产出的作用分析
一－基于德怀特·帕金斯视角研究
王防 3 (64)

非正式制度约束与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经
营理念

刘卓雾 3(73)

中国古代收入分配思想巾的市场意识
→一兼论经济意识与制度演进的关~
钟祥财 5(39 )

息目景
弱势政府条件下的信息载体：近代上海绸缎
商人组织

王玉茹张弗 6(86)

财产权利、自由和平等

章莉 7 (126)

风险投资家的鼓优激励契约模型研究
一一一种基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条件下

的博鼻模型分析

收入 、游资与近代七海房地产价格

张新立王青建 5(129)
杜，陶诫 9(31)

技术冲击和1劳功供给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
一一基于可分劳动 RJ3(： 模型的实证检验

所有制起源及Jt变迁致因新探

黄E费琳 6(98)

张昆仑 9(40)

资源约束条件下长期经济增长的功力机制

管制经济学的演进

－一一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研究

一）从传统理论到比较制度分析

彭水平包养 6( 110)

曹啸计小青 10(71)

三状态马尔柯犬机制转换模型研究

统， －利润率与差别利润率

一一在世界油价波动分析中的应用

一－一兼论两种均衡体系的比较
初F

欣

t

魏...贤陈智丈王建军 6(120)

静 12(87)

不完全合同、退出的激励平衡和控制权转移

政府在社会梅弈中的角色与作用

李全龙费方梳谈极 70 34)

而一一一人个基于霍布斯、洛克理论的模型
分析

间大宜 12(96)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 的变动趋势
一一基于双二元动态极架的实证

总经理更换与高管团队的稳定性研究

王韧 8(4)

一一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张必武石金涛 1 (121)

城乡转换、经济开放与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

居 民收入分配规范函数及其福利评价
－一一模型及实证分析
郭乎李怯 8(17)

一一理论假说与双二元动态框架
王韧 2(67)

价值理论统一性的数理逻辑分析邹乎应 8(28)

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经济增氏之间的动态

专用作公共品与企业件．质：·种新观点

相关性
一一来自中商 1978 ～ 2004 年敬摊的实证

中国旅游就业增长方式研究

程承坪 8(40)

－－一引入环境压力因素的生产品数分析

研究

魏翔 9(92)

周建江伟 2(78)

领导任职期限＆：置的经济解释 g 基于效率的
分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变： 1988 ～2002 年
罗楚亮 9(103)

石磊马士国 2(90)

基于复合实物期权的研发投资评价

能源税征收的劳动替代效应实证研究
一一基于上海市 2002 年大气污袭的 CGE

一一一以高科技公司跨国研友销售项目为例
王蔚松 9( 113)

模型的试算
王德友 2(98)

基于自适应小波神统网络的数据挖掘方法研究

增长模型理论研究

一一对我国石油产量的预测分析
刘兰击西

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
一一基于也舍教育资本、健尿资本的内生

谢关萍 3(114)

余长林 10(10 2)

基于资产视角的渠道关系价值计量研究
陈启杰如j 硕权 1 0( 113)

民营化进程、企业目标踊数选择与转轨效率
张晖任俊义 3( 121)

战略成熟皮肉京探索：善于中国经验的实证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制度冲击效应分析

分析

杜击事庞东杨弗Ii

4(115)

补偿、政府 H 事1i与民营化障碍
一一对我国固有企业民营化改 革律碍的思考
顾建乎朱先朋 4(126)

经济增长、收人分配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性
研究

一一来自北京市城市居乒的经验数据
冯主光张晓静 4(136)

王玉张化东 11 (1 05)

货币危机预警理论及实证比较研究
一一兼对中国的模拟分析与启示
乔枝明 11(11 5)

历史绩效对企业多元化战略和并购模式
l阁大颗 11(125)

贸易、环境污染与经济增民
－一一基于开放假济下的一个内生增长模型
社希饶刘雄 12(106)

网络经济与市场结构变迁
一一新经济条件下垄断与竞争关系的检验

中国交易费用变动的动态机制和传导路径

分析

知识企业的 主导生产耍素：知识资本

张丽芳张清辨 5 008)

腐败影响的宏观经济分析
伏玉林苏二毛 5(119)

金玉阂 12(121)

－一基于“概念格”理论的才在论
刘国武李卫星 1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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