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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秀研究生学术论坛简介 

随着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不断重视，我国对社会保障领域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目前，全国拥有社会保障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院校已

达 80 所左右，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培养已经进入到一个快速而蓬勃的发展时期。

放眼未来，青年学者对繁荣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研究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上

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政

策青年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旨在通过举办本论坛，搭建起专家学者与青年学者间

的交流平台，并为青年学者间的相互交流提供机会。 

从 2011 年开始，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连续八年举办了全国“社

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秀研究生学术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上海市学

位办研究生创新项目的大力资助支持下，经过八年的努力，本论坛已经在国内各

高校社会保障领域产生了热烈的反响，获得了国内社会保障领域的广泛认可，业

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和良好品牌效应的研究生学术交流活动。 

本次论坛是第九届，定于 2019 年 11 月 23、24 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本

届论坛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大学、吉林大学、重庆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澳门大学、香港教育大学等 102 所高校及科

研院所的 280 篇论文投稿，投稿论文普遍质量上乘。组委会组织专家对投稿进行

了评选，资助了 88 篇高质量论文参加本次会议，同时，评选出了 15 篇优秀论文

给予奖励。本届论坛还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中

国工业经济》和《财经研究》等多家杂志社的编辑和参会青年学者交流。 

本届全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秀研究生学术论坛会议有幸获得上海市

学位委员会的大力资助和支持，特致感谢！ 

最后，诚挚欢迎各位参加本届论坛！祝各位在上海期间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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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长三角社会保障研究生学术论坛简介 

长三角地区历来是中国经济发展活跃、整合程度高和发展潜力强的发达区域

之一，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长三角地区必然要承载起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使命。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是国家重大战略选择，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社会和谐的安全网、稳定器，社会保障

的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

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新

时代下，只有不断充分整合长三角地区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保障和推动社会资源

的顺畅流动，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长三角社保一体化将是未来区域经济发

展的重大课题，也必将是国内社会保障研究的重大课题。 

同时，“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秀研究生学术论坛”作为上海财经大学极具

品牌效应研究生学术活动，历次的论坛组织都得到了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京

农业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

长三角兄弟院校的鼎力支持。因此，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三角地

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也为了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各高校社会保障学科和

优秀研究力量的交流合作，我们迫切需要打造一个长期化、专业化的高水平学术

交流平台，以此形成合力，为后续更高层次的合作奠定基础。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特别是推动长三角社保一体化问题的

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在此次全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

秀研究生学术论坛的基础上，特别举办“2019 年长三角社会保障研究生学术论

坛”，这也是国内首次以区域社会保障整合为主题举办的大型研究生学术研讨活

动。我们希望能够以此次论坛为契机，与兄弟院校增强磋商合作，开展社会保障

领域的合作交流，共同服务于长三角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诚挚欢迎各位参加本

次论坛！期待与各位相聚上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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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介绍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坐落于上海财经大学武川路校区凤凰楼，其前身可追

溯到 1950 年创建的财金系。2001 年 9 月，在原财政系的基础上，整合投资系，新设立公共

管理系，组建成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学院目前设有财政系、税收系、公共管理系、投资系、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系等五个系。

依托学院实体，分别成立了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以及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构建了“一体

两翼”的教研模式。学院下设有十一个研究机构，分别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中国教育支

出绩效评价（研究）中心、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资产评估研究中

心、资源环境政策与管理研究所、不动产研究所、投资研究所、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实证分

析与调查研究中心、政治学研究所。学院现有本科专业 6 个、硕士点 15 个、博士点 10 个，

以及博士后流动站 1 个。其中财政学学科是教育部首批批准设立的财政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之

一，该学科 1997 年被财政部评为部级重点学科，2001 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7

年再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18 年学院获批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 7

月，学院公共管理硕士（MPA）项目通过全球公共政策、事务与管理院校联盟（NASPAA）

认证，我校成为国内仅有的通过此项认证的三所院校之一。 

本科专业：财政学、税收学；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投资学、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硕士点：财政学、税收学、公共经济政策学；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

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国民经济学、投资经济、技术经济及管理、房地

产经济学；公共管理硕士（MPA）、税务硕士、资产评估硕士。 

博士点：财政学、税收学、国民经济学、投资经济、技术经济及管理、房地产经济学、

行政管理、公共政策、社会保障、政府预算管理。 

学院现有专职教师 84 名，其中 20 余位是近年从东京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

雪城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等海外知名大学引进的海归博士。教师中有青年长江学者 1 名，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获得者 3 名，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4 名，曙光学者 6 名，晨光学

者 1 名，上海领军人才 1 名，浦江人才 11 名，上海教学名师 1 名，霍英东教育基金获得者

1 名，上海市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杰出创业奖获得者 1 名，校资深教授 2 名，校讲席教授 6 名，

校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2 名。学院聘有海外著名高校学者特聘教授 4 名。 

近三年来，学院教师在国内一流期刊（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经济学季

刊、社会学研究），境外 SSCI、SCI 二区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129 篇，获得包括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在内的国家级项目 30 多项。近五年来，学院教师共获省部级以上的教学科研优

秀成果奖近 50 项。“财政学”获 2007 年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特色专业及 2008 年国家

级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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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项目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根据《教育部 财

政部 国家发改委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 号）和《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

意见》（学位〔2014〕3 号）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

实施与管理，保证学术论坛举办质量，上海市学位委员会特制定办法，鼓励上海

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依托本单位学科优势与特色，

充分利用相关学科的优质资源，营造学术创新氛围，举办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 

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由上海市学位委员会主办，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承

办。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委托项目平台单位负责对学术论坛实施情况进行跟

踪与评估。 

本次全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秀研究生论坛有幸获得本项目的资助，

特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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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秀研

究生学术论坛暨 2019 年长三角社会保障研

究生学术论坛 

（2019 年 11 月 23 日-24 日，上海财经大学） 

会议总议程 

2019 年 11 月 22 日  晚上 

13:00 – 20:00 会议注册、酒店入住 

17:00 – 18:00 欢迎晚餐（新园餐厅一楼） 

 

2019 年 11 月 23 日  上午 

08:00 – 08:30 参会代表签到 凤凰楼 302 报告厅门口  

08:30 – 09:00 开幕式 凤凰楼 302 报告厅  

09:00 – 09:10 合影留念 凤凰楼门口  

09:10 – 12:10 专家主旨演讲 凤凰楼 302 报告厅  

12:10 – 13:00 工作餐 新园餐厅一楼（武川路食堂） 

 

2019 年 11 月 23 日  下午 

分论坛会议讨论 

13:30 – 15:30 

分论坛会议 1-1 健康与医疗（一） 凤凰楼 202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1-2 退休与养老保障（一） 凤凰楼 302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1-3 社会保障与企业 凤凰楼 303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1-4 养老服务（一） 凤凰楼 304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1-5 社会保障管理（一） 凤凰楼 502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1-6 社会保障与家庭（一） 凤凰楼 602 会议室 

会场休息时间（15:30 – 15:45） 

15:45 – 17:45 

分论坛会议 2-1 医保制度改革 凤凰楼 202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2-2 社会保障与家庭（二） 凤凰楼 302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2-3 不平等与反贫困 凤凰楼 303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2-4 农村社会保障 凤凰楼 304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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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会议 2-5 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 凤凰楼 502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2-6 劳动与住房保障 凤凰楼 602 会议室 

17:45 – 19:00 晚餐（申梦大酒店） 

    

2019 年 11 月 24 日  上午 

分论坛会议讨论 

08:20 – 10:00 

分论坛会议 3-1 健康与医疗（二） 凤凰楼 202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3-2 老龄化与生育决策 凤凰楼 303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3-3 退休与养老保障（二） 凤凰楼 304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3-4 收入分配与公平 凤凰楼 502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3-5 社会保障管理（二） 创业中心会议室 

会场休息时间（10:00 – 10:10） 

10:10 – 11:50 

分论坛会议 4-1 健康与医疗（三） 凤凰楼 202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4-2 养老服务（二） 凤凰楼 303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4-3 社会保障与微观决策 凤凰楼 304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4-4 家庭照料与就业 凤凰楼 502 会议室 

分论坛会议 4-5 社会福利与慈善捐赠 创业中心会议室 

11:50 – 12:10 优秀论文颁奖与总结 凤凰楼 304报告厅 

12:10 – 13:10 午餐（申梦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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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秀研

究生学术论坛暨 2019 年长三角社会保障研

究生学术论坛 

（2019 年 11 月 23 日-24 日，上海财经大学） 

会议详细议程 

11 月 22 日（星期五）13:00~20:00 

13:00 – 20:00 会议注册、宾馆入住 

 地点：豪生大酒店 上海虹杨宾馆      

17:00 – 18:00 欢迎晚餐 

 地点：新园餐厅一楼  

  

 11 月 23 日（星期六）上午 

08:00 – 08:30 参会代表签到 

 地点：上海财经大学凤凰楼 302 报告厅门口 

08:30 – 09:00 开幕式 

 主持人：   郑春荣     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副处长 教授 

 致辞嘉宾： 姚玲珍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 教授  

           郑红亮     《经济研究》 副主编  

 
          李劲松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教授 

          方  芳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09:00 – 09:10 合影留念 

 地点：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凤凰楼）门口 

09:10 – 12:10 专家主旨演讲 

 地点：上海财经大学凤凰楼 302 报告厅 



第九届全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秀研究生学术论坛 

暨 2019年长三角社会保障研究生学术论坛 
 

 8 

 主持人：  汪  伟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系主任 教授 

09:10 – 09:40 演讲题目：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过去的成就与未来的挑战 

 演讲者：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  教授 

09:40 – 10:10 演讲题目：全球为何短缺安全资产？ 

 演讲者：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10:10 – 10:40 演讲题目：从未富先老到渐富快老：中国应对人口超老龄化挑战的政策

仿真研究（2019-2100） 

 演讲者：  米  红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 教授 

10:40 – 11:10 演讲题目：基于效率视角的社保积累问题 

 演讲者：  丛树海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11:10 – 11:40 演讲题目：反贫困 70年：阶段、特征、治理创新 

 演讲者：  童  星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 南京大学教授 

11:40 – 12:10 演讲题目：关于社会保障的几个常识 

 演讲者：  郑功成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2:10 – 13:00 午餐 

 地点：新园餐厅一楼（武川路食堂） 

  

11 月 23 日（星期六）下午 

分论坛会议 1-1 

 

主题：健康与医疗（一） 

地点：凤凰楼 202 会议室 

主持人：施祖辉                《财经研究》编辑部编审 

13:30 – 14:00 

老龄化背景下年龄对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分析 

李乐乐，杜天天                 清华大学 医院管理研究院 

（评论人：邢怡青） 

14:00 – 14:30 

协同抑或挤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与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 

邢怡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王婉莺） 

14:30 – 15:00 
Debt, Financial Di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王婉莺                          南开大学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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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杨思宇） 

15:00 – 15:30 

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

分析 

李羿枝，杨思宇，郑逸芳，许佳贤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杜天天） 

分论坛会议 1-2 

 

主题：退休与养老保障（一） 

地点：凤凰楼 302 会议室 

主持人：刘莹                 《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审 

13:30 – 14:00 

退休老年人的再就业与隔代照料——基于时间分配理论下的实证研究 

黄文杰，吕康银，赵子龙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王文鹏）  

14:00 – 14:30 

预期寿命、养老保险制度与老年劳动供给 

王文鹏，汪伟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李冉）  

14:30 – 15:00 

养老保障对退休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 

程杰，李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人口与劳动经济系 

（评论人：张书博）  

15:00 – 15:30 

数量干预 VS 价格干预：退休策略与社会福利 

张熠，张书博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黄文杰） 

分论坛会议 1-3 

  

主题：社会保障与企业  

地点：凤凰楼 303 会议室  

主持人：张熠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13:30 – 14:00 

企业养老保险最优缴费率估计：基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上官熠文，于新亮，于文广       山东财经大学 保险学院 

（评论人：佘楷文）  

14:00 – 14:30 
社保降费对企业的影响——基于浙江省社保降费的实践 

赵绍阳，佘楷文，周博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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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庞兆丰）  

14:30 – 15:00 

上市公司社会保险支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庞兆丰                         西北政法大学 

（评论人：周博）  

15:00 – 15:30 

社保政策缴费率与企业实际参保状况 

赵绍阳，周博，佘楷文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评论人：上官熠文） 

分论坛会议 1-4 

  

主题：养老服务（一） 

地点：凤凰楼 304 会议室  

主持人：余央央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13:30 – 14:00 

“收放何度？”：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的生成逻辑及实现路径——一项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研究 

吴玉洁                      香港教育大学 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 

（评论人：王金） 

14:00 – 14:30 

养老服务业 PPP 发展模式规范化趋向及路径优化研究 

徐宏，王金，牛文昕          山东财经大学 

（评论人：孟佳） 

14:30 – 15:00 

养老机构服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省养老机构星级评定

数据 

孟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评论人：牛文昕） 

15:00 – 15:30 

大数据时代养老服务的挑战与创新发展 

牛文昕，王金                山东财经大学 

（评论人：吴玉洁） 

分论坛会议 1-5 

  

主题：社会保障管理（一）  

地点：凤凰楼 502 会议室  

主持人：刘玉飞            上海商学院商务经济学院 讲师 

13:30 – 14:00 人口结构对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实施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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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玥                       中央财经大学 

（评论人：朱震宇）  

14:00 – 14:30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财务运行与地区再分配 

朱震宇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 

（评论人：储怡安）  

14:30 – 15:00 

中央调剂制度运行机制及最优调剂比例——基于二次调剂算法 

储怡安                     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评论人：郭冰清）  

15:00 – 15:30 

政策失真与基金流失：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的骗保事件诱导因素研究 

郭冰清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辛玥） 

分论坛会议 1-6 

  

主题：社会保障与家庭（一） 

地点：凤凰楼 602 会议室  

主持人：唐珏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讲师 

13:30 – 14:00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潘妩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古瑶） 

14:00 – 14:30 

中国孝道责任感的变动及对养老保障政策的影响——基于 CSFD 数据库

13 年间的追踪研究 

古瑶，万国威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评论人：樊增增）  

14:30 – 15:00 

中国城乡双困老人的养老现状与长期照护供求 

樊增增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刘佩）  

15:00 – 15:30 

新农保对代际转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刘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保险学院 

（评论人：潘妩） 

会场休息时间（15:30 –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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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会议 2-1 

  

主题：医保制度改革 

地点：凤凰楼 202 会议室 

主持人：田柳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  

15:45– 16:15 

医保支付改革保障了城市高品质生活吗？——重庆单病种支付制度改革

的反思 

蒋少孺，张莉莉，李孜         重庆工商大学 

（评论人：石龙）  

16:15 – 16:45 

我国 DRGs 付费方式改革政策的缺陷及路径优化——基于先行试点地区

政策文本的观察 

石龙，廖藏宜                 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陈晨）  

16:45 – 17:15 

按病种定额付费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基于某地级市住院患者的实证研

究 

陈晨，臧文斌，赵绍阳         西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耿蕊）  

17:15 – 17:45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分析 

耿蕊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评论人：蒋少孺）  

分论坛会议 2-2 

  

主题：社会保障与家庭（二） 

地点：凤凰楼 302 会议室 

主持人：郭长林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15:45– 16:15 

城镇养老保险与老年人现实居住安排——基于 2013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

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刘佳纯                         暨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沈小源）  

16:15 – 16:45 

养老制度并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蔡伟贤，沈小源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评论人：姚健）  

16:45 – 17:15 制度替代还是制度补充：社会保障对青年人养老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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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健                          河北大学 人口研究所 

（评论人：赵依兰）  

17:15 – 17:45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否改善中老年人主观福祉——基于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赵一凡，周金娥，赵依兰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 

（评论人：刘佳纯）  

分论坛会议 2-3 

  

主题：不平等与反贫困  

地点：凤凰楼 303 会议室 

主持人：张熠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15:45– 16:15 

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农村困难家庭

2014—2016 年的面板数据 

王强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 

（评论人：段芳菲） 

16:15 – 16:45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基于 CFPS 数据 

段芳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左孝凡） 

16:45 – 17:15 

贫困脆弱性视阈下农地流转减贫效应研究 

左孝凡，陆继霞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评论人：谢昌凡） 

17:15 – 17:45 

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多维减贫效应及机制研究——基于家庭消费结构的

中介效应分析 

谢昌凡，杨思宇，杨龙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王强） 

分论坛会议 2-4 

  

主题：农村社会保障 

地点：凤凰楼 304 会议室 

主持人：余央央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15:45– 16:15 
家庭照护对农村劳动率的双重影响：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李杰，黄春杰                 青岛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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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黎林涛）  

16:15 – 16:45 

农村居民养老责任认知的代际差异研究——基于 CGSS2015 数据库的分

析 

张云英，黎林涛              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评论人：陈谢婷）  

16:45 – 17:15 

新农保对农村家庭养老代际经济支持影响研究——基于 CHARLS 的实证

分析 

路锦非，陈谢婷             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郝艳杰）  

17:15 – 17:45 

政府培训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了吗？ 

郝艳杰，王广慧              吉林大学 商学院 

（评论人：黄春杰）  

分论坛会议 2-5 

  

主题：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 

地点：凤凰楼 502 会议室 

主持人：刘玉飞             上海商学院商务经济学院 讲师 

15:45– 16:15 

我国病假津贴制度：变迁、困境与发展 

庞渤，郭磊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 

（评论人：程璆）  

16:15 – 16:45 

福利污名对瞄准偏差感知的影响研究 

程璆                       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评论人：王晟昱）  

16:45 – 17:15 

非营利组织参与医疗救助模式研究——基于 114 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QCA） 

王晟昱                     天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 

（评论人：雷妮妮）  

17:15 – 17:45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福祉效应——基于农村困难家庭数据的实

证分析 

雷妮妮，郭瑜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 

（评论人：庞渤）  

分论坛会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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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劳动与住房保障 

地点：凤凰楼 602 会议室 

主持人：唐珏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讲师 

15:45– 16:15 

房价上涨能拉动工资上涨吗？ 

李湉湉，周玉雯，林相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评论人：陶旭辉）  

16:15 – 16:45 

迁回意愿、储蓄行为与劳动供给 

陶旭辉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肖淦） 

16:45 – 17:15 

农民工租房选择与社会融合 

罗蓉，肖淦，湛泳            湘潭大学 商学院 

（评论人：温忠平）  

17:15 – 17:45 

自有住房、定居意愿与农民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孟凡强，温忠平，林浩        广东财经大学 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评论人：李湉湉）  

晚餐（17:45 – 19:00） 

   

   

11 月 24 日（星期日）上午 

分论坛会议 3-1 

 
主题：健康与医疗（二） 

地点：凤凰楼 202 会议室 

 主持人：杨新铭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主任 

8:20 – 8:45 

老年照料与老年健康：基于配偶照料者健康的视角 

艾静怡，封进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 

（评论人：沈思远） 

8:45 – 9:10 

风险规避一定会促进医疗保险购买吗？——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 

沈思远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刘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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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 9:35 

医疗保险城乡差异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基于 CLHLS 的生存分析 

刘禹江                        南京师范大学 金陵女子学院 

（评论人：徐乐） 

9:35 – 10:00 

久病床前是否无孝子？——老年健康与家庭照料 

汪伟，徐乐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艾静怡） 

分论坛会议 3-2 

 

主题：老龄化与生育决策 

地点：凤凰楼 303 会议室 

主持人：王燕梅               《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主任    

8:20 – 8:45 

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创业决策 

汪伟，咸金坤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韩宇博） 

8:45 – 9:10 

女性工资收入水平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韩宇博                   南京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张少辉） 

9:10 – 9:35 

人口老龄化、技能偏向技术进步与收入不平等：理论与实证检验 

张少辉，汪伟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王兆鑫） 

9:35 – 10:00 

“台前幕后”：农村家庭儿童抚育进程中祖辈的职能分工和代际关系 

王兆鑫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评论人：咸金坤） 

分论坛会议 3-3 

  

主题：退休与养老保障（二） 

地点：凤凰楼 304 会议室 

主持人： 宗庆庆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讲师 

8:20 – 8:45 

全面二孩政策、延迟退休与职工医保最优缴费率 

张鹏飞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 

（评论人：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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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 – 9:10 

延迟退休政策对青年劳动力的就业效应影响分析——基于 VAR 模型的不

同学历劳动力的动态对比研究 

刘玉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 

（评论人：袁嘉琳） 

9:10 – 9:35 

延迟退休对养老保险代内收入再分配的影响研究——基于生存不确定性

的内部收益率分析 

袁嘉琳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 

（评论人：祝雄美子） 

9:35 – 10:00 

城市居民“以房养老”的参与意愿和发展路径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祝雄美子                     华东师范大学 

（评论人：张鹏飞） 

分论坛会议 3-4 

  

主题：收入分配与公平 

地点：凤凰楼 502 会议室 

主持人： 覃毅            《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编审                    

8:20 – 8:45 

收入差距结构与幸福感：是否存在“示范效应”？ 

倪蓉，詹鹏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倪修凤） 

8:45 – 9:10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时空变迁分析——基于 2014-2017年数据

的实证分析 

倪修凤，钱力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评论人：赵琦） 

9:10 – 9:35 

高等教育、户籍迁移与城市融入 

赵琦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靳文惠） 

9:35 – 10:00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与收入不平等——以基础养老金收入关联机制为视

角 

汪伟，靳文惠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倪蓉） 

分论坛会议 3-5 

  主题：社会保障管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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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创业中心会议室 

主持人：李华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8:20 – 8:45 

经济周期视角下企业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逃费问题分析 

郭磊，周文宇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郑阳雨璐）  

8:45 – 9:10 

记账利率、实际收益率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基金缺口 

张翔，郑阳雨璐，杨一心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张雪）  

9:10 – 9:35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替代率与公平性研究——基于“中人”和“新人”

终身替代率的测算 

张雪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评论人：孙小宁）  

9:35 – 10:00 

“十四五”期间上海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探讨 

孙小宁                     上海社会科学院 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 

（评论人：周文宇） 

会场休息时间（10:00 – 10:10） 

分论坛会议 4-1 

  

主题：健康与医疗(三) 

地点：凤凰楼 202 会议室 

主持人： 田柳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 

10:10 – 10:35 

医学教育亲属的健康溢出效应 

沈栩航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马晨） 

10:35 – 11:00 

户籍、地区和城市与老年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健康服务 

马晨                                南京师范大学 

（评论人：Qiang Xie） 

11:00 – 11:25 

Trade for Better Health: The Effe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Health of 

Workers 

Jin Feng，Qiang Xie，Xiaohan Zhang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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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高鹏） 

11:25 – 11:50 

家庭医生制度的现状、价值迷思与本位回归：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高鹏，杨翠迎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沈栩航） 

分论坛会议 4-2 

  

主题：养老服务（二） 

地点：凤凰楼 303 会议室 

主持人： 唐珏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讲师 

10:10 – 10:35 

中国长三角区域智慧养老政策比较研究——基于政策主体-目标-工具三

维度的分析框架 

黄剑锋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评论人：刘玲） 

10:35 – 11:00 

我国 LTC 质量评估研究——基于东中西部 6 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刘玲                     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孙中言） 

11:00 – 11:25 

多元筹资方式下长期护理均衡机制研究 

张小凤，孙中言           南京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刘玉萍） 

11:25 – 11:50 

我国构建长期护理保险的经验总结和制度设计 

刘玉萍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黄剑锋） 

分论坛会议 4-3 

  

主题：社会保障与微观决策 

地点：凤凰楼 304 会议室 

主持人： 宗庆庆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讲师 

10:10 – 10:35 

健康状态、收入水平与逆向选择——来自新农合的经验证据 

程煜，刘玉萍，杨翠迎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郑子媛）  

10:35 – 11:00 
城市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 CFPS 微观数据的实证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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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子媛，温兴祥             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评论人：沈劭茗） 

11:00 – 11:25 

载舟还是覆舟？社会保障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检验 

郭磊，沈劭茗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高麟） 

11:25 – 11:50 

基于 SEM 的网约送餐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杭州

市为例 

高麟                       浙江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程煜） 

分论坛会议 4-4 

  

主题：家庭照料与就业 

地点：凤凰楼 502 会议室 

主持人：郭长林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10:10 – 10:35 

家庭照料需求与我国城镇中老年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行为研究 

白金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刘蓝惠） 

10:35 – 11:00 

儿童照料导致了城镇已婚女性的职业中断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CFPS）的实证分析 

刘蓝惠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谢可心） 

11:00 – 11:25 

老年照料对成年子女工作参与的影响——基于 CFPS2016 数据的分析 

谢可心                     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 

（评论人：李诗璇） 

11:25 – 11:50 

就业性质、一孩性别与二胎意愿 

李诗璇，许佳贤，郑逸芳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评论人：白金） 

分论坛会议 4-5 

  

主题：社会福利与慈善捐赠 

地点：创业中心会议室 

主持人： 李华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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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 10:35 

家庭禀赋、邻里效应与捐赠动机——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

证据 

武翰涛                        南京邮电大学 管理学院 

（评论人：苏晖） 

10:35 – 11:00 

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吗？——论兼顾福利性和可持续性的基本养老保险阶

梯领取制度 

廖朴，苏晖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精算研究院 

（评论人：王锴） 

11:00 – 11:25 

公平正义的实践及其困境——皮埃尔·罗桑瓦隆社会福利思想解析 

王锴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评论人：严宇珺） 

11:25 – 11:50 

城乡并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实证研究——基于 CRITIC-熵权法客观

赋权的动态组合测算 

严运楼，严宇珺，章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评论人：武翰涛） 

11 月 24 日    11:50 – 12:10 

  

活动：优秀论文颁奖与总结 

地点： 凤凰楼 304 报告厅 

主持人：张  熠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颁奖嘉宾：杨翠迎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汪  伟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系主任  教授 

 

午餐（12:10 –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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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一、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19 年 11 月 23 日—24 日（周六全天、周日上午） 

会议地点：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地址：上海市武川路 111 号上海财经大学凤凰楼 

二、会议报到安排 

1. 报到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19年11月22日（周五）13:00~20:00 

报到地点：上海虹杨宾馆（上海市杨浦区吉浦路300号，近仁德路） 

2. 上海市参会者、错过报到时间参会者，请务必在 11 月 23 日 8:20 之前到

上海财经大学武川路校区凤凰楼 302 报告厅门口的签到处报到； 

3. 报到时请在签到处签字，并领取会议资料（会议手册、论文摘要集、笔、

代表证、餐券等）。 

三、会议就餐安排 

为保证本届论坛会议的正常秩序，参会人员用餐安排如下： 

11 月 22 日晚餐：17:00 到 18:00       新园餐厅一楼 

11 月 23 日午餐：12:10 到 13:00       工作餐（新园餐厅一楼） 

11 月 23 日晚餐：17:45 到 19:00       晚餐（申梦大酒店） 

11 月 24 日午餐：12:10 到 13:10       午餐（申梦大酒店） 

四、温馨提示 

1. 分会场每位代表的论文报告时长 20~25 分钟，请各位代表注意把握时间； 

2. 会议期间请参会人员佩戴代表证； 

3. 会议期间请关闭手机或将手机调至振动状态，保持良好的会场秩序； 

4. 酒店退房时间最迟为中午 12:00，请各位代表注意时间安排； 

5. 如有其它疑问，请联系会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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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校园平面图 

 

酒店位置 

上海财大豪生大酒店/虹杨宾馆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 188 号                 电话：021-55579999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吉浦路 300号，近仁德路        电话：021-65442557 

吉
浦
路 

吉
浦
路 

上海财大凤凰楼（会议地点） 

申梦大酒店（用餐地点） 

新园餐厅（用餐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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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引 

 起点 如何前往 豪生大酒店 如何前往 虹杨宾馆 

机

场 

上海

虹桥

机场 

公共交通：乘坐地铁 2 号线（广兰路方向），

到中山公园换乘 3 号线（江杨北路方向），江

湾镇站下车，从 4 号出口出站后进入仁德路逸

仙路，步行约 0.9km 进入武东路吉浦路； 

出租车：约 100 元（23 点之后约 130 元）。 

公共交通：乘坐地铁 2 号线（广兰路方向），

到中山公园换乘 3 号线（江杨北路方向），江

湾镇站下车，从 4 号出口出站后进入仁德路逸

仙路，步行约 0.8km 进入吉浦路仁德路； 

出租车：约 100 元（23 点之后约 130 元）。 

上海

浦东

国际

机场 

公共交通：坐机场四线到邯郸路运光路下车，

步行 480 米至大柏树（逸仙路）站，换乘 502

路公交车到吉浦路仁德路站，下车后往南步行

100m 即到达； 

出租车：约 195 元（23 点之后约 240 元）。 

公共交通：乘坐机场四线到邯郸路运光路下车，

步行 480 米至大柏树（逸仙路）站，换乘 502

路公交车到吉浦路仁德路站下车后即到达； 

出租车：约 195 元（23 点之后约 240 元）。 

火

车

站 

上海

火车

站 

公共交通：从西北出口出站后，乘坐 3 号线（江

杨北路方向），江湾镇站下车，从 4 号出口出

站后进入仁德路逸仙路，步行约 0.9km 进入武

东路吉浦路； 

公共交通：从西北出口出站后，乘坐 3 号线（江

杨北路方向），江湾镇站下车，从 4 号出口出

站后进入仁德路逸仙路，步行约 0.8km 进入吉

浦路仁德路； 

豪生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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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约 35 元（23 点之后约 50 元）。请从

东南出口或者西南出口出站打车。 

出租车：约 35 元（23 点之后约 50 元）。请从

东南出口或者西南出口出站打车。 

上海

南站 

公共交通：从东南出口出站后，乘坐 3 号线（江

杨北路方向），江湾镇站下车，从 4 号出口出

站后进入仁德路逸仙路，步行约 0.9km 进入武

东路吉浦路； 

出租车：约 80 元（23 点之后约 110 元），建

议从北广场上车。 

公共交通：从东南出口出站后，乘坐 3 号线（江

杨北路方向），江湾镇站下车，从 4 号出口出

站后进入仁德路逸仙路，步行约 0.8km 进入吉

浦路仁德路； 

出租车：约 80 元（23 点之后约 110 元），建议

从北广场上车。 

虹桥

火车

站 

公共交通：乘坐地铁 2 号线（广兰路方向），

到中山公园换乘 3 号线（江杨北路方向），江

湾镇站下车，从 4 号出口出站后进入仁德路逸

仙路，步行约 0.9km 进入武东路吉浦路； 

出租车：约 95 元（23 点之后约 120 元）。 

公共交通：乘坐地铁 2 号线（广兰路方向），

到中山公园换乘 3 号线（江杨北路方向），江

湾镇站下车，从 4 号出口出站后进入仁德路逸

仙路，步行约 0.8km 进入吉浦路仁德路； 

出租车：约 95 元（23 点之后约 1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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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名单 

参会者 单 位 联系邮箱 

郑功成 中国人民大学  

左学金 上海社科院  

丛树海 上海财经大学  

姚玲珍 上海财经大学  

郑红亮 《经济研究》副主编  

袁志刚 复旦大学  

童  星 南京大学  

米  红 浙江大学  

王燕梅 《中国工业经济》期刊  

杨新铭 《经济学动态》期刊  

施祖辉 《财经研究》期刊  

刘  莹 《经济研究》期刊  

覃  毅 《中国工业经济》期刊  

方  芳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劲松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郑春荣 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  

杨翠迎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yang.cuiying@mail.shufe.edu.cn 

汪  伟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wangwei2@mail.shufe.edu.cn 

李  华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li.hua@mail.shufe.edu.cn  

张  熠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zhang.yi@mail.shufe.edu.cn 

余央央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yu.yangyang@mail.shufe.edu.cn 

田  柳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liutian@sufe.edu.cn 

唐  珏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郭长林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guo.changlin@mail.shufe.edu.cn 

宗庆庆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zong.qingqing@mail.shufe.edu.cn 

潘  洁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panjie@mail.shufe.edu.cn 

刘玉飞 上海商学院  

潘  妩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panwu233@163.com 

倪修凤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1391617626@qq.com 

王兆鑫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wangzhaoxinxin@163.com 

石  龙 东北财经大学 gxshilong@163.com 

黄文杰 东北师范大学 huangwenjie0331@163.com 

刘  佩 对外经贸大学 liupei19930106@163.com 

谢昌凡 福建农林大学 ulthar@foxmail.com 

杨思宇 福建农林大学 461936386@qq.com 

李诗璇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64497542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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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静怡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19110680015@fudan.edu.cn 

谢  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xieq18@fudan.edu.cn 

温忠平 广东财经大学 2245683197@qq.com 

姚  健 河北大学 cyuyaojian@163.com 

黎林涛 湖南农业大学 licolastower@qq.com 

祝雄美子 华东师范大学 zxmz_live@163.com 

陈谢婷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stephanie1108@foxmail.com 

刘  玲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5862856506@163.com 

郝艳杰 吉林大学商学院 2434341550@qq.com 

刘佳纯 暨南大学 pure1995@foxmail.com 

韩宇博 南京财经大学 790082194@qq.com 

孙中言 南京财经大学 sunnyzyaner@163.com 

郑子媛 南京财经大学 657791810@qq.com 

王  锴 南京大学 zgjsjrwk301@163.com 

张  雪 南京大学 zxer996@163.com 

刘蓝惠 南京农业大学 2018109033@njau.edu.cn 

马  晨 南京师范大学 2230661566@qq.com 

刘禹江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121797013@qq.com 

武翰涛 南京邮电大学 ht_wu@foxmail.com 

古  瑶 南开大学 guyao7669@163.com 

王婉莺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wwyhp@icloud.com 

黄春杰 青岛大学 1501077126@qq.com 

杜天天 清华大学 532948642@qq.com 

沈小源 厦门大学 xyshen@stu.xmu.edu.cn 

上官熠文 山东财经大学 yiwen_shangguan@126.com 

王  金 山东财经大学 2284595160@qq.com 

牛文昕 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8663732986@163.com 

白  金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jinbai1060@163.com 

程  煜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cyft0820@126.com 

高  鹏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gaopeng@163.sufe.edu.cn 

靳文惠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aizaixihe@163.com 

刘玉萍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568662724@qq.com 

倪  蓉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nirong007@foxmail.com 

沈思远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1326506546@qq.com 

王文鹏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wangwenpeng0214@126.com 

咸金坤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xianjk@126.com 

徐  乐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31020164@xtu.edu.cn 

张少辉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zsharvey@163.com 

张书博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zhangshuboshufe@163.com 

陶旭辉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stephanet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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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浩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aaronhhy@sina.cn 

吴春秀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yize79@126.com 

杨嘉豪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869864277@qq.com 

王慕文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wang.adore@163.sufe.edu.cn 

卢美宏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171392447@qq.com 

谢可心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kathykexin@126.com 

严宇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995035417@qq.com 

黄剑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bodong0311@qq.com 

孙小宁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 457149042@qq.com 

佘楷文 四川大学 shekaiwen@stu.scu.edu.cn 

周  博 四川大学 sczhou1225@qq.com 

王晟昱 天津大学 wangshengyu_005@163.com 

沈劭茗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shenshaoming1997@163.com 

周文宇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3764621033@163.com 

储怡安 武汉大学 2287128612@qq.com 

樊增增 武汉大学 1375520756@qq.com 

庞兆丰 西北政法大学 791110900@qq.com 

陈  晨 西南财经大学 chenc931211@163.com 

吴玉洁 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 635627874@qq.com 

肖  淦 湘潭大学 410316169@qq.com 

高  麟 浙江财经大学 1242061357@qq.com 

沈栩航 浙江大学 11822007@zju.edu.cn 

赵  琦 浙江大学 3160102870@zju.edu.cn 

郑阳雨璐 浙江大学 675307200@qq.com 

左孝凡 中国农业大学 zuoxiaofan@vip.qq.com 

耿  蕊 中国人民大学 gengrui_2015@163.com 

郭冰清 中国人民大学 15927394565@163.com 

雷妮妮 中国人民大学 18811385700@163.com 

赵依兰 中国人民大学 893857184@qq.com 

庞  渤 中国人民大学 sgyjzh@163.com 

王  强 中国人民大学 qiangw@ruc.edu.cn 

张鹏飞 中国人民大学 1605882010@qq.com 

朱震宇 中国人民大学 836041340@qq.com 

李  冉 中国社科院大学 ran__li@126.com 

刘  玉 中国政法大学 emmaliuyu@163.com 

段芳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958775120@qq.com 

李湉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631429223@qq.com 

孟  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5585067@qq.com 

邢怡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78500489@qq.com 

程  璆 中山大学 cq987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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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玥 中央财经大学 xyxinyue0808@163.com 

袁嘉琳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 yuan_jlin@163.com 

苏  晖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研究院 suuhuii@163.com 

蒋少孺 重庆工商大学 2018628025@email.ctbu.edu.cn 

  



第九届全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秀研究生学术论坛 

暨 2019年长三角社会保障研究生学术论坛 
 

 30 

 

 

 

 

 

 

 

 

 

 

 

 

 

 

 

 

 

 

 

 

 

 

 

 

 

 



第九届全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秀研究生学术论坛 

暨 2019年长三角社会保障研究生学术论坛 
 

 31 

 

 

 

 

 

 

 

 

 

 

 

 

 

 

 

 

 

 

 

 

 

 

 

 

 

 



第九届全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秀研究生学术论坛 

暨 2019年长三角社会保障研究生学术论坛 
 

 32 

 

 

 

 

 

 

 

 

 

 

 

 

 

 

 

 

 

 

 

 

 

 

 

 

 

 



第九届全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秀研究生学术论坛 

暨 2019年长三角社会保障研究生学术论坛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