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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融学会 2017 年研究课题

上海市金融学会 2017年重点课题

本次中标课题共 31个袁分为 4个专题遥 所有课题经专家评审渊11月份冤袁验
收通过后发放课题费遥 具体中标课题如下院

专题一院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

1尧我国金融野脱实向虚冶的表现及整顿建议

承担单位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综合管理部

课题负责人院童士清

2尧基准利率改革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实践院兼论利率操纵的防范

承担单位院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课题负责人院张生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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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尧人民币外汇期权波动率曲面构建研究

承担单位院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金融市场部

课题负责人院汪献华

4尧构建交易所时代票据市场利率走势分析的新框架

承担单位院中国农业银行票据营业部

课题负责人院王红霞

5尧新形势下商业银行货币政策传导制约因素研究

承担单位院上海银行

课题负责人院张吉光

6尧基于国际经验的中国经济深度研究

承担单位院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资产管理部

课题负责人院杨再斌

7尧中国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研究

承担单位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市场管理部

课题负责人院朱永行

8尧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及其影响

承担单位院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

课题负责人院李慧勇

专题二院金融风险与监管

9尧金融风险穿透的形式尧路径与上海银行业监管对策研究

承担单位院上海银监局

课题负责人院韩 沂

10尧银行业监管处罚违法所得问题研究

承担单位院上海银监局

课题负责人院马立新

11尧关于防控金融交叉风险的思考

承担单位院上海证监局

课题负责人院颜旭若

12尧国际保险中心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承担单位院上海保监局

课题负责人院吴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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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尧普惠金融与金融稳定

承担单位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

课题负责人院白当伟

14尧关于借鉴美欧监管经验不断完善我国支付机构监管体系的建议

承担单位院中国银联

课题负责人院刘 源

15尧资本周期运行下监管套利的风险传导机制研究

承担单位院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公司

课题负责人院王 鸿

16尧从自贸区到野一带一路冶人民币资产国际化风险监管

承担单位院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

课题负责人院丁剑平

17尧我国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的现状尧成因和对策分析

承担单位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课题负责人院张志波

专题三院上海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

18尧打造国际投融资中心 加快推进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承担单位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

课题负责人院刘 斌

19尧地方金融国资平台支持科创中心建设的路径研究

承担单位院上海国际集团

课题负责人院傅 帆

20尧商业银行助力科创企业融资模式创新和风险管控研究

承担单位院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课题负责人院孟志芳

21尧金融科技发展及其对证券业的影响研究

承担单位院光大证券

课题负责人院陈 挺

22尧技术创新提升营销员保险服务供给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承担单位院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

课题负责人院钱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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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尧上海科创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的联动及风险防范

承担单位院上海财经大学

课题负责人院陈 云

24尧我国金融科技发展中的监管研究

承担单位院上海大学

课题负责人院桂詠评

专题四院商业银行经营与发展

25尧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发展及经验借鉴

承担单位院上海城市金融学会

课题负责人院张小东

26尧商业银行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承担单位院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课题负责人院李 麟

27尧新常态下商业银行流动性问题研究

承担单位院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课题负责人院崔亦赪

28尧创新金融服务要要要跨境并购融资研究

承担单位院民生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

课题负责人院丁艳梅

29尧商业银行房地产创新业务研究

承担单位院平安银行地产金融事业部

课题负责人院周海标

30尧绿色金融创新支持野一带一路冶建设研究

承担单位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课题负责人院任再萍

31尧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与商业银行发展

承担单位院平安银行东区对公信审中心

课题负责人院吴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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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融学会 2017 年青年课题

经评审袁从 88个申报课题中选出 60个青年课题立项遥 具体中标课题如下院
1尧普惠金融与野去风险冶问题研究

申请人院蒋润东尧冯丝卉袁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

2尧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的影响及监管建议

申请人院王 菁袁上海银监局

3尧商业银行跨境业务发展研究

申请人院张 希袁上海银监局

4尧新形势下证券期货经营机构量化投资现状及监管对策研究

申请人院陈 露袁上海证监局

5尧建筑师执业责任保险制度研究

申请人院高 鹏袁上海保监局

6尧金融科技 FINTECH对保险业的影响及应对

申请人院黄 颖袁上海保监局

7尧银行保险激励机制和改革发展研究

申请人院胡宇晓袁上海保监局

8尧人工智能在保险业的应用与展望

申请人院吴 钰袁上海保监局

9尧金融行业的结构性问题及供给侧改革

申请人院隆青青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10尧银行间债市加杠杆现状暨去杠杆监管政策影响分析

申请人院毛晓庆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11尧区块链技术与供应链金融结合的可行性研究

申请人院刘 源袁中国银联

12尧市场操纵法律规制的比较法研究

申请人院刘沛佩袁上海证券交易所

13尧我国中央对手方法律基础研究要要要合约替代与公开报价的比较

申请人院蔡晓春尧戴新竹袁上海黄金交易所

14尧我国贵金属市场反洗钱管理体系研究

申请人院年四伍袁上海黄金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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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尧中国保险资金投资黄金市场的必要性分析

申请人院孔 军袁上海黄金交易所

16尧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外汇及汇率衍生品集中清算的现状尧机遇及实施

路径探索

申请人院戴汝洁袁上海清算所

17尧CLS结算体系与外汇中央对手清算模式的比较研究

申请人院阮政卿袁上海清算所

18尧我国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市场需求与发展路径探究

申请人院蔡 悦袁上海清算所

19尧科技金融结合的创新与实践

申请人院张宁芳袁上海清算所

20尧欧盟监管改革对中国债券及场外衍生品市场对外开放的影响

申请人院吴 韵袁上海清算所

21尧国际趋同背景下中国场外利率衍生工具会计改革的路径安排

申请人院蒋辰铭尧邱丽婷尧盛紫君袁上海清算所

22尧高频交易是好还是坏钥 要要要兼论高频交易在历次市场波动中的作用

申请人院韩冰洁袁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23尧全球国债期权市场合约设计经验及启示

申请人院于 鑫袁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24尧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法人客户支付结算业务影响的实证研究

申请人院陈智玲袁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25尧私人银行业务框架下的投贷联动模式和战略研究

申请人院汪 恒袁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26尧消费金融发展研究与大数据运用

申请人院张倩云袁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27尧贬值预期尧资本管制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

申请人院程思扬袁工商银行上海浦东分行

28尧野大资管冶时代下银行结构化证券投资业务创新发展研究

申请人院徐瑞祥尧吕 翔袁工商银行上海张江支行

29尧我国房产税全面开征存在的相关问题研究要要要基于世界主要国家经验

借鉴和启示

申请人院牛伟伟袁工商银行上海静安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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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尧供给侧改革下互联网金融借贷的风险与监管

申请人院胡凡馨袁工商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31尧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性差异研究要要要基于 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申请人院王 琳袁工商银行上海世博支行

32尧商业银行多元化收入结构对经营风险的影响要要要基于非息收入视角的

实证研究

申请人院陶晓敏袁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

33尧大数据时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转型策略探讨

申请人院李智程袁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

34尧基于数据挖掘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信用管理优化路径研究

申请人院邵 昶袁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

35尧营改增对商业银行税负和经营行为的影响分析

申请人院胡筱亭袁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

36尧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基于网点转型视角的组织模式研究

申请人院黄礼伟袁农业银行上海浦东分行

37尧同业去杠杆尧金融反脱媒与票据市场供需格局的演变

申请人院曾一村尧付 萱袁农业银行票据营业部

38尧加快渠道转型步伐 打造轻型网点新优势

申请人院邱 博袁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

39尧面对移动支付浪潮要要要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申请人院赵阳袁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

40尧高效尧互利尧共享要要要打通金融生态圈建设野最后一公里冶
申请人院郑 东袁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

41尧上海自贸区人民币债券市场创新模式研究

申请人院梁 缘袁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42尧商业银行投资联动业务探索实践研究

申请人院罗 琳袁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43尧私人银行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创新模式研究

申请人院陈 睿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44尧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支持科创企业创新服务模式研究

申请人院褚 潇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45尧银行机构账户分类管理研究

申请人院江炜岚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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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院简讯

抄 报院中国金融学会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上海市社联

内部发送院上海市金融学会会长尧副会长尧常务理事尧理事

二茵一七年七月

46尧外资同业业务的区域性特点研究

申请人院姜凌云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47尧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结构调整的策略研究

申请人院聂 召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48尧人民币跨境清算体系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

申请人院王鑫磊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49尧信息技术在银行内控管理方法中的应用

申请人院季珺卿尧袁枫袁上海农商银行
50尧大数据与金融创新发展

申请人院李 博袁中国民生银行
51尧金融租赁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研究

申请人院许一览袁长江联合金融租赁
52尧财务公司产融结合服务集团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申请人院董春英袁上海电气集团财务公司
53尧天气指数保险及其证券化金融创新研究

申请人院汪丽萍袁中国太平洋保险渊集团冤
54尧保险公司集团化公司治理架构制度研究

申请人院潘 峰袁中国太平洋保险渊集团冤
55尧车险人伤理赔新模式打造的实践研究

申请人院何 锋袁中国太平洋保险渊集团冤
56尧野太好赔冶服务体系在车险理赔中的应用

申请人院王 姝袁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
57尧寿险公司风险偏好及限额体系在公司经营中的运用

申请人院忻存艳袁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
59尧保险业参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方向和模式研究

申请人院郑 楠尧白 云尧张 博尧鲍 澐袁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
59尧配对交易在市场监管中的应用

申请人院周志中尧李升东袁上海交通大学尧华泰证券
60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联动研究

申请人院秦焕梅袁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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