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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分 EBM2013会议日程 

 

注册 2013年 3月 11日至 12日 

注册时间                         日期                         地点 

14:00-18:00                       3月 11日                     珞珈山宾馆 1楼大厅 

09:00-12:00                       3月 12日                     珞珈山宾馆 1楼大厅 

 

 

2013年 3月 12日，星期二，上午 

 事件 地点：珞珈山宾馆 3楼 377会议室 

 开幕式 时间：09:00-09:10 

 特邀演讲 (1) 时间：09:10-10:10 

演讲人：Dr. Thadavillil Jithendranathan（University of St. 

Thomas, USA） 

主题：Financial Market Contagion 

 

 

2013年 3月 12日，星期二，上午 

时间 事件                                           地点:                               

10:30-11:30     口头报告                                       珞珈山宾馆 3楼 377会议室 

 

 

2013年 3月 12日，星期二，中午 

12:00-13:30     午餐                                           地点：珞珈山宾馆 3楼 

 

 

2013年 3月 12日，星期二，下午 

时间 事件 地点 

14:00-17:40     口头报告                                      珞珈山宾馆 3楼 377会议室 

 

 

2013年 3月 12日，星期二，晚上 

18:00-20:00 晚餐 地点：珞珈山宾馆 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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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部分 特邀演讲 

特邀演讲 1：Financial Market Contagion 

演  讲  人：Professor Thadavillil Jithendranathan,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USA 

 

时      间：2013年 3月 12日，09:10-10:10 

地      点：珞珈山宾馆 3楼 377会议室 

 摘      要： 

Financial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are getting more integrated. In this integrated market system, 

any shock to the system in a single market can quickly move to other markets and thus create 

a contagion.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these shocks are the financial, real, and political 

linkages between the countries. In empirical studies of contagion events, the fundamental 

linkages among economies alone cannot explain the strength of the shock spillovers from one market 

to another. Behavioral finance theories offer an alternate explanation for this anomaly. The 

shock spillovers can be attributed to irrational behavior of investors and herding mentality 

among them. Several ways are available for studying the transmission of shocks. This chapter 

provides a discussion of three such methods: the variance ratio model, the 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model, and the cointegration model. This chapter concludes with a brief overview 

of some recent contagion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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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部分 口头报告 

口头分会 1 

珞珈山宾馆 3楼 377会议室                                     10:30-11:30，3月 12日，星期二 

ID 题目 姓名 单位 

30222 Study on Outspread Divestiture 阴渝生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30379 我们为什么需要新的供应链管理的框架来适应新的动荡多
变的商业环境 

李志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 

30543 The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railway in Jiangsu based 
on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s 

赵云 北京交通大学 

 

 

口头分会 2 

珞珈山宾馆 3楼 377会议室                                     14:00-17:40，3月 12日，星期二 

ID 题目 姓名 单位 

30503 电力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管理模式探析 张勇 国网能源研究院 

30517 信息伦理发展及其困境破解 周岑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0416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Trade Openness 
on Outward FDI 

向姣姣 武汉理工大学 

30492 Urban Rain-flood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for 
Urba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Yichang City 

王一惠 三峡大学 

30357 跨国商业银行薪酬集中管理研究 汪洋 华南理工大学 

30405 

30567 

30359 

30280 

 

 

30550 

 

30412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收列表是否提升台湾经济? 

国外烟叶流通体制比较与启示 

整合再生能源配比管制与市场工具之政策效果比较 

The Study 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ocial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Contingency Theory’s 
Perspective 

The Influence of Allocentrism-Idiocentrism on Abusive 
Supervision: Similarity as a Moderator 

 

The effect of market orientation on the use of relation 
marketing promotion tools and performance 

王启秀 

龚金龙 

高贵现 

刘松柏 

 

 

胡喆华 

 

Lin 
Jiun-Hung 

健行科技大学 

郑州烟草研究院 

华中农业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
浸会大学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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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部分 说明 

 

口头报告 

以下物品由组委会提供： 

 笔记本电脑（带有常用的 Microsoft Office软件） 

 投影仪 

 激光笔 

以下物品由参会作者自带： 

 口头演讲所需的 PPT或 PDF格式的文件 

持续时间说明： 

 口头报告：每篇文章的口头报告时间是 15分钟和问答时间是 5分钟 

 特邀演讲：每位特邀专家特邀演讲的时间是 55分钟和问答时间是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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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 部分 酒店信息 

 

武汉珞珈山宾馆（原易斯特国际酒店）坐落于武汉市美丽的东湖风景区之滨，毗邻人文荟萃的“武汉

大学”珞珈山之旁，置身于喧闹都市山水园林之间。会间休憩，临窗眺望湖光山色，纳河山于胸怀、尽洗

俗世风尘，栖息市之宁静山水间，彰显宾主的人文情怀。 

地    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南路 19号 

酒店主页：http://www.east-hotel.cn 

电    话：(027) 5971 8888 

天河机场：45千米，90分钟路程            武昌火车站：8千米，20分钟路程 

武汉火车站：20千米，40分钟路程          傅家坡长途汽车站：8千米，20分钟路程 

请送我到：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南路 19号武汉珞珈山宾馆（原易斯特国际酒店） 

Please take me to: 

No.19 South Eastlake Road, Wuchang, Wuhan, Hubei, P.R.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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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I 部分 联系方式 

 

EBM2013 组委会联系方式 

大会秘书：Miss.Zhang 

电    话：15629071188 

电子邮件：ebm@scir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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