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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蔡红英教授研究成果被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采用

2017年 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委托我中心蔡红英教授开展

烟叶税立法专题研究，并签订合同。蔡红英教授按时完成课题，其研究成果被全

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采纳，并作参阅件发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预工委，加

送法律委、法工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发展办、国家烟草专卖局。

中心 2项课题获 2017年湖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
近日，湖北省科技厅公布 2017年湖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名单。

其中，我中心林颖主任主持的《湖北深入推进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落实

的对策研究》、魏涛副教授主持的《企业自主创新普惠性财税政策联动改革研究》

获湖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立项。

中心林颖主任为黄梅县地方税务局

干部综合能力提升班授课

2017 年 9月 3日，由湖北经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承办的“2017 年黄梅县地

方税务局领导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湖北经济学院隆重开班。

中心林颖主任应邀为培训班干部进行“个人所得税专题”讲解。林主任从个人

所得税现状、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近年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举措以及个人所得税

征管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措施等方面，对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与征管问题进

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梳理和深入解读。林主任的讲课，获得了税务干部的一直好评。

广大学员一直认为通过本次培训，不仅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有了系统全面的把

握，对未来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对加强个人所得税税收

征管、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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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林颖主任、杨雅南获评 2017年度教学荣誉奖
日前，湖北经济学院 2017年度教学荣誉奖评选活动结果揭晓，我中心林颖

主任获校级首届教学名师奖、杨雅南获青年教师优秀教学奖。

该活动旨在表彰在教学方面表现突出、为教育事业作出奉献的优秀教师，营

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增强教师的职业自豪感和使

命感。本年度教学荣誉奖包括校级教学名师奖 5名，青年教师优秀教学奖 5名，

教学奉献奖 2名。

根据《关于开展 2017年度教学荣誉奖评选工作的通知》，经个人申报、学

院推荐、相关职能部门复审、材料公示、校内外专家评审、校教学委员会审议、

学校党委审定，我中心林颖老师、杨雅南老师最终获奖，并在学校庆祝第 33个

教师节暨表彰大会上得到表彰。

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十四
9月 11日,中心 418研讨室，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开展了研讨会。

中心陶东杰研究员报告了题为“Why Are Indian Children So Short?

The role of Birth Order and Son Preference”的论文，该论文由两位印度裔女性经

济学家 Seema Jayachandran 和 Rohini Pande完成，发表于AER，2017年第 9期。

印度儿童的发育不良被称为“南亚之谜”（“South Asian enigma”）。作者指出

儿童发育不良在印度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更甚于其他一些贫困地区例如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使用 168,000名儿童的数据，作者发现印度儿童的身高会随着出生顺

序的递增而急剧下降—负的孩次效应。经过一系列机制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作者

声称，对长子的偏爱是导致负孩次效应的根源。令人吃惊的是：仅出生顺序这一

个变量可以解释超过一半的印度--非洲儿童身高差距。

这篇论文是一篇典型的使用实证研究（positive analysis）分析工具，实证分

析的具体方法包括理论分析（theoretical analysis）和经验分析（empirical analysis）。

这篇论文的理论分析采用的文字描述，使用最直观的经济人的偏好理论阐述了文

章的故事和逻辑。大部分的工作是使用详细的微观数据做经验分析。具体地，采

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多元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巧妙地使用

多种“异质性”回归结果，做实了因果关系，验证了影响机制。



3

中心蔡红英教授出席中国法学会

财税法研究会 2017年年会
应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邀请，我中心蔡红英教授出席了 2017年 9月

16-17日在江西南昌举行的 2017年年会暨第 27届海峡两岸财税法学术研讨会。

会议由江西财经大学承办，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任海泉、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王

乔、台湾税法学会理事长葛克昌、财税法研究会会长刘剑文到会致辞。来自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武汉大

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大学、厦门大学、华东政法大学、

中山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等数十所高校以及财政部等国家机关和实务部门的 300

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第二届理事、常

务理事、副会长、会长。会议就“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治化研究”、“个人所得税

与房地产税立法问题研究”、“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法学教育与财税法课程建设”

三大主题展开了学术探讨。我中心蔡红英教授当选为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

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并作为专家参加了《烟叶税法（草案）》专家讨论会。今年

5月，蔡红英教授受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委托，就烟叶税立法开展专项课题

研究，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的立法活动提供咨询服务。在本次专家

讨论会上，蔡红英教授介绍了该课题研究的背景和研究的成果。

中心吴强副教授为宜都市、秭归县

地方税务局干部综合能力提升班授课

2017 年 9月 25日，中心吴强副教授应邀为湖北经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承办

的“2017年宜都市、秭归县地方税务局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授课。

吴强副教授的讲授主题是“当前税制改革热点解读”。吴教授从介绍美国总统特

朗普的减税方案入手，系统总结了近年来特别是“营改增”等税制改革的现状和成

果，通过国际比际和税收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对当前人们所关注的增值税的进

一步改革、企业所得税税率和税收优惠的改革、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房地产税收改

革等热点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和展望。吴教授的授课，深入浅出，既有理论，又能

结合征管实践，回答了两局学员的热切关注的问题，获得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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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林颖主任应邀为海南国税系统

进行四大行业营改增业务培训

2017年 9月 27-28日，中心主任林颖教授应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邀请赴海口

为海南省国家税务系统约 100余税务干部进行为期两天的业务培训。本次培训的

主要内容为 2016年 5月 1日起的建安行业、房地产行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

营改增新政策解读。林主任从营改增的背景、不同行业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税率

和征收率、一般计税法应纳税额的计算、简易计税法应纳税额的计算、特殊交易

增值税政策以及税收优惠及税收征管等方面对营改增后的行业税收政策进行了

详细系统的讲解。林主任的讲课，受到了海南国税系统税务干部的高度赞誉。广

大学员一直认为通过本次培训，不仅深刻理解了营改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

也全面系统地掌握了营改增后四大行业的增值税政策设计初衷和政策设计详情，

对提高全省税务系统依法治税的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心林颖主任为宜都市、秭归县

地方税务局干部综合能力提升班授课

2017 年 9月 24-30日，由湖北经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承办的“2017年宜都市、

秭归县地方税务局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湖北经济学院隆重开班。

中心林颖主任应邀为两局干部进行“地方税新政专题”讲解。林主任以营改增

为背景，对近两年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

土地使用税等重要税种的政策变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解读。林主任的讲课，

获得了两局税务干部的一直好评。广大学员一直认为通过本次培训，对国家近两

年的地方税新政有了系统全面的把握，对依法治税、精准收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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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林颖主任应邀为鄂州市地方税务局

纳税评估业务班授课

2017年 10月 11日，中心主任林颖教授应邀为湖北鄂州市地方税务局进行

纳税评估业务培训。本次培训的主要内容为企业所得税纳税评估。林主任从纳税

评估内涵及法律定位、纳税评估与税务稽查的关系、纳税评估工作流程、企业所

得税纳税评估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最后运用案例分

析的方法，讲解了纳税评估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广大学员一直认为通过本次培训，

不仅系统掌握了企业所得税纳税评估的理论知识，而且也掌握纳税评估的具体方

法，对提高全市税务系统的纳税评估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心蔡红英、余萍参加

中国税收教育研究会 2017年年会

中国税收教育研究会 2017年年会暨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于 2017年 10月 13

日-15日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会议就税收专业各层次教育方法与改革、税

收理论和前沿、“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税收研究、税制改革热点问题研究等话题开

展了研讨，来自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各财经类高校供 1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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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法知识竞赛结果出炉，

我校 13名学生喜获优胜奖
由中央统战部八局、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宣传中心指

导，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中国注册税务师同心服务团主办的“全国税法知识竞

赛”于 2017年 4月面向全社会正式启动，历时半年终于在 9月底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大赛由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环节组成，设置个人奖、团体奖、组织奖三类

奖项，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 10万余名税法爱好者角逐本次大赛。

在中心主任林颖教授的带队及夏菲、黄中林老师的协助下，我校近 100名学生参

加了本次大赛活动。据 9月 18日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的官网消息显示，我校 13

名学生荣获优胜奖。

本次大赛本着“为国家税收服务，为纳税人服务”的思想，不仅可以向纳税人

普及税收政策可以帮助解答政策难题，使企业充分享受国家税收改革红利。同时

税务师事务所和相关协办单位对获奖选手还优先提供实习场所或录用机会，为大

学生就业创业提供帮助。

中心承办“房地产税改革与地方税建设”高层研讨会
10月 28日，由中国税务学会第一研究部主办，湖北地方税收研究中心、湖

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承办的全国“房地产税改革与地方税建设”

高层研讨会，在湖北经济学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

中国税务学会对此次研讨会高度重视，学会第一副会长丘小雄专程来武汉出

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丘会长指出，我国关于房地产税制改革的研究和探索已历

经 10年，此次会议是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举办的第一个全国性房地产税改革

与地方税建设专题研讨会。开好这次会议，对于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加快房地

产税改革和地方税体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湖北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温兴生、副校长陈向军出席。温书记代表学校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致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今天召

开的“房地产税改革与地方税建设”研讨会，是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学会雷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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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行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的一大举措。湖北

省地方税务局总会计师吴明喜出席会议并讲话，还为会议带来了鄂州市房地产税

试点改革的宝贵经验。

我国著名财政学家、中国税务学会第一研究部总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安体

富教授就此次会议研究的主题，加快改革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税制设计，以及

如何凝聚改革共识等重大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问题，

直奔主题，面对面地谈看法、讲观点，力求取得研讨实效。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

员、湖北经济学院特聘教授许建国，上海财经大学胡怡建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任

强教授发表了主题演讲。

研讨会上，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税

务学会、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

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河北经贸大

学、湖北省地方税务局、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等著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

和实务部门的 5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房地产税和地方税改革的紧迫性，改革

的目标和定位，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技术问题，以及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可能面临的

困难和风险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探讨，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取得了初步共识。

湖北地方税收研究中心林颖主任、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蔡红英

院长，在会议上介绍了他们近年来的地方税改革研究成果，提出了加快房地产税

改革的政策建议，受到与会专家的重视和好评。

中心阮家福、李新教授应邀出席

第十一届中国税收筹划研究会年会

2017年 11月 5号至 7号，应中国税收筹划研究会邀请我中心阮家福、李新

两位教授出席在厦门召开第十一届中国税收筹划研究会年会。与会代表由来自高

校、企业、国税、地税等代表 70余人。阮家福教授就税务法庭建设问题作了演

讲并与代表们展开了充分讨论。李新教授就涉税服务建设问题与代表们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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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林颖主任为山东枣庄地方税务局

干部业务能力提升班授课

2017年 11月 6-10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承办的“2017年山

东枣庄地方税务局干部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隆重开班。

中心主任林颖教授应邀为该局税务干部进行“地方税新政专题”讲解。林主任

以营改增为背景，对近两年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

印花税、土地使用税等重要税种的政策变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解读。林主任

的讲课，获得了广大学员的一直好评。广大学员一直认为通过本次培训，对国家

近两年的地方税新政有了系统全面的把握，对促进依法治税、精准收税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北京大学乔晓春教授受邀来中心讲学

11月 17日下午，著名人口学家、北京大学乔晓春教授来我中心做题为“中

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的讲座，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现状、问题、

后果与出路。我中心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聆听讲座，中心余军华教授主持。

乔晓春教授首先界定了科学的内涵，他指出：“科学是以系统的方法对可观

测、可测量的现象进行研究的学问”。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科学中，研究方法还存

在大量不科学的地方。如果不会方法，就没有科学的思路和思维，今后走上工作

岗位，也只好拍脑袋说话，这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最终也阻碍了社会及社会

科学的发展。我国教育长期重思辨、轻实证方法的培养造成了社会科学离“科学”

越来越远。乔教授通过将中国社会科学在教育与研究方面与美国的情况进行对比

后指出，中国大学生在数学、逻辑推理等自然科学上相对西方学生而言更占优势，

但大学阶段的培养却偏向哲学，缺少研究方法上的系统性训练。

乔教授最后指出，社会科学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方法为手段，让事实说话，

让数据说话，而不是研究者自己说话。我们需要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性

和科学性，如此才能让社会科学变成一门科学，才能不断缩小我国社会科学与世

界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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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林颖、李新、余萍

赴云南财经大学调研税务专业建设工作

2017年 12月 1日上午，中心林颖教授、李新教授、余萍研究员赴云南财经

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调研税务专业建设情况。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

学院财税系主任李葆萍教授、管言庆副教授等参与了座谈会。

此次调研目标主要是了解云南财大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税务专业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教学设置、税务专硕申报的相关经验。李主任为我们详细介

绍了该院税务专业的相关情况，一一解答了我们的问题。通过此次调研，为我中

心税务专业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借鉴。

楚天学者黄智聪教授受邀来中心讲学

2017年 11月 7日至 10 日，湖北经济学院楚天学者讲座教授、台湾政治大

学财政学系黄智聪教授来我中心讲学，黄智聪教授先后作了两场学术讲座。11

月 9日上午，黄教授为我中心研究员和研究生作了主题为“中国大陆地方在中央

之政治权力与中央对地方之转移支付——以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学术讲座，黄教

授介绍了他关于转移支付的最新工作论文，该论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采用

1995-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在中央的政治权力对省市人均财

政转移支付的影响以及中央对各省市转移支付的空间相关性。在互动阶段，中心

张青教授、林颖教授、李新教授等老师就模型设计、解释变量的选取等问题与黄

教授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11月 9日下午，黄智聪教授为全院师生作了主题为“台湾经济的现况与未来”

的学术讲座。黄教授从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方面分析台湾经济现况，结合台湾

正在推行的“一例一休”、年金改革等分析了台湾经济面临的问题，结合即将推行

的创新产业计划、前瞻性基础建设计划等改革对台湾经济进行了展望。

11月 8日和 10日，黄智聪教授还就学术论文发表、合作科研以及境外访学

等问题与我院部分老师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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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办第九届税务精英挑战赛

11月 30日，第九届税务精英挑战赛决赛于湖北经济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二

号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湖北地方税收研究中心和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

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进入决赛的 6支队伍有华中科技大学代表队、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代表队、中南民族大学代表队、湖北财税职业学院代表队、湖北经济学院

代表队共 18名选手。担任评委的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许建国教授、

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兼《税务研究》编辑部向东编辑、湖北省国税局稽查分局

王伟域主任、湖北天隧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肖咏梅总经理、湖北经济学院余萍老

师、湖北财税职业学院的刘彩霞教授、湖北地方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林颖教授。财

管学院党政领导、财税专业全体师生共同参与了本次比赛。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蔡红英教授致欢迎辞。她首先介绍了莅临现场的专

家评委并对到场的各评委和选手表示热烈欢迎。然后表明希望此次活动能让同学

们增进对税法知识的了解。最后预祝此次活动能够圆满成功。比赛由此拉开序幕。

比赛过程中，各位选手积极思考，认真分析，各选手的表现都很精彩。同时

比赛中还设置了三轮观众竞答环节，活跃了现场气氛。评委点评环节中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许教授、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兼《税务研究》编辑部向编

辑、湖北省国税局稽查分局王主任、湖北天隧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肖总经理、湖

北经济学院余老师、湖北财税职业学院的刘教授、湖北地方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林

教授结合选手的答题情况对选手给予了肯定与赞赏，并给出指导与建议。然后湖

北地方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林教授作为本次活动总设计师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对

到场的所有人表示感谢，并表明活动将继续举办下去。最后由黄华书记致颁奖词

并公布比赛结果。最后对获奖选手进行颁奖和合影留念。

税务精英挑战赛使同学们对税法知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高了学生学习税

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为培养出更多税务精英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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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十五
9月 25日,中心 418研讨室，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开展了新学期第十五次研

讨会。

熊 鹰 博 士 报 告 了 题 为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coverage:Consumer

information and preferences”的论文，该论文的通讯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麦克法登，发表于 PNAS1，2006年第 5期。

这篇论文采用反事实的方法来分析，将消费者的不理性决策呈现在读者面

前，呼吁当局重视一个问题：低社会经济状态、低认知能力的信息弱势群体在

Medicare处方药计划参保问题上存在的不理性选择行为。

《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刊，亦是公认的世界四大名刊

（Cell，Nature，Science，PNAS）之一；发表的文献涵盖医学、化学、生物、物

理、大气科学、生态学和社会科学，2014年发布的影响因子为 9.803。

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十六
10月 9日，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在中心 418研讨室开展了论文研讨会。李

成博士解读了一篇题为“Identifying Human-Capital Externalities: Theory with

Applications”的论文，这篇论文由 ANTONIO CICCONE和 GIOVANNI PERI发

表于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6，Vol.73）。

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可以解释很多宏观经济现象，也决定了教育应该得到多大

程度的补贴。无论是对于经济理论、还是经济政策而言，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估计

都非常重要，经济学者也因此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法，以估计人力资本的外部

性(例如 Rauch, 1993; Rudd, 2000; Acemoglu and Angrist, 2001; Conley, Flyer and

Tsiang,2003; Moretti, 2004a,b; Moretti, 2004)。但是，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识别方法

仍然没有取得共识。现有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供给的增加对个体工资的所有影响

均源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标准的Mincerian工资回归方程估计人力资本外部性

的大小是通过分析人力资本总供给对个体工资的影响。从理论上讲，个体工资对

人力资本总供给的反应有可能是因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也有可能是由于向右下

方倾斜的人力资本的需求曲线。因此，Mincerian方法混淆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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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古典供给效应，就算工资等于其边际社会产出，Mincerian方法也有可能估

计出正的人力资本外部性。

ANTONIO CICCONE和 GIOVANNI PERI的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识别

方法以得到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一致估计量，而无论人力资本的需求曲线是否向右

下方倾斜。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在于：在一般的条件下，当保持劳动力技能组合

为常数时，人力资本对平均工资的影响才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参与研讨的人员

就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各种识别方法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十七
10月 23日于中心 418研讨室，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开展了研讨会。

财大徐婷报告了题为“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the Benefits of Schooling”的

论文，该论文由两位印度裔女性经济学家Melvin Stephens Jr和 Dou-Yan Yang

完成，发表于 AER，2014年第 6期。

作者发现，如果只是控制州和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美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和

工资，职位高低，失业情况以及离婚率都有显著的因果关系。然而，当引入区域

和出生年份的交叉固定效应以后，这些影响都变得不显著，甚至有的影响变为反

方向的。这说明区域的不同对结果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虽然本文的作者并未解

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引入区域-年龄的固定效应以后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但

是作者尝试在原有模型中加入教育质量的控制变量，并且发现，控制教育质量以

后，原有模型的系数也变得不显著并且有的符号相反，这个变化的方向和引入区

域-年龄固定效应以后的变化非常相似。所以教育质量在区域的不同，可以一部

分地解释为何引入区域-年龄固定效应以后的结果的变化。

这篇论文是一篇典型的使用实证研究（positive analysis）分析工具，实证分

析的具体方法包括理论分析（theoretical analysis）和经验分析（empirical analysis）。

这篇论文的理论分析采用的文字描述，使用最直观的经济人的偏好理论阐述了文

章的故事和逻辑。具体地，采用了计量经济学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二阶

段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分析。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巧妙地使用了外

生的工具变量，验证了教育对工资等其他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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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十八
11月 7日，于中心 418研讨室，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开展了研讨会。蔡红

英教授汇报了她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央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

任划分研究”的相关研究。大家围绕国家社科申报的经验、教训与心得与蔡红英

教授一起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研讨会上，蔡教授展示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标书，结合标书，阐述了选题的思

路和题目由来、问题的提炼过程和结果、相关研究学术史梳理的思路、本课题研

究内容以及围绕研究问题如何阐述学术价值、创新之处、拟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

题。蔡教授告诉大家，一份七千字的国家社科申报书，需要做到精准、精炼，同

时要逻辑清晰，表达顺畅。如果是探索性地研究一些重要的问题，那么一定要把

同行公认的未解决的问题提炼清楚。如果是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问题，那么一定

要把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参会人员也发表了许多的见解，也分享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大

家一致认同的是，申请书的写作技巧固然非常重要，但学术研究需要的是平日持

续不断的积累和思考，基于一定数量和深度的研究，才能写出真正有水平的申报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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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湖北省教育厅科技处

湖北省地方税务局

湖北省国家税务局

湖北经济学院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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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经济学院相关部门和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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