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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
公有制与按劳分配院一个创新视角

和

军渊一.5冤

论儒商精神的内涵

刘甲朋渊一.12冤

我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和治理分析

武文超渊一.19冤

武汉台资企业融资困境与对策分析

朱延福袁彭文理渊一.24冤

中国金融业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研究

张世晓渊一.30冤

论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与住房保障的关系

顾书桂渊一.34冤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路径探究
要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要要

罗

拥挤效应尧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

昆袁李道先渊一.41冤
王 俊渊一.46冤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尧机遇与路径选择
要一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视角
要要

王仕军渊二.5冤

叶资本论曳中的补偿经济思想

张

峰渊二.9冤

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竞争力实证分析
要基于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竞争力的比较
要要

许传华袁汪星星渊二.14冤

低碳经济背景下湖北省碳金融发展探析

童 藤渊二.19冤

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竞争度的影响
要基于 Panzar-Rosse 模型的实证研究
要要

周

立袁王

涛袁赵 玮渊二.24冤

李

博袁张全红渊二.32冤

新农村建设的综合评价与区域比较分析
要基于湖北省县域数据的实证研究
要要

新就业职工居住现状与住房保障政策优化思路
要基于武汉市新就业职工的调查研究
要要

赵 伟渊二.40冤

美国制造业重振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张

强渊二.48冤

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效率研究
要基于 DEA 模型的实证分析
要要

王珍义袁伍少红袁肖 皓渊二.54冤

权力产权的性质

杨宏力渊三.5冤

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
要基于赶超情结和权力结构的分析
要要

唐志军袁谌 莹渊三.11冤

贫富差距过大尧无害需求不足与当前世界经济危机

阳晓伟渊三.16冤

增加居民收入的主观能动性思考

汪 潜渊三.23冤

中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与利率市场化院基于美国的经验

巴曙松袁牛播坤渊三.29冤

微型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际比较

吕勇斌袁杜 臣渊三.35冤

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发展的制度约束与制度设计

王鸾凤袁朱小梅渊三.42冤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影响

张

俊袁付波航袁王艳芳渊三.47冤

外商直接投资尧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
要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
要要

王

要基于沿江 11 省市的数据分析
要要

孙智君袁于洪丽渊三.61冤

鹤袁朱金生渊三.54冤

长江经济带能源效率尧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
简论技术创新扩散的两种演化机制及其关系
基于野两型社会冶建设的资源环境体制创新研究

杨勇华渊四.5冤
刘晓玲渊四.9冤

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野争冶与野合冶

李小兰渊四.14冤

非期望效用理论研究述评

王秀明渊四.1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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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背景下我国房地产金融创新的理论逻辑及影响
强制分红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

周

文渊四.25冤

张远凤袁司

茜渊四.31冤

徐慧玲袁周

易渊四.37冤

程

垒渊四.45冤

碳信用货币化分析
要以零碳信用置换平台为例
要要

城镇化背景下中国金融监管政策选择
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互动及启示

秦其文渊五.5冤

生态非正式制度院理论尧历史尧路径

赵茂林袁都

梅渊五.10冤

商业银行契合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策略研究

陆岷峰袁陆

顺渊五.16冤

银行艺术品质押贷款业务风险探析

姚小波渊五.24冤

我国强制分红制度实施效果分析
要一个法经济学视角
要要

基于六普数据的湖北省流动人口特征分析

于

楠渊五.31冤

李波平袁李正宏渊五.40冤

新农村规划应该坚持五大原则并妥善处理七大问题
要基于湖北省鄂州尧咸宁尧荆门尧黄冈四市的调研
要要

碳泄漏院理论与政策综述

黄

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院一个文献综述
湖北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对策研究

璨袁周元武渊五.45冤

刘亚飞袁孙永平渊五.50冤
何小伟渊五.57冤
吴少新袁王国红渊六.5冤

以制度创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野麦克米伦缺口冶
要基于韩国中小企业银行的研究
要要

摆脱野美元陷阱冶路径论析

阙方平渊六.12冤
邓献辉袁胡

美国小企业融资体系对中国科技金融的借鉴
野资源诅咒冶悖论之辩

玲渊六.19冤

李士华渊六.28冤
孙永平袁方

晋渊六.33冤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要基于文献综述的比较研究
要要

余官胜渊六.40冤

凯恩斯论投资与投机的区别
要兼评我国投资学教材中相关问题
要要
如何衡量市场中的知情交易院理论与文献综述

张振乾渊六.47冤
尹

康袁程志芬渊六.53冤

专栏
新农村发展研究
湖北省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研究

廖长林袁熊

桉渊一.53冤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内涵尧条件及组织形式
要基于日本的经验
要要

胡爱华渊一.59冤

长江经济带研究
长江流域地区发展规划的演变与趋势

吴传清袁陆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探析

璇袁董

旭渊四.53冤

路洪卫渊四.59冤

基于 3D 框架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研究

白永亮袁党彦龙渊四.66冤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定位和路径选择

方大春袁孙明月渊五.63冤

安庆市参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研究

储

环袁向华丽渊五.68冤

管理学研究
我国税收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作用探讨
要以税种为切入点
要要

环境规制经济效应及政策设计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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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桂兰渊一.64冤
张建斌渊一.7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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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的空间外溢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要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要要

绩效管理的变革与创新研究

王宝顺袁刘冰熙渊一.77冤
吴绍棠袁龙

我国保险业发展困境与新型保险人才培养
基于财政分权的地方住房保障财政供给能力实证研究

郑

玎袁夏

天渊一.83冤

军袁朱甜甜渊一.89冤

欧阳华生袁江克忠袁贾春梅渊二.59冤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政府行为探析
要基于利益博弈分析
要要

高

璇渊二.66冤

自然资源的环境价值评估研究综述

邹晓涓渊二.72冤

中国地方政府野四位一体冶食品安全管制体系的构建

袁文艺渊二.77冤

中国企业增长的路径选择院自源尧借力还是并购

杨竹清渊二.82冤

试论审计政策与审计决策的相关性

夏

国企领导人制度野去行政化冶的市场逻辑与改革路径

黄再胜渊二.91冤

明渊二.86冤

习惯形成尧信息鸿沟与异质福利
要基于中国地区层面居民信息消费数据的数值模拟分析
要要

丁志帆渊三.68冤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福利测度实证研究述评
典型国家渊地区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变革

钟晓华袁赵小燕渊三.75冤
刘

生袁赵东威袁刘恩权渊三.79冤

武汉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

殷

俊袁陈天红渊三.88冤

金融业改征增值税院来自法国的经验与启示

魏

涛袁蔡红英渊三.93冤

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院国内研究现状及展望

王

琼袁胡

静渊四.73冤

龚

旻渊四.81冤

财政风险的再界定及其成因分析院基于理性方法的视角
中层管理者职业高原的诱因与干预策略

陶厚永袁郭茜茜渊四.89冤

论经济不平等及其矫正
我国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研究

谢治菊渊五.74冤
饶云清袁张海波渊五.80冤

基于地方政府行为效用的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现象解析
中国房地产市场供给对房价影响时滞的路径分析

王
杨

征渊五.85冤

易袁周雯雯渊五.90冤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网络媒体社会责任实现机制研究

乔占军渊五.96冤

控股股东所有权结构尧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决定的掏空效应

黄再胜渊六.60冤

独立董事的声誉资本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

申

云渊六.68冤

我国社会治理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要以网格化管理为视角
要要

潘德勇渊六.76冤

政府规模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述评

李银秀渊六.84冤

哲学和伦理学研究
试论黄宗羲的乡俗治理思想
要以黄宗羲对命运观与葬地制的批评为例
要要

黄敦兵渊二.96冤

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野新唯物主义冶哲学认识论的启示

潘峻岭渊二.102冤

沃尔泽的复合平等之梦与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

张

晒渊三.99冤

自由主义民主的解蔽与超越
要基于艾伦窑梅克森斯窑伍德对麦克弗森的批判
要要

冯旺舟袁操文专渊三.105冤

劳动院马克思正义思想的逻辑主线

赵云伟渊三.111冤

穿越野符号化冶生活幻象的路径
要鲍德里亚思想道路特点的一个考察
要要

李

齐袁张三元渊四.95冤

人道主义视域下人之生存困境的新思考

李

璀渊五.101冤

在功利与反功利之间

龙

倩渊五.106冤

野美丽中国冶视域下生态人培育野场域冶模式的构建

陈小燕渊五.111冤

个体思想道德养成的内在机理探微

张

鲲渊六.9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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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与民众幸福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

丁春华渊六.97冤

从野优先论冶到野兼顾论冶院新时期公平与效率观的转向与困境

周岑银渊一.96冤

亚当窑斯密的市场道德秩序论

张 鲲渊一.01冤

政治学研究
毛泽东党风观的内在逻辑与当代价值

文

斌渊一.106冤

文革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训

肖述剑渊一.111冤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问题的思考

荣开明渊二.109冤

马克思尧恩格斯的新社会因素思想解析

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研究的综观与前瞻

琳渊三.118冤

柳新元袁赵竹茵渊三.123冤

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悖论
要以中外历史上的改革为例
要要

三风建设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的重要路径

梁木生渊四.103冤
冯

茜袁张

超渊四.110冤

冯旺舟袁华

倩渊六.103冤

闫

帅渊六.109冤

李昌超袁陈

磊渊一.116冤

崔

凯渊一.123冤

从阶级意识到阶级经历
要兼析艾伦窑梅克森斯窑伍德对汤普森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解读
要要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述评
法学研究
论我国临时仲裁制度之建构

博弈视野中的公诉裁量权研究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法律问题探讨

向叶生袁宋才发渊二.117冤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袁建伟渊二.124冤

管子学派立法理论探析

张

功渊四.116冤

我国合议庭机制的运行困局及破解之策
要以基层法院民事案件审判为研究样本
要要

环境法与刑法竞合的解决路径

石东洋袁刘新秀渊四.122冤
魏汉涛袁邓有静渊五.116冤

证据失权的司法生态之省察

徐德臣渊五.122冤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法律探讨

向叶生渊六.116冤

论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法律限度

王国飞渊六.122冤

书 评
国内金融集聚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创新之作
要评张世晓的叶区域金融集聚演化机制实证研究曳
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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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冰渊一.127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