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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老师、学者、同学：您好！
过去一年里，我国金融市场不仅经历了股市剧烈震荡、央行 10 次降息降准，
同时也迎来了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可谓波澜起伏、气象万千。随着“十三五”
规划的到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朝着新的方向增强，中国的经济运
行、宏观政策以及体制改革方面体现出一系列的新变化。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世
界经济的变化，在国际经济新格局中实现多赢，实现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使重
大改革得以快速实施，金融创新需要进一步发展。同时市场发生的波动加深了对
制度的反省，也会加快变革与完善；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调控框架，如
何将创新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加以协调配合作成为新的挑战。 “深化金融
体制改革”、“提高金融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善金融监管
协调机制”等，成为各界的热点议题。特别是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资本市场
剧烈波动，大宗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风险增加。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
作为资本市场的支撑，经济也面临着新一轮的宏观系统风险的压力与挑战。复杂
金融体系中的金融风险、金融创新及其监管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都赋予
了新的研究内涵，这也为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新
的契机。

真正有效解决金融系统的复杂难题，特别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难题，从
金融系统工程的视角，研究宏观经济与金融、金融复杂性、金融危机与风险传染、
行为金融理论、金融风险控制与监管、计算实验金融与复杂系统、资产定价与金融
创新、公司金融、公司治理与价值管理等，已成为政府、业界和学术界的主流。

为了进一步促进海内外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及时
了解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管理学部、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金融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主办，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资助，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
学院承办的“第十四届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年会”将于 2016 年 8 月 6
日-7 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
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年会自2003年在北京（长沙）首届举办以来，
曾先后在成都、广州、天津、重庆、南京、北京、武汉、贵阳、上海、太原、芜
湖等城市每年举行一次。每届会议均吸引国内外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领域的
专家学者近二百人参加，该会议现已成为国内外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领域影
响较大的国际学术会议之一。 2016年会议的主题为“迎接新常态的金融系统工
程”。会议拟邀请海内外的国际知名学者，以及国内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领
域著名学者及业界人士做大会报告，共同探讨全面深化改革环境下的金融系统工
程、风险管理、金融创新及金融监管中的最新学术成果与创新实践。参照往届会
议的惯例，大会将进行会议论文评选活动，颁发第十四届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
理国际年会优秀论文奖，并向《管理科学学报》、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管理
科学》、
《系统工程学报》等基金委管理学部重要期刊推荐优秀论文发表。优秀英
文 稿 件 将 被 推 荐 发 表 于 Journal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 以及参加Birge Essay Contest on Optimization under
Risk(http://risklab.utoronto.ca/news/becor) ， 发 表 于 Systems Engineering Procedia 、

Quantitative Finance Letters、Management Science and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
Offici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MS)。
欢迎海内外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领域的学者及同仁积极投稿，热忱邀请
您和您的研究团队来哈尔滨工业大学参加此次会议！

一、会议主题
迎接新常态的金融系统工程
二、会议议题及征文范围（但不限于此）
宏观经济与金融计算实验金融

金融危机与金融传染金融稳定与金融监管
金融工程与资产定价公司金融

金融风险管理公司治理与价值管理
行为金融互联网金融
其他金融系统工程前沿研究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促进金融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讨论与交流，提交的论文中
英文均可，但不接收已正式发表的论文。会议将组织专家委员会对投稿论文进行
匿名评选。所提交的论文格式参考《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期刊要求，并在文章
首页注明作者简介、研究领域、基金项目、联系方式。

三、会议时间及地点
1．会议时间：2016 年 8 月 6 -7 日
2．会议地点：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一匡街 2 号哈工
大科学园）
3．报到时间：2016 年 8 月 5 日

四、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金融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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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寿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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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副院长、研究员
李一军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常
务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高自友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
副主任，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张 维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大会主席
韩杰才 教授
熊熊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金融系统工程委员会主任、天津大学管

叶强

教授

理经济学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
学院院长

程序委员会主任
熊熊 教授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金融系统工程委员会主任
叶强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程序委员会副主任
杨晓光
郑振龙
袁先智
惠晓峰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厦门大学
同济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程序委员会委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Prof. Duan Li，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
Prof. KK. Lai，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
陈国进教授，厦门大学
陈荣达教授，浙江财经大学
陈收教授， 湖南大学
陈守东教授，吉林大学
陈伟忠教授，同济大学
陈增敬教授，山东大学
迟国泰教授，大连理工大学
董纪昌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
杜滨教授， 贵州大学
房勇副研究员，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费为银教授，安徽工程大学
葛翔宇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龚朴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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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实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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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副教授，郑州大学
李建平研究员，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李红刚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李平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善民教授，中山大学

李心丹教授，南京大学
李仲飞教授，中山大学
梁进教授， 同济大学
刘维奇教授，山西大学
刘志东教授，中央财经大学
马超群教授，湖南大学
庞素琳教授，暨南大学
饶育蕾教授，中南大学
史永东教授，东北财经大学
宋军教授， 复旦大学
宋学峰教授，南京财经大学
隋聪教授， 东北财经大学
汪冬华教授，华东理工大学
汪寿阳教授，中国科学院
王过京教授，苏州大学
王林教授， 云南财经大学
王珏副研究员，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魏宇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
文凤华教授，中南大学
吴冲锋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熊熊教授， 天津大学
杨华蔚教授，贵州财经大学
杨晓光研究员，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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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龙教授，厦门大学
周炜星教授，华东理工大学
周勇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
朱宏泉教授，西南交通大学
朱书尚教授，中山大学
庄新田教授，东北大学

组织委员会主任
惠晓峰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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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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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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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成员
王春霞 康宇虹 孙佰清 冯晋

五、会议重要日期






论文投稿截止时间：2016 年 5 月 20 日（只接收电子版论文投稿）
论文录用通知时间：2016 年 6 月 20 日
会议注册时间：2016 年 8 月 5 日
正式会议时间：2016 年 8 月 6-7 日
论文投稿邮箱：fserm2016@hit.edu.cn

六、 组委会联系方式




年会网站：http://fserm2016.hit.edu.cn/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92 号哈尔滨工业大学管
理学院 150001
联系人：王旭东（15204506751） 冯烁（15546081926）
邮箱：fserm2016@hit.edu.cn

七、会议费用
会务费1200元/位（在校学生600元/位），会议交通与住宿费用自理。被录
用论文版面费按学术支持期刊收费标准。

八、会议信息
有关本次会议的详细信息，请随时关注会议网站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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