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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公司金融、公司治理、金融科技

教育背景

金融学博士，香港大学 2019 - 2023（预计）
金融硕士（金融科技），香港大学 2018 - 2019
工商管理学士（会计学），中山大学 2014 - 2018

学术发表

公司金融/治理

1. 反垄断法、所有权和企业社会责任，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22（共
同作者：Ross Levine、林晨、解文斯）[链接]

• 简介：产品市场竞争加剧使得制造业企业通过提高社会责任表现以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

• 媒体报道：哈佛法学院论坛、UNPRI

• 学术会议：第 33 届澳大利亚银行与金融会议

2. 企业对新冠疫情的免疫力，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21（共同作者：Ross Levine、
林晨、解文斯）[链接]

• 简介：在新冠疫情导致的市场崩溃中，财务健康度高、供应链疫情暴露小、社会责任表现好、
有更多长期导向投资者的企业股价表现更好。

• 媒体报道：经济学人、哈佛法学院论坛、机构投资者

工作论文
公司金融/治理

1. 银行信贷是否影响企业创新？基于各国抵押法改革的研究（共同作者：魏铼、解文斯）[链接]

• 简介：允许企业使用动产做抵押品扩大了企业的融资渠道，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创新。

2. 董事动机与行政处罚威胁（共同作者：Thomas Schmid、林晨、Michael S. Weisbach）[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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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独立董事会因为知晓同事因监督不力被证监会处罚而更加勤勉尽责。

• 媒体报道：宾夕法尼亚大学监管评论

• 学术会议：FMA 2021 年度会议, FIFI 2021 会议

3. ESG 评分、丑闻概率与事件回报（共同作者：孙文雅、罗奕辰、姚兆明、俞路平）[链接]

• 简介：更高 ESG 评分的公司发生社会责任丑闻的概率更低，但一旦丑闻发生，市场回报率也
会更低。理论模型揭示公司存在一个最优的 ESG 投资水平。

4. 信息披露成本是否阻碍企业间合作？（共同作者：李雄、佘国满、张国昌）

• 简介：当商业秘密透过供应链伙伴泄露的可能性降低，企业会增加与该伙伴的合作。

金融科技

1. 数字货币交易所探索（共同作者：Qing Chan、林晨、Alberto Rossi）[链接]

• 简介：在一个没有基本面信息的市场中，拥有更多市场微观结构信息的投资者能过战胜其他
投资者。

• 媒体报道：机构投资者

2. 数字货币交易所买卖行为特征（共同作者：Qianru Zhang、Zheng Wang、姚兆明、林晨、Yixiang
Fang）

• 简介：用 MDP 建模投资者在加密货币市场的交易行为。

其他主题

1. 社交距离与社会资本：为什么美国各地对新冠反应不同？（共同作者：Ross Levine、林晨、解文斯）
[链接]

• 简介：新冠疫情封城政策在价值观更重视社区的地区执行效果更好。

学术报告

2022 香港大学
2021 香港大学
2020 澳大利亚银行与金融会议

教学经历
助教（香港大学）
DBAP7012 中国及国际资本市场 2022
DBAP7013 高级财务管理 2021

https://www.theregreview.org/2021/07/09/week-in-review-165/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172587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759062
https://www.institutionalinvestor.com/article/b1q2wrt77mv2h4/Institutions-Suck-at-Trading-Crypto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624495


DBAP7042 量化研究方法 2019
DBAP7048 金融、经济及会计的研究方法 2022, 2021
EMBA6608 金融创新与信贷市场 2022, 2021, 2019
MFIN7026 高级公司金融 2022, 2021
MFIN7034 机器学习及人工智能的金融应用 2023

奖项荣誉

香港大学商学院博士优秀研究成果奖 2022, 2020
香港大学基金会研究生奖学金 2019
香港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入学奖学金 2019
正中珠江英才奖学金 2017
“正保网中网杯”财务决策全国十强邀请赛第二名 2016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银奖 2016
“安永杯”案例分析大赛杰出案例报告 2016
中国 MPAcc 学生案例大赛全国前十（本科组最高奖项） 2015

工作经验
短期研究员（金融科技） 2020/03 –2020/08
国际清算银行 中国香港

兼职实习（战略咨询） 2018/01 –2018/05
贝恩公司 中国广州

投资银行实习（TMT 组） 2017/08 –2017/11
广发证券 中国广州

数据科学实习（P2P） 2017/07 –2017/08
深圳农金圈 中国深圳

审计实习（国企及跨国企业） 2017/01 –2017/04
德勤 中国广州

审计实习（制造业） 2016/01 –2016/02
安永 中国广州

个人项目



Py Reminder 一个用于监控和提示程序运行情况的 Python 装饰器 [链接]
Error Catcher 一个可以追溯变量值和记录报错的 Python 装饰器 [链接]
编程笔记 我个人的编程笔记 [链接]
标准化国家代码 一个用于转换国家名与国家标准编码的数据集 [链接]
标准化证券代码 一个用于将证券代码转化为 ISIN 的数据集 [链接]
FF 行业连接 SIC 行业分类和 Fama French 行业分类的转换表 [链接]
服务器使用指南 关于使用 Linux 服务器进行学术研究的操作指南 [链接]
微博爬虫框架 一个仅由 Python 标准库写成的可并发爬虫 [链接]

技能

语言 普通话（母语）、英语（流利）、粤语（基础）
职业证书 中国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已通过）、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二级已通过）
研究相关技能 Python、Stata、R、SQL、LaTeX、ArcGIS、C++、JavaScript、Qualtrics

MATLAB
其他技能 微软 Office、Markdown、服务器运维

其他信息

爱好 钢琴、吉他、慢跑、魔方
国籍 中国
家庭 已婚

推荐人

林晨教授（博士导师） Ross Levine 教授
金融学讲席教授 银行及金融学讲席教授
香港大学商学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
+852 3917 7793 +1 510 643 1419
chenlin1@hku.hk ross_levine@haas.berkeley.edu

Michael S. Weisbach 教授 Alberto Rossi 教授
金融学讲席教授 金融学教授
俄亥俄州立大学费雪商学院 乔治城大学麦克唐纳商学院
+1 614 292 3264 +1 240 712 0327
weisbach.2@osu.edu agr60@georgetow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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