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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日 

全天 

外地代表报到 
报到地点：维也纳酒店（武汉南湖书城路店） 

武汉文治街特 1号(书城路与文治街交汇处） 

晚餐时间：18:00-20:00 

晚餐地点：维也纳酒店自助餐厅 

6 月 23 日 

7:30 
住维也纳酒店的与会代表乘通勤车到会场 

上车地点：维也纳酒店（武汉南湖书城路店）大门口 

6 月 23 日 

7:30~8:20 

本地代表报到 

报到地点 ：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楼报告厅门口接待处 

6 月 23 日 

8:20~8:50 

开幕式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楼报告厅 

主持人：田北海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反贫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8:20~8:30 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姚江林致辞 

8:30~8:40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会学会会长雷洪教授致辞 

8:40~8:50 湖北长江垄上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邓海致辞 

8:50~9:10 
集体合影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大门口 

9:10~10:30 

大会特邀主题报告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楼报告厅 

主持人：田北海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9:10~9:30 

报告人：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报告题目：乡村振兴中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 

9:30~9:50 

报告人：向德平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反贫困专业委员会主任 

报告题目：推进社会服务 促进乡村振兴 

9:50~10:10 
报告人：杨发祥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报告题目：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新型城乡关系研究 

10:10~10:30 
报告人：赵文龙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报告题目：移民搬迁与精准扶贫：来自西北某县域的观察与思考 

10:30~10:5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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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1：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暨百镇联盟乡镇长论坛 

地  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4楼会议室 

10:50~12:10 
第一单元 

主持人：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10:50~11:05 
报告人：樊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报告题目：以科学范式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11:05~11:20 
报告人：黄家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报告题目：定县翟城村百年乡建与乡村振兴 

11:20~11:35 
报告人：王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报告题目：“技能下乡”与乡村振兴：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再梳理 

11:35~11:50 

报告人：田北海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报告题目：新型职业农民何以可能？ 

——乡城迁移回流农民农业经营的影响因素分析 

11:50~12:10 

专家点评 
点评人：谭明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吴业苗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12:10-13:30 
午餐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餐厅硕彦厅 

13:30~15:50 
第二单元 

主持人：姜利标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13:30~13:45 
报告人：吴业苗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报告题目：乡村振兴如何实施——基于江苏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的研究 

13:45~14:00 
报告人：李向振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 

报告题目：从复兴到振兴：百年乡村建设的国家视角 

14:00~14:15 

报告人：曾  靖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 

        夏循祥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副教授 

报告题目：代谢断裂与乡村振兴：城乡关系中的农民创业现象 

14:15~14:30 
报告人：杨发萍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演进脉络及热点 

14:30-14:45 

报告人：萧洪恩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邓  翔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世界观与价值观：乡村振兴与就地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探论 

14:45-15:00 
报告人：申林灵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流动性家庭农场的生成逻辑 

15:00-15:30 

专家点评 
点评人：黄家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樊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  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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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5:50 茶歇 

15:50~18:00 
第三单元 

主持人：陈剑 湖北垄上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15:50~16:05 
报告人：谭明交 长江师范学院管理学院讲师 

报告题目：我国农业产业在乡村振兴中的转型升级路径 

16:05~16:20 报告人：田国英 湖北垄上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报告题目：垄上集团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实际作用 

16:20~16:35 报告人：张艳丽 宣恩县万寨乡乡长 

报告题目：一二三产业融合是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16:35~16:50 报告人：陈吉 仙桃市三伏潭镇镇长 

报告题目：探寻乡村振兴之路 

16:50~17:10 专家点评 
点评人：张兆曙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向从武 长江师范学院管理学院院长、副教授 

17:10~18:00 
自由讨论环节 
围绕乡村振兴的经验、亮点工程、困惑、难点等问题展开开放式讨论 

18:00~19:30 
晚餐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餐厅硕彦厅 

19:30 
住维也纳酒店的与会代表乘通勤车回酒店 
上车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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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2：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与乡村振兴 

地  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5楼会议室 

10:50~12:10 
第一单元 

主持人：杨发祥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10:50~11:05 

报告人： 徐峻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报告题目：Visible and Invisible Hands Intertwined: State-Market 

                   Symbiotic Interactions and Changing Income Inequality 

11:05~11:20 
报告人：洪岩璧 东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副教授 

报告题目：早期健康影响教育获得与阶层再生产 

11:20~11:35 
报告人：汤兆云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报告题目：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代际比较 

11:35~11:50 
报告人：悦中山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报告题目：乡-城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与健康 

11:50~12:10 

专家点评 
点评人：刘成斌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 

果  臻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12:10-13:30 
午餐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餐厅硕彦厅 

13:30~15:30 
第二单元 

主持人：狄金华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13:30~13:45 
报告人：黄晓星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 

报告题目：社区重建与乡村振兴：基于广东乡村治理创新实践的经验研究 

13:45~14:00 
报告人：马德富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报告题目：新时代乡村发展嬗变与后乡村治理 

14:00~14:15 

报告人：吕方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报告题目：把集体经济找回来：社区财政与社区治理 

——基于山东壮大贫困村集体经济经验的思考 

14:15~14:30 

报告人：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报告题目：“伙伴关系”何以可能？ 

——基于 Y社区居委会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案例考察 

14:30-14:45 

报告人：罗忠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报告题目：农村政治精英的形成机制分析 

——基于 1000多名农村居民的问卷调查 

14:45-15:00 
报告人：果臻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报告题目：性别失衡背景下大龄未婚男性的艰难生存 

15:00-15:30 

专家点评 
点评人：徐晓军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 

洪岩璧 东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副教授 

悦中山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15:30~15:5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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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6:50 
第三单元 

主持人：范成杰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15:50~16:00 
报告人：霍军亮 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报告题目：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16:00~16:10 
报告人：叶宁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报告题目：农村民俗文化在转型期的嬗变与象征 

16:10~16:20 
报告人：彭定萍 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讲师 

报告题目：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文化礼堂功能研究 

16:20~16:30 
报告人：樊王妮 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报告题目：农村祭拜礼仪在转型期的嬗变与象征 

16:30~16:50 
专家点评 
点评人：黄晓星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 

汤兆云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16:50~17:00 休息 

17:00~18:00 
第四单元 

主持人：李飞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17:00~17:10 

报告人：任树正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研究员 

报告题目：“脱嵌型”劳动形式与工厂中的“局外人” 

——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行为中的劳动过程因素 

17:10~17:20 
报告人：何宇飞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博士 

报告题目：新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困境：另类商品化与合作劳动 

17:20~17:30 
报告人：魏来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规模经营与农村治理转型 

17:30~17:40 
报告人：冯华超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农地确权促进了农地转入吗？  

17:40~18:00 
专家点评 
点评人：罗忠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刘  杰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18:00~19:30 
晚餐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餐厅硕彦厅 

19:30 
住维也纳酒店的与会代表乘通勤车回酒店 
上车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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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3：精准扶贫、社会保障与乡村振兴 

地  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6楼会议室 

10:50~12:10 
第一单元 

主持人：向德平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0:50~11:05 
报告人：刘伟 武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报告题目：驻村帮扶工作队产业扶贫的实践逻辑 

11:05~11:20 

报告人：石智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报告题目：走出富饶的贫困陷阱 

——打造乡村振兴战略示范区 推动江汉平原经济再发展 

11:20~11:35 

报告人：胡宏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报告题目：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Dispa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Older Adults in China ： Why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Matters?  

11:35~11:50 
报告人：薛惠元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 

报告题目：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内部收益率的测算与分析 

11:50~12:10 

专家点评 
点评人：赵文龙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熊景维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12:10-13:30 
午餐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餐厅硕彦厅 

13:30~15:30 
第二单元 

主持人：张翠娥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主任、教授 

13:30~13:45 

报告人：周亚平 兰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报告题目：多彩青春的反哺效应？ 

——政治类知青精英对其下放地扶贫绩效的影响研究 

13:45~14:00 

报告人：熊景维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报告题目：贫困的制度生成路径及减贫的社会保障因应 

——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 

14:00~14:15 
报告人：冯伟林 长江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 

报告题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受益机制构建研究 

14:15~14:30 

报告人：张伟 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报告题目：新时代背景下精准扶贫理念、方式与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 

14:30-14:45 
报告人：周晶 湖北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部讲师 

报告题目：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的政策衔接研究 

14:45-15:00 
报告人：杨雨萱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扶贫的效果：社会支持对库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15:00-15:30 

专家点评 
点评人：石金群《青年研究》编辑部副研究员 

吕  方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田新朝 黄冈师范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副教授 

15:30~15:5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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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8:00 

第三单元 
主持人：鲁满新 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社长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 

15:50~16:05 
报告人：马威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报告题目：社会工作介入儿童保护的决策能力研究 

16:05~16:20 
报告人：张婷皮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外出务工、父母缺席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交心理健康 

16:20~16:35 
报告人：田新朝 黄冈师范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副教授 

报告题目：旅居式养老视角下老年人乡土记忆建构研究 

16:35~16:50 
报告人：仙蜜花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 

报告题目：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16:50~17:05 
报告人：杨欣萌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报告题目：贫困村办学中的风险与机会: 一个国家一类贫困村的实证研究 

17:05~17:20 
报告人：李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贫困地区的环境保护：库区居民的环保意识与行为 

17:20~17:50 

专家点评 
点评人：周亚平 兰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汤兆云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冯伟林 长江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 

17:50~18:00 互动环节 

18:80~19:30 
晚餐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餐厅硕彦厅 

19:30 
住维也纳酒店的与会代表乘通勤车回酒店 
上车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大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