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霆 博士
美国代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
金融学副教授, 终身教授
俄亥俄州代顿市 邮编: 45469
办公电话：（937）229-3428 电子邮件：tzhang1@udayton.edu
学术任职
金融学副教授, 终身教授, 美国代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
2015 年 8 月至今
金融学助理教授, 美国代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
2009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

教育背景
金融学博士, 美国罗得岛大学, 美国罗得岛州金士顿市
工商管理硕士, 美国北爱荷华大学, 爱荷华州锡达福尔斯市
会计硕士, 美国北爱荷华大学, 美国爱荷华州锡达福尔斯市
经济学学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上海

2005 年 9 月至 2009 年 5 月
2000 年 9 月至 2002 年 5 月
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 12 月
1990 年 9 月至 1994 年 7 月

科研兴趣
公司财务, 公司治理, 中国资本市场会计等
已发表学术论文(英语)
1. 非利息收入, 交易和银行风险. (2015 年). 合作者：陈, 黄. 金融服务业研究杂志. 即将出版.
2.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流动性管理和机构投资者． (2015 年). 合作者：安, 吴．房地产金融研
究杂志．即将出版.
3. 控股股东的激励和公司高管的业绩敏感性：来自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证据. (2015 年). 合作
者：陈, 林, 卢．国际金融市场, 机构和货币杂志, 34，147-160.
4. 企业是否进行盈余管理从而以达到或超过股票分析师的预期？来自企业养老金会计的证
据．合作者：安, 李．(2014 年). 会计研究评论, 19（2）, 698-735.
5. 美国公众养老金会计与投资风险分析. 合作者：Mohan．(2014 年). 银行和金融杂志, 40,
403-419.
6. 金融危机, 信贷紧缩, 和房地产市场. 合作者：王. (2014 年). 房地产金融和经济杂志. 49,
256-276.
7. 学习与激励：股票分析师对企业养老金资金不足的研究. 合作者: 陈, 姚, 虞. (2014). 银行和
金融杂志, 45, 26-42.
8. 企业养老金不足对债券评级和违约概率的影响. 合作者: 王. (2014 年). 数量金融与会计评论.
43(4), 781-802 (此文被 CFA 协会文章精选录入)
9. 股价同步, 崩盘风险, 以及机构投资者. 合作者: 安.（2014 年）. 公司财务杂志, 21，1-15（卷
首文章）
10. 决定企业养老金投资风险的因素. 合作者: 安, 黄.（2014 年）.银行和金融杂志，37（2）,
597-613 (此文被 CFA 协会文章精选录入)
11. 什么因素推动了企业养老金的投入? 道德风险或税收优惠？合作者: 陈, 虞.（2013 年）. 金
融分析师期刊, 69（4）, 58-72.（由 CFA 协会专访）
12. 由税收改革所引起的盈余管理：来自中国的证据. 合作者: 林，卢.（2012 年）.美国税务协
会杂志，34（2）,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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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司资产增长和股票收益：来自亚洲金融市场的证据. 合作者: 陈, 姚, 虞.（2011 年）. 太平
洋盆地金融杂志，19（1）, 115-139. (此文被 CFA 协会文章精选录入 )
14. 意见差异, 过度自信, 以及异常交易量股票的回报率. 合作者: 黄, Heian.（2011 年）. 金融
研究杂志 , 34（1）, 1-25. （卷首文章; 此文荣获 2011 年金融研究杂志最佳发表论文奖）
教学兴趣 和教学有关的活动
公司财务, 投资学, 证券组合及股票分析, CFA 考试等
 指导老师, 金融系股票投资证券组合(该股票投资证券组合主要由学生操盘, 现市值约 USD
$22 million)
 指导老师, 金融系可持续性发展股票投资证券组合
 指导老师, CFA 协会股票分析大赛, 2012 和 2015 年
 联系人, CFA 协会金融课程认证
工作经历：共 10 年以上外汇交易员和股票分析师工作经验，并于 2003 年通过特许金融分析师二
级考试.
 股票分析师，慎思股票研究公司 2002 至 2005 年
– 涵盖高科技，零售和石油服务公司
– 预测公司的盈利，估计股票内在价值，设定目标价位，并提出建议（买如，持有，
出售）
– 参加公司财务报表披露会议
– 向机构投资者提供股票投资咨询（包括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
– 2003 和 2004 年两次荣获“明星分析师”称号;研究报告曾由福布斯引述
– 见”股票分析报告”样本(请勿外传)
 外汇交易员，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 1994 至 2000 年
– 进行外汇交易(包括即期，远期和掉期)
工作论文(已经投刊)
1. 政治关联和公司价值：来自中国的证据. 合作者: 陈, 罗
2. 政府官员更替和企业的投资：来自中国的证据. 合作者: 安, 陈, 罗
3. 卖空者是否有信息优势？来自信用评级机构的证据. 合作者: 石，王
4. 股票分析师如何反应面对股东集体诉讼？合作者: 林, Oppenheimer
5. 董事会多样性和公司价值. 合作者: 陈
研究资助
1. 2014 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联合主持人）
2. 2014 年，代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暑期研究资助和代顿大学研究理事会种子资助
3. 2013 年，代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暑期研究资助和代顿大学研究理事会种子资助
4. 2012 年，代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暑期研究资助和代顿大学研究理事会种子资助
5. 2011 年，代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暑期研究资助和代顿大学研究理事会种子资助
6. 2011 年，美国 Upjohn 就业研究所研究资助, 合作者: Mohan
7. 2008 年，荷兰 Natspar 研究院研究资助, 合作者: 虞
特邀报告
1. Netspar 国际研讨会, 德国法兰克福，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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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州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
山大学
国际会议报告（包括由合作者进行的报告, 总共 超过 30 次）：
美国金融协会研讨会, 西部金融协会研讨会，国际金融管理协会研讨会，东部金融协会研讨会，中
西部金融协会研讨会, 美国会计协会研讨会，美国风险与保险协会研讨会，北部金融协会研讨会，
世界金融会议研讨会，中国金融国际研讨会，亚洲金融协会研讨会, 台湾公司治理研讨会等
杂志/研讨会审稿人：
1. 公司财务杂志
2. 金融评论
3. 国际经济与金融评论
4. 财务与会计季刊
5. 国际金融市场, 机构和货币杂志
6. 新兴市场金融和贸易杂志
7. 北美经济与金融杂志
8. 亚太中会计和经济学杂志
9. 会计与财务研究
10. 太平洋盆地金融杂志
11. 2012 年金融研究协会研讨会审稿人
12. 东部金融协会研讨会 2010 会议审稿人
13. 中西部金融协会研讨会 2010 会议审稿人
14. 国际金融管理协会 2011 和 2012 年会会议审稿人和会议组织者
15. 世界金融会议 2011 会议审稿人
16. 国际金融管理协会 2012 年委员会成员
17. 国际金融管理协会 2013 年委员会成员
18. 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特约评审专家
19. 香港研究资助局特约评审专家
杂志编委
1. 会计与财务研究
2. 金融与经济杂志
3. 债券和衍生品国际杂志
特刊主编：公共财政与管理杂志
协会成员／会员：美国金融协会；国际金融管理协会协会; 美国会计协会; 美国风险与保险协会;
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 (代顿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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