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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研究生学术创新奖获奖情况（2018-2021）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学术创新奖获奖情况（2018-2021） 

          年份/人 

奖  项 
2021 2020 2019 2018 

特等奖 — — 1 — 

一等奖 2 1 1 2 

二等奖 25 24 1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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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奖信息汇总表 

排

序 
姓名 

获奖

等级 

学术论文情况 

其他情况说

明 论文题名 期刊名 
期刊 ISSN

号 

个人在作者中排名情

况 

被收录数

据库 

SCI 数据

库分区 

期刊影响因

子（论文发

表当年） 

1 余博林 
特等

奖 

Driving mechanism and decoupling effect of PM2.5 emission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Energy Policy 0301-4215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SCI 一区 6.142 

中科院 Top 期

刊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 efficiency of disaggregated renewable 

energy and its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China 

Energy 0360-5442 本人排名第一 SSCI 一区 7.147 
中科院 Top 期

刊 

Temporal-spatial determinants of renewable energy penetration 

in electricity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EU countries 
Renewable Energy 0960-1481 本人排名第一 SCI 一区 8.001 

中科院 Top 期

刊 

Decoupl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energy-related PM2.5 

emissions in China: A GDIM-based indicator decomposition 
Ecological Indicators 1470-160X 本人排名第一 SCI 二区 4.958  

2 刘洋 
特等

奖 

Energy consumption prediction and diagnosis of public buildings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learning: A case study in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0959-6526 本人排名第一 SCI 一区 9.297 ESI 前 3% 

Research on green renovations of existing public buildings based 

on a cloud model –TOPSIS method 

Journal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2352-7102 本人排名第一 SCI 一区 5.318  

Enhancing public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using the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An optimal design approach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0195-9255 本人排名第一 SSCI 二区 4.549 

中科院 Top 期

刊，发明专利 

1 郭雅楠 
二等

奖 
竞争经验、多市场接触与企业绩效——基于红皇后竞争视角 管理世界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

期刊 

   

2 赵爽爽 
二等

奖 
故事设计模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 管理世界 1002-5502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

期刊 

   

3 倪夏 
二等

奖 
收入不平等、正向选择与医疗市场中的资源错配 管理世界 1002-5502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

期刊 

   

4 肖泽华 
二等

奖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

绿色专利的证据 
经济研究 0577-9154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

期刊 

   

5 
张涛 二等

奖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新华文摘 1001-6651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

期刊 

   

张涛 应对疫情大考实现有效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行政管理 1006-0863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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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 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国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 
1674-4195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人大复印资料全

文转载 

6 

闫小斐 
二等

奖 

国际贸易依赖网络的演化及内生机制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1006-480X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

期刊 

   

闫小斐 国际粮食贸易网络多核集聚格局的形成机制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008-3456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7 黄彤彤 
二等

奖 
流动性、银行间市场摩擦与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 金融研究 1002-7246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教育部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

二等奖

2020/12/1 第二 

8 叶青 
二等

奖 

Does self-disclosure matter? A dynamic two-stage perspective 

for the personalization-privacy paradox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0148-2963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SCI 一区 7.55  

9 黄颖 
二等

奖 

The dark side of channel rewards for observer distributors: A 

social comparis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0148-2963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SCI 一区 7.55  

10 王建成 
二等

奖 
Horizontal capacity sharing between asymmetric competitors 

Omega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0305-0483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CI 一区 7.084  

11 
袁亦宁 二等

奖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hina's differential electricity pricing 

policy: Evidence from energy-intensive firms in Hunan Province 
Energy Economics 0140-9883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SCI 一区 7.042  

袁亦宁 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以 SARS 疫情为例 世界经济研究 1007-6964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12 
章尹赛

楠 

二等

奖 
金融开放与资源配置效率——来自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 1006-480X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

期刊 

   

13 周鹏 
二等

奖 
金融科技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赋能”和信贷配给的视角 中国工业经济 1006-480X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

期刊 

   

14 黄晓琪 
二等

奖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valuation effects: based on the 

threshold model 
Applied Economics 0003-6846 本人排名第一 SSCI 三区 1.835 

（1）优秀奖：第

三届香樟金融学论

坛（单位：湖北省

协同创新中心）个

人排名第一  

（2）2020 年 12

月，优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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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孙康泰 
二等

奖 
需求预测信息共享对供应商入侵策略的影响 管理科学学报 1007-9807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

期刊 

   

16 
裴开兵 二等

奖 

Bi-directional R&D spillovers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A 

two-tier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Economics Letters 0165-1765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SCI  1.905  

裴开兵 研发人力资本配置与技术创新——异质教育层次视角 科技进步与对策 1001-7348 本人为唯一作者 CSSCI    

17 陈俊毅 
二等

奖 

Corporate philanthropy, public awareness,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Evidence from China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529-7373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SCI 四区 0.695  

18 王泽群 
二等

奖 

How do knowledge governance mechanisms impact on repatriate 

knowledge transfer inten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career and repatriation support and person-organization fit 

Management Decision 0025-1747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SCI 二区 2.723  

19 

张新平 

二等

奖 

COVID-19 Pandemic, Sustainability of Macroeconomy, and Choice of 

Monetary Policy Targets: A NK-DSGE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Sustainability 2071-1050 本人排名第一 SSCI 二区 3.251  

张新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兼论货币政策

锚的选择 
经济学动态 1002-8390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张新平 
新冠疫情、宏观经济稳定与财政政策选择——基于动态随机

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财政研究 1003-2878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20 董金辉 
二等

奖 
基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随机微分合作博弈 管理科学学报 1007-9807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

期刊 

   

21 

向晓建 

二等

奖 

Confession or justification: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on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in Chin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535-3958 本人排名第一 SSCI 一区 8.741  

向晓建 
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降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吗?——基于中国

省域人力资本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        

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1671-6973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0.416  

22 

余刘凯 

二等

奖 

Residents’ acceptance towards waste-to-energy facilities: 

formation, 

diffus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0959-6526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CI 一区 9.297  

余刘凯 

Materialism,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Purchasing Inten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among Chinese 

Consumers 

SUSTAINABILITY 2071-1050 
与他人共同第一作者

（排名第二） 
SSCI 二区 3.251 通讯作者 

23 王丹 
二等

奖 

How a choice between emission trading and tax schemes affects 

an environment-bias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s 

discretion?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0048-9697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CI 一区 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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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蔡程 二等

奖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f a novel biomass-based solid oxide 

fuel cell power generation cycle; Economic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Energy 0360-5442 本人排名第一 SCI 一区 7.147  

蔡程 会计信息质量、货币政策意外与公司股票收益率 预测 1003-5192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25 

李秋成 
二等

奖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SAARC Countries 
Energies 1996-1073 本人排名第一 SCI 三区 3.004  

李秋成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Urban 

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Energies 1996-1073 本人排名第一 SCI 三区 3.004  

 

2020 年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奖信息汇总表 

排序 姓名 
获奖等

级 

学术论文情况 

论文题名 期刊名 期刊 ISSN 号 公开发表时间 
个人在作者

中排名情况 

被收录

数据库 

SCI 数据库

分区 

期刊影响因

子（论文发

表当年） 

1 黄彤彤 一等奖 影子银行、监管套利和宏观审慎政策 经济研究 0577-9154 2020 年 7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中文奖

励期刊 
 11.524 

1 叶青 二等奖 

Legitimizing actions in dependence-asymmetry 

relationships: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firms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0019-8501 2020 年 7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SCI 一区 4.695 

2 付明辉 二等奖 

Effects of public health policies on the health status 

and medical service utilization of Chinese internal 

migrant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043-951X 2020 年 8 月 

本人排名第

一 
SSCI 一区 2.736 

3 彭华荣 二等奖 

Is energy efficiency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catching up or falling behind? Evidence 

from a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Applied Energy 0306-2619 2019 年 11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SCI 一区 8.848 

Energy intensity convergence i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countries: What role does China-BRI 

trade pla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0959-6526 2019 年 12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SCI 一区 6.395 

4 叶琴 二等奖 

Technology gap, global value chain and carbon 

intensity: Evidence from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Energy Policy 0301-4215 2020 年 2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SCI 一区 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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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结构与碳排放无关吗*——基于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视角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1000-596X 2019 年 10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二区 3.082 

5 丁校洁 二等奖 

When online reviews meet ACSI: how ACSI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online reviews on hotel 

revenue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1054-8408 2020 年 3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SCI 一区 4.097 

6 吴东明 二等奖 

Empirical study of knowledge withholding in 

cyberspace: Integrating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and theory of reasoned behavior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0747-5632 2020 年 4 月 

本人为唯一

作者 
SSCI 一区 5.003 

7 张晓卫 二等奖 出口贸易、地理特征与空气污染 中国工业经济 1006-480x 2019 年 9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中文奖

励期刊 
  

8 赵朝阳 二等奖 
The impact of the under enforcement of RPS in 

China: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ENERGY POLICY 0301-4215 2019 年 12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CI 一区 5.042 

9 余博林 二等奖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and its nexus with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EU regions 

ENERGY 0360-5442 2020 年 8 月 
本人排名第

一 
SCI 一区 6.082 

10 秦颖 二等奖 

Multi-objective optimal allocation of sediment 

resources based on the subjective trade-off rate 

method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0959-6526 2019 年 10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CI 一区 7.246 

Fuzzy programming method for multi-objective 

optimal allocation of sediment resources and the 

cooperative bargaining: a case study in Weishan 

irrigation are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0944-1344 2020 年 3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CI 三区 3.056 

11 赵伊凡 二等奖 我国中资银行海外并购的动因、策略与政策研究 中国软科学 1005-0566 2020 年 1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中文奖

励期刊 
 4.904 

12 刘诺 二等奖 
Threshold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0953-7325 2020 年 8 月 
本人排名第

一 
SSCI 三区 1.869 

13 郝鹏 二等奖 
The impacts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China's key 

economic regions 
APPLIED ENERGY 0306-2619 2020 年 6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CI 一区 8.848 

14 蒋怡然 二等奖 
最心安处是吾乡：本体安全感威胁对家乡品牌偏

好的影响 
心理学报 0439-755X 2020 年 4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中文奖

励期刊 
 3.285 

15 赵烨旸 二等奖 “十四五”时期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 中国软科学 1005-0566 2020 年 5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中文奖

励期刊 
 4.904 

http://iras.lib.whu.edu.cn:8080/journal/11356/
http://iras.lib.whu.edu.cn:8080/journal/11356/
http://iras.lib.whu.edu.cn:8080/journal/1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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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经济基本盘 人民日报（理论版）  2020 年 6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以保促稳开新局 光明日报（理论版）  2020 年 6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16 曹勤伟 二等奖 

Research on the quantity, qual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0953-7325 2020 年 7 月 
本人排名第

一 
SSCI 三区 1.869 

17 陈文嫚 二等奖 

Evolutionary dynamics in spatial threshold public 

goods game with the asymmetric return rate 

mechanism 

CHAOS SOLITONS 

& FRACTALS 
0960-0779 2020 年 7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CI 三区 3.764 

Effects of attitudes on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on 

complex network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

THEORY AND 

EXPERIMENT 

1742-5468 2020 年 6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CI 三区 2.215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within the multigam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PHYSICS LETTERS 

A 
0375-9601 2020 年 3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CI 三区 2.278 

18 李文晶 二等奖 

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转型的路径选择 教育研究 1002-5731 2020 年 6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中文奖

励期刊 
 4.487 

促进健康可持续脱贫的战略思考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672-867X 2019 年 11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1.108 

19 潘昌健 二等奖 

Health Inequality Among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661-7827 2019 年 10 月 
本人排名第

一 
SSCI 一区 2.849 

20 许明嫄 二等奖 

Modeling Group Behavior to Study Innovation 

Diffusion Based on Cognition and Network: An 

Analysis for Garbag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Shanghai,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661-7827 2019 年 9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SCI 一区 2.849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Interaction on Public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1661-7827 2019 年 11 月  SSCI 一区 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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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1 张磊 二等奖 
How and when AR technology affects product 

attitud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1355-5855 2020 年 8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SCI 二区 2.511 

22 李彦霖 二等奖 

Threshold Effects of the Network Structur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nt PageRank and Patent 

Value. 

IEEE Access 2169-3536 2020 年 1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CI 一区 3.745 

23 李文杰 二等奖 
The Impact of Advertising Self-Presentation Style on 

Customer Purchase Intentio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1355-5855 2020 年 8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SCI 二区 2.511 

24 聂力兵 二等奖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of patents: Breakthrough 

in the patent commercialization trap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PLOS ONE 1932-6203 2020 年 3 月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CI 二区 2.74 

 

 

2019 年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奖信息汇总表 

序号 姓名 获奖等级 

学术论文情况 

论文题名 期刊名 期刊 ISSN 号 
个人在作者中

排名情况 
被收录数据库 

SCI 数据库

分区 

期刊影响因子

（论文发表当

年） 

1 周上尧 特等奖 
利率冲击、资本流动与经济波动 经济研究 0577-9154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中文奖励期刊  11.232 

零利率下限、汇率传递与货币政策 统计研究 1002-4565 中文奖励期刊  2.509 

1 林屾 一等奖 
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诱发绿色创新?——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经济研究 0577-9154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中文奖励期刊   

1 潘武林 二等奖 
Assessing the green economy in China: An 

improved framework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CI 一区 6.395 

2 厉洋军 二等奖 

Knowledge withholding in online knowledge 

spaces: Social deviance behavior and secondary 

contro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SCI 三区 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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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y 

attractiveness in promoting social commerce 

engagement: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sonal interest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SSCI 二区 4.12 

虚拟品牌社区知识贡献意愿研究:基于动机和匹

配的整合视角 
管理评论   CSSCI  4.668 

3 彭姗 二等奖 

Effects of patent policy on innovation outputs and 

commerc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universities in 

China 

Scientometrics   SSCI 一区 2.77 

4 任启毓 二等奖 

How Elastic Demand Affects Bidding Strategy in 

Electricity Market：An Auction Approach 

Energies   SCI 三区 2.707 

Optimal Decision in a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 

under Potential Information Leakage 
Symmetry  

  SCI 四区 2.143 

5 冯英杰 二等奖 

生态移民农地流转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兼论

生态移民土地政策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

效应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CSSCI   

生态移民农地流转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兼论

生态移民土地政策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

效应 

经济问题探索   CSSCI   

城市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CSSCI   

6 吕少杰 二等奖 

The roles of particle swarm intelligence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based on continuous and mixed 

strategy systems on scale-free networks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SCI 二区 3.092 

7 李浩然 二等奖 “大气十条”政策的实施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中国工业经济   中文奖励期刊   

8 蒋怡然 二等奖 

How does customer participation in service 

influence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role stress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 
  SSCI 三区 2.196 

9 陈全 二等奖 
享受当下, 还是留待未来？ 

——时间观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心理学报》   中文奖励期刊   

10 刘少慧 二等奖 

Integrated Emergy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of 

Huzhou Mulberry-Dyke and Fish-Pond Systems 
sustainability   SSCI 二区 2.592 

武汉市劳动力转移的环境效应分析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CSSCI   

https://www.mdpi.com/1996-1073/12/1/9
https://www.mdpi.com/1996-1073/12/1/9
https://www.mdpi.com/journal/sy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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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崔雨萌 二等奖 
未雨绸缪：变革前非正式信息对员工变革抵制

意愿的影响 

心理学报   中文奖励期刊  3.285 

12 周韵晨 二等奖 

我国中老年人群商业健康保险的健康绩效分析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的经验证据 

中国软科学   中文奖励期刊  4.904 

13 胡姜 二等奖 中国经济奇迹的政治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中文奖励期刊   

14 祝文达 二等奖 

企业 IPO 对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影响:竞争效应还

是信息溢出效应?——基于动态产品市场竞争的

微分博弈模型与实证研究 

管理科学学报   CSSCI  4.301 

16 袁歌骋 二等奖 

金融中介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中国工业经济   中文奖励期刊  10.73 

家庭部门债务、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 现代经济探讨   CSSCI  2.494 

企业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过度负债影响的实证 统计与决策   CSSCI  1.483 

17 邢正 二等奖 
Overbooking and delivery-delay-allowed strategies 

for container slot allocatio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 

  SCI 一区 4.253 

18 李晓 二等奖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Capital Market 

Sustainability   SSCI  2.592 

并购商誉与审计服务定价 审计研究   CSSCI  2.811 

19 胡娟 二等奖 银行的起源﹑交易及合约密集化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中文奖励期刊   

  

http://journal.psych.ac.cn/xlxb/CN/10.3724/SP.J.1041.2019.00248
http://journal.psych.ac.cn/xlxb/CN/10.3724/SP.J.1041.2019.00248


 

 73 

2018 年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奖信息汇总表 

序

号 
姓名 

获奖等

级 

学术论文情况 

论文题名 期刊名 
期刊 ISSN

号 

个人在作者中排名情

况 
被收录数据库 

SCI 数

据库分

区 

期刊影响因子

（论文发表当

年） 

1 李洁 一等奖 

跨境资本流动的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 经济研究 0577-9154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期刊  10.597 

跨境资本流动、金融波动与货币政策选择 国际金融研究 1006-1029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4.606 

金融稳定政策的设计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11-6134/C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期刊  6.978 

2 张迪 一等奖 

Do trend following strategies work in Chinese futures 

markets?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0270-7314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SCI  1.291 

基于次梯度投影的泛投资组合选择策略 管理科学学报 1007-9807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期刊  3.34 

序列相关性在资产组合绩效改善中的作用 管理科学 1672-0334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3.789 

1 厉洋军 二等奖 

Channel integration quality, perceived fluency and 

omnichannel service usag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usage experienc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0167-9236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SCI 一区 

5 年影响因子

4.574（2017） 

Person-environment fit, commitment, and customer 

contribution in online brand community: A nonlinear model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0148-2963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SCI 二区 

5 年影响因子

3.689（2017） 

Wearable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 intermittent 

discontinuance: A revised expectation-disconfirmation model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0263-5577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SCI 一区 

5 年影响因子

2.724（2017） 

2 司登奎 二等奖 

Mean Reversion of Inflation Rates in Seven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 application of fourier quantile Unit Root Test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0963-8199 本人排名第一 SSCI  0.534 

基于拓展泰勒规则汇率模型的人民币汇率动态决定研究：

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 
金融研究 1002-7246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2.741 

泰勒规则、股价波动与人民币汇率动态决定 国际金融研究 1006-1029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4.606 

3 伍敬侗 二等奖 

投资者关注与 IPO 首日超额收益——基于双边随机前沿分

析的新视角 
管理科学学报 1007-9807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期刊  3.34 

控股股东代理与股利生命周期特征 经济管理 1002-5766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2.093 

4 吕少杰 二等奖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d 

the Snowdrift game based o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hysica A 0378-4371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SCI 三区 2.243 

产品售后服务捆绑销售与营销策略演化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1000-6788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5 王进 二等奖 企业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与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 管理世界 1002-5502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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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楠 二等奖 
工资扭曲、种群密度与企业成长：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动

态分析 
中国工业经济 1006-480X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期刊  11.204 

7 肖祖沔 二等奖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需要将 PPI 纳入通货膨胀目标吗 统计研究 1002-4565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期刊   

8 吴桐 二等奖 中国分行业和总体工资粘性 统计研究 11-1302/C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期刊  2.396 

9 张倩 二等奖 
新能源企业创新的市场化激励——基于风险投资和企业专

利数据的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1006-480X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期刊  8.17 

10 罗岩 二等奖 技术进步对老年再就业产生了“补偿”还是“侵蚀”效应？ 中国软科学 1002-9753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中文奖励期刊  

复合影响因

子：3.638 

综合影响因

子：2.445 

11 赵晓梦 二等奖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hina'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carbon-intensive industri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0959-6526 本人排名第一 SCI 二区 6.027 

12 王慧 二等奖 
Theoretical Model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Branding Path of 

Chinese Brands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egitimacy 

TRANSFORMATIONS 

IN BUSINESS & 

ECONOMICS 

1648-4460 本人排名第一 SSCI 三区 1.112 

13 蒋艳萍 二等奖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竞争性研究:基于产品域

和市场域的双重视角 
世界经济研究 1007-6964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3.062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参与国际产能合作 学习与实践 1004-0730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1.252 

人口老龄化、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基于中国省际

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商业研究 1001-148X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1.445 

构建内陆开放新高地——基于湖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视角 
江汉论坛 1003-854X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0.728 

14 陈武 二等奖 

众创空间平台组织模式研究 科学学研究 1003-2053 本人排名第一 CSSCI  3.855 

基于扎根理论的众创空间发展质量评价结构维度与指标体

系开发研究 
科技进步与对策 1001-7348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1.825 

创客导向型平台组织的生态网络要素及能力生成研究 经济管理 1002-5766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3.014 

中国众创空间研究现状与展望 中国科技论坛 1002-6711 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CSSCI  1.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