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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主要完成人获奖成果 

1.方德斌教授的获奖成果 

（1）第九届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2）2022 年度武汉大学研究生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3 

（3）2021 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 

 

 

（4）2021 年度武汉大学第六届“研究生教育杰出贡献校长奖” 

 

  



 

 4 

（5）2021 年度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复杂科学管理分会理事长 

 

  



 

 5 

（6）2020 年度被聘为第三届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6 

（7）2020 年度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8）2020 年度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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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0）2019 年度国务院特殊津贴 

 

  



 

 8 

（11）2018 年度被聘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2）2018 年被聘为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

分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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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 

 

  



 

 10 

（14）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题绩效评估特优 

 

  



 

 11 

（15）2017 年武汉大学第八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 

 

 

（16）2015 年度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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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敏教授的获奖成果 

（1）2020 年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2）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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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国安教授的获奖成果 

（1）2018 年度全国高校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二十年卓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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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 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 

 

  

 



 

 15 

（3）2021 年度湖北省优秀学士论文（指导教师） 

 

 

（4）2006 年度湖北省优秀学士论文一等奖（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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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1 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 

 

 

4.潘敏教授的获奖成果 

（1）国务院金融等 28 个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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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 年度第十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3）2016 年度第十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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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5 年度第九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5）2013 年度第八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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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邹薇教授的获奖成果 

（1）2015 年度国务院特殊津贴 

 

 

（2）2014 年度全国模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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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3 年度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6.汪涛教授的获奖成果 

（1）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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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 

 

 

（3）2016 年度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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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 年度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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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5 年度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6）2008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4 

7.郭凛副教授的获奖成果 

（1）2021 年度首届湖北省高校教师创新大赛教学活动创新奖 

 

 

（2）2021 年度首届湖北省高校教师创新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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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 年度首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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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燕萍教授的获奖成果 

（1）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27 

（2）2019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突出贡献奖 

 

  



 

 28 

（3）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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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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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青原教授的获奖成果 

（1）教育部 2021 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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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部 2017 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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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33 

（4）入选第四期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工程特殊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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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国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特殊支持计划毕业 

 

 

（5）全国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特殊支持计划毕业 

 

  

 



 

 35 

（6）最佳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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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1 年杨纪琬奖学金优秀会计学术专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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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植元副教授的获奖成果 

（1）湖北省系统工程学会第 12 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2）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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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双一流学科群建设成效显著 

（1）理论经济学入围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

名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中央军委训练管

理部： 

根据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及教育

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

干意见》和《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经专家

委员会认定，教育部等三部委研究并报国务院批准，现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

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见附件 1）和给予公开警示（含撤销）的首轮建设学科名

单（见附件 2）。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中自主确定建设学科并自行公布。

给予公开警示的首轮建设学科，应加强整改，2023 年接受评价。 

各单位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

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双一流”建设的决策部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全面加强党

对高校的领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双一流”建设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

世界一流的导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高建设水平，更好地为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发挥引领作用，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特此通知。 

附件：1.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 

    2. 给予公开警示（含撤销）的首轮建设学科名单 

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2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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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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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汉大学经济与计量经济学学科进入 QS 学科排名世界前 2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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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汉大学经济学与商学进入 ESI 全球前 1% 

 

 

（4）武汉大学工商管理学科学科 2021 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量及综合指数排名

位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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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经济与管理学院科研获奖和科研项目情况（2018-2021） 

经济与管理学院获奖情况（2018-2021） 

单位 姓名 获奖成果名称 奖励名称 奖励等级 奖励时间 排名 颁奖单位 

管工系 高宝俊 陕西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Physician voic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online health 

consultation 

一等奖 2021-10-31 3 

陕西省第十五次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一等奖，  

工商系 陈立敏等 
高度重视全球产业链转移若干新趋势、培育湖北

发展新动能 
湖北发展研究奖（2018-2019 年） 三等奖 2021-01-09  湖北省人民政府 

财税系 卢盛峰 
走向收入平衡增长:中国转移支付系统“精准扶贫”

了吗? 

2017-2018 年度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 
无等级 2020-12-23  湖北省教育厅 

营销系 寿志钢 
企业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与企业间机会主义行

为：双刃剑效应的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 

2017-2018 年度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 
无等级 2020-12-23  湖北省教育厅 

工商系 卫武 
The Mixed Blessing of Leader Sense of Humor: 

Examining Costs and Benefits 

2017-2018 年度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 
无等级 2020-12-23  湖北省教育厅 

会计系 李青原 
National elections and tail risk: International 

evidence 

2017-2018 年度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 
无等级 2020-12-23  湖北省教育厅 

世经系 齐绍洲 低碳经济转型下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第八届高校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 2020-12-10 1 教育部 

财税系 吴俊培 著作：我国公共财政风险评估及其防范对策研究 
第八届高校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 2020-12-10 1 教育部 

经济系 郭熙保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第八届高校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 
二等奖 2020-12-10 1 教育部 

金融系 黄宪 论中国的“金融超发展” 
第八届高校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 
二等奖 2020-12-10 1 教育部 

经济系 乔洪武 著作：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第八届高校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 
二等奖 2020-12-10 1 教育部 

营销系 曾伏娥 多市场接触、市场集中度与企业非伦理行为 
第八届高校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 
二等奖 2020-12-10 1 教育部 

工商系 陈立敏 
模仿同构企业国际化-绩效关系的影响：基于制

度理论正当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第八届高校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 
二等奖 2020-12-10 1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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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 乜小红 著作：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 
第八届高校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 
二等奖 2020-12-10 1 教育部 

财税系 龚锋 人口老龄化、税收负担与财政可持续性 
第八届高校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 
青年成果奖 2020-12-10 1 教育部 

数理系 孙祥 
Equilibria and incentives in private information 

economies 

第八届高校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 
青年成果奖 2020-12-10 1 教育部 

数理系 孙祥 
Equilibria and incentives in private information 

economies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数理系 刘成 
Testing against constant factor loading matrix with 

large panel high-frequency data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财税系 龚锋 努力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测度与比较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会计系 周楷唐 高管学术经历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工商系 李燕萍 
驱动中国创新发展的创客与众创空间培育战略研

究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管工系 方德斌 能源革命背景下电力市场绿色化发展机制研究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营销系 徐岚 服务参与中的顾客社会化： 策略、机制与后果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世经系 余振 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财税系 卢盛峰 
走向收入平衡增长:中国转移支付系统“精准扶贫”

了吗?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财税系 李永友 转移支付提高了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吗？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财税系 刘穷志 
税收竞争、资本外流与投资环境改善——经济增

长与收入公平分配并行路径研究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经济系 罗知 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城镇化：理论模型与中国实证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财税系 卢洪友 中国环境污染效应与治理机制研究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技经所 范如国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20-12-10 独 湖北省政府 

工商系 卫武 
The Mixed Blessing of Leader Sense of Humor: 

Examining Costs and Benefits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工商系 邓新明 中国情景下消费者的伦理购买意向与行为研究 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20-12-10 1 湖北省政府 

经济系 郭熙保 著作：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结构转变研究 第五届刘诗白经济学奖 无等级 2020-12 月 1 
刘诗白奖励基金评奖

委员会 

经济系 郭熙保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第八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

奖” 
无等级 2020-10-31  1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基

金会 



 

 44 

经济系 罗知 
Does Cancellation of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Reduc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 
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 论文类优秀奖 2020-2 1 商务部 

工商系 刘明霞 
知识耦合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冗

余资源的调节作用 
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20-11-01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 

技经所 范如国 
知识分布、衰减程度与产业集群创新模式的内在

机制研究 

贵州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 
三等奖 2020-06-30 1 贵州省人民政府 

数理系 邹薇 反贫困的中国路径：基于能力开发的视角 
武汉市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申报成果奖 
一等奖 2020-12-20 1 武汉市政府 

技经所 范如国 
公共管理研究基于大数据与社会计算的方法论革

命 

武汉市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申报成果奖 
一等奖 2020-12-20  1 武汉市政府 

经济系 叶初升 
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

---基于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一种理论建构性探索 

武汉市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申报成果奖 
一等奖 2020-12-20 1 武汉市政府 

经济所 王学军 基于工艺创新的内部创新者技术许可决策研究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其他奖 2019-12-07 1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经济系 乔洪武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三卷本），商务印

书馆，2016 年 12 月版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特等奖 2019-11-17 1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

会 

财税系 卢盛峰 
走向收入平衡增长：中国转移支付系统“精准扶

贫”了吗？ 
第四届洪银兴经济学奖 一等奖 2019-11-03 1 洪银兴基金会 

金融系 赵征 大公“有私”：债券市场资深“看门人”的过与罚 
第五届全国金融硕士教学案例大赛优

秀案例奖 
其他奖 2019-11-02 1 

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数理系 

焦倩(外

校),沈波,

孙祥 

Bipartite conflict networks with returns to scale 

technology 
中国信息经济学 2019 优秀成果 成果普及奖 2019-10-27 2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工商系 陈立敏 制度与资源双重影响下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2019 年度优秀论

文一等奖 
一等奖 2019-10-19 1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工商系 

陈建安,彭

小龙(学

生),芦梦

婷(学生),

邢毅闻(学

生) 

小企业如何撑起大平台：卡速保的“平台化+阿米

巴+合伙人制”管理模式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其他奖 2019-09-20 1 

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 

工商系 

吴先明,黄

春桃(学

生) 

引进外资、对外投资与技术追赶：知识基础视角 
2019 年第十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优

秀论文奖（Best Paper Prize） 
一等奖 2019-07-20 1 

第十届公司治理国际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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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系 

冉秋红,周

亚荣,王

颖,马晓平 

提升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管理会计控制体系研究 湖北省会计学会会计科研课题二等奖 二等奖 2019-06-01 1 湖北省会计学会 

世经系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部 2018 年度舆情信息工作优秀单位 中共中央宣部舆情信息工作优秀单位 一等奖 2019-03-14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世经系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年度舆情信息优秀稿件 关于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舆情分析 一等奖 2019-03-14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世经系 肖光恩 中美元首会晤的国际舆论综述 中宣部年度舆情信息“优秀稿件” 一等奖 2019-03-14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管工系 戴宾 不确定感应条件下的定位传感器布局问题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后评估特

优 
其他奖 2019-03-10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管工系 潘伟 IT 服务项目风险管理及流程整合优化研究 2019 年度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2019-02-12 1 陕西省教育厅 

营销系 桂世河 高校“课程思政”研究回顾与展望 2018 年武汉大学优秀教学研究论文 三等奖 2019-01-02 1 武汉大学 

技经所 

李晓涛(学

生),何家

军(学生),

王承云(学

生),王学

军 

基于适应能力重构视角的大型工程移民就业与生

活质量研究-以三峡库区为例 
湖北发展研究奖 三等奖 2019-01-01 4 湖北省人民政府 

营销系 汪涛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基于新兴经济体企业的

视角 
第五届《中国工业经济》优秀论文奖 优秀奖 2019 1 中国工业经济杂志 

经济系 曾国安 理论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改革与创新 第八届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2018-02-02 1 湖北省人民政府 

世经系 陈虹 
《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来

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2018 年“中国外经

贸发展与改革”征文优秀奖 
其他奖 2018-09-19 1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金融系 代军勋 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研究 第六届金融图书“金羊奖” 其他奖 2018-06-10 1 

中国金融杂志社、中

国（广州）国际金融

交易·博览会组委会办

公室 

管工系 戴宾 基于室内定位服务的弹性物料搬运系统设计研究 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18-09-04 1 湖北省人民政府 

管工系 范如国 复杂性治理:工程学范型与多元化实现机制 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18-09-04 1 湖北省人民政府 

营销系 桂世河 新媒体视阙下湖北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创新研究 2018 湖北青年学者论坛论文优秀奖 其他奖 2018-10-18 2 
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 

营销系 桂世河 “非遗后”的课程：传承人群的文化自信教育 
湖北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节教育科研

论文三等奖 
三等奖 2018-03-07 2 湖北省教育厅 

经济系 郭熙保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18-09-04 1 湖北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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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 胡昌生 杠杆交易、情绪反馈与资产价格波动 
第十五届中国金融学年会优秀论文三

等奖 
三等奖 2018-11-10 1 

第十五届中国金融学

年会、暨南大学经济

学院 

金融系 黄宪 《论中国的“金融超发展”》 
《金融研究》第九届“最佳论文”

（2017 年度） 
其他奖 2018-12-01 1 《金融研究》编辑部 

退休 简新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系列论文 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2018-09-04 1 湖北省人民政府 

金融系 江春 
系列论文《汇率动态决定及汇率预期影响机理研

究：基于中国、OECD 及中东欧国家的实践》 
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18-09-04 1 湖北省人民政府 

工商系 雷昊 
劳燕分飞为哪般？——WX 地产公司职业经理人

引入之殇 
第九届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其他奖 2018-09-10 1 

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 

工商系 李锡元 
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对员工职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研

究 
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18-09-04 2 湖北省人民政府 

经济系 李旭超 银行竞争能否减少僵尸企业 第一届中原经济学者论坛论文二等奖 二等奖 2018-11-17 1 

中原经济学者论坛、

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

究院 

金融系 刘岩 金融去杠杆的宏观紧缩效应 
第十五届中国金融学年会优秀论文一

等奖 
一等奖 2018-11-10 1 

第十五届中国金融学

年会 

金融系 刘勇 
部门杠杆率、部门储蓄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

性 
2018《国际金融研究》优秀论文奖 二等奖 2018-11-13 1 

《国际金融研究》杂

志社 

世经系 刘再起 
《俄罗斯联邦安全法》的演进及国家安全体系改

革趋势 
武汉市第十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18-12-10 1 武汉市人民政府 

世经系 刘再起 
经济资源、制度环境与我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区

位选择 
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18-09-04 1 湖北省人民政府 

经济系 罗知 
《信贷扩张、房地产投资与制造业部门资源配置

效率》 
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18-09-04 1 湖北省人民政府 

管工系 潘伟 不同突发事件下原油采购策略 2016 年度中国石油科学十佳论文 一等奖 2018-01-01 1 石油科学通报 

经济系 乔洪武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全三卷) 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18-09-04 1 湖北省人民政府 

工商系 秦仪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第九届“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一等奖 2018-09-10 1 

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 

工商系 陶厚永 悖论式领导行为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优秀论文特等奖 特等奖 2018-11-03 2 湖北省人力资源学会 

工商系 陶厚永 领导下属匹配对威权行为的影响研究 优秀论文一等奖 一等奖 2018-10-03 2 湖北省人力资源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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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工系 王恺 复杂生产环境下流程工业生产调度优化方法 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18-09-04 1 湖北省人民政府 

技经所 王学军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成立 40 周年特别贡献奖 特别贡献奖 特等奖 2018-11-01 1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 

工商系 温兴琦 
创业网络规模、关系质量对大学生创业的影响研

究——创业资源获取的视角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 2018 年会

优秀论文二等奖 
二等奖 2018-12-01 1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联盟 

工商系 温兴琦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研究——以

中部六个省会城市为例 

湖北省高教学会产学研合作专业委员

会 2018 年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一等奖 2018-11-01 1 

湖北省高教学会产学

研合作专业委员会 

工商系 温兴琦 武汉大学教师板书技能大赛 武汉大学教师板书技能大赛 一等奖 2018-06-01 1 武汉大学 

世经系 肖光恩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境内外舆论综述 中宣部 2017 年度舆情信息优秀稿件 其他奖 2018-04-01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世经系 肖光恩 
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

境内外舆论情况 
中宣部 2017 年度舆情信优秀稿件 其他奖 2018-04-01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世经系 肖光恩 中宣部 2016 年度舆情信息工作“优秀个人” 中宣部 2016 年度舆情信息工作奖 其他奖 2018-01-01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世经系 肖光恩 国际舆论分析反全球化浪潮 中宣部 2016 年度舆情信息优秀稿件 其他奖 2018-01-01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世经系 余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

展研究 
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18-09-04 1 湖北省人民政府 

工商系 张三保 滴滴 vs.优步：中国网约车市场的竞合锦标赛 第九届“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一等奖 2018-09-10 1 

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 

管工系 郑君君 面对异质竞买者风投退出困境与量子博弈均衡 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018-09-04 1 湖北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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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成果统计（2018-2021） 

奖励

年度 
应用成果名称 作者\单位 呈报部门 类型 备注 

2021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创新驱动

高质量供给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简新华 人民日报 研究报告 《思想理论动态参阅·财经参阅》第 70 期 

2021 
以“四高一好”为基础构建准确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

体系 
简新华 人民日报 研究报告 《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第 61 期 

2021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 2021 
张三保,张志学

(外校) 
新华社 研究报告 

采纳意见：以《报告：中国整体营商环境逐年向好》为题专题报

道，阅读量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达 81.7 万 

2021 31 省、7 大区域营商环境大比拼：谁是优等生？ 张三保 湖北省人民政府 研究报告 请楚平同志阅示。对照先进找差距，抓细抓实见成效 。王晓东 

2021 国家审计体制改革建议 王永海 审计署办公厅 研究报告 

参加审计署召开的“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座谈会，提出设立中央审

计委员会的建议，会后提交了相关报告，该建议报告为审计署推

进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 

2021 用好自贸区开放平台，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刁莉 
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委

员会政研室 
研究报告 

被作为民盟省委在省政协 7 月份“大力培育外贸企业 助力提升我

省经济外向度”月度专题协商会上的发言材料。 

2021 
对“美德智库称我用多种合同手段推进‘债务陷阱’外

交”的评论 
余振 新华社 研究报告   

2021 APEC 数字经济和创新增长合作的进展、挑战及对策 余振 商务部、外交部 研究报告 为国家领导人参加 APEC 会议提供咨询 

2021 “民主峰会”对我造成的潜在经济风险研判及建议 余振 中央国安办 研究报告   

2021 美国构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做法、影响及我方对策 余振 中央国安办 研究报告   

2021 
美西方媒体对“习拜会”的评价及我国对美经贸谈判的

对策 
余振 中央国安办 研究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 

2021 中美在 WTO 改革中的关键冲突及我国应对策略 余振 中央国安办 研究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 

2021 
美政府打压台积电的措施判断、主要影响、台方反应

及我国的对策 
余振 中央国安办 研究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 

2021 
美西方国家应对我经济反制的举措、主要影响及我国

的对策 
余振 中央国安办 研究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 

2021 
健全共享联动协同机制，着力提升循环畅通能力——

以内外贸一体化推动湖北高质量发展 
余振 湖北省政协 研究报告 湖北省政协主席黄楚平同志批示 

2021 
二十国集团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对浙江省跨国公司的影

响分析 

刘淑春(外校),

李青原 

决策参考 2021 年第 59

期 
研究报告 

浙江省省长郑栅洁、副省长朱从玖、副省长卢山等重要的肯定性

批示 

2021 
借力资本市场增强全产业链优势，助力广州打赢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李青原,左梁

(学生) 

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 
研究报告 

根据广东省政府副省长张新同志的批示意见，部分成果已被广东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采纳，并纳入广东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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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工作方案。 

2021 拜登就任后中美经贸关系新变化与应对 
张建清,陈果

(学生)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办公室 
咨询报告 在成果专报上刊发。 

2021 美对华战略竞争步入法制轨道 
张建清,汤恒运

(学生) 
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 咨询报告 由中央外办邓洪波副主任等批示。 

2021 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的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张建清,孙元元 经济日报社内参编辑部 咨询报告 采纳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2021 关于组织媒体到白鹤滩电站进行专题采访的建议 李健 中共湖北省委 咨询报告 
湖北省省委书记应勇 2021 年 10 月 20 日批示：“正中同志阅

处”。 

2021 关于进一步提高我省公民科学素质的建议 
李健,刘春江

(外校) 
湖北省人民政府 咨询报告 

湖北省省长王忠林 2021 年 7 月 2 日批示：“请菊华同志阅研，并

推动研究这项工作。”副省长肖菊华 7 月 4 日批示“请省科协研

究。所提建议纳入“十四五”规划，我们专项研究一次。” 

2021 居民废弃口罩处置存在的问题应予重视 李健 国务院 咨询报告 

    经陈至立同志签批，通过《决策咨询专报》上报后，受到国

务院有关领导重视。孙春兰副总理 2021 年 2 月 20 日批示：“请

晓伟和蒙徽同志阅。”  

2021 美欧碳关税政策对我影响分析 1 齐绍洲 
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

公厅采用 
咨询报告 

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采用，《科学技术部专报信息》2021

年第 59 期刊发 

2021 欧盟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影响及应对 齐绍洲 
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

公厅采用 
咨询报告 

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采用，《科学技术部专报信息》2020

年第 88 期刊发。 

2021 关于用足用好武汉国家碳市场的建议 齐绍洲 武汉市人民政府 咨询报告 武汉市长程用文批示 

2021 武汉市“十四五”时期人口发展规划思路及政策研究 成德宁,侯伟丽 
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研究报告 

对编制《武汉市十四五人口发展规划》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有价

值的思路。 

2021 关于统筹谋划专项债融资建设项目的建议 1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关于促进形成我国房地产税改革稳定预期的思考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关于有效强化财政预算执行过程监督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关于我国房地产税税制设计的几点思考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关于完善我国房地产税税基评估机制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关于重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关于在政府决算报告中增列“调整预算数”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关于完善财政绩效评价中第三方评估机构管理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关于完善个税申报系统 APP 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关于做好专项债的事前绩效评价工作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关于做好农村脱贫后的乡村振兴工作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关于发挥湖北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关于开通环鄂-湘-赣高铁列车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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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关于促进我国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关于提前应对企业所得税征管由核定征收转向查账征

收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关于尽快制定《湖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咨询报告   

2021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铁路“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风险

及应对策略 

吴先明,李世霞

(学生) 
湖北省有关部门 研究报告   

2021 
打通“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中远海运接管希腊比雷埃

夫斯港案例分析 

吴先明,张浩乐

(学生) 
湖北省有关部门 研究报告   

2021 
“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政治风险：“马来西

亚东海岸铁路项目”案例分析 

吴先明,宋来熙

(学生) 
湖北省有关部门 研究报告   

2021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缘政治风险与对策研究——以

中亚地区为例 

吴先明,WU 

MARCOS 

FEDERICO(学

生) 

湖北省有关部门 研究报告   

2021 
“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及相关

建议 
吴先明 湖北省有关部门 研究报告   

2021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域外不同区域面临的特殊风险分

析 
吴先明 中央有关部门 研究报告   

2021 
美国对华金融制裁可能趋势与我应对策略（国开行领

导批示） 

刘威,刘卫平

(外校) 
国家开发银行 咨询报告 开展美国对华金融政策的研究很有意义，应大力鼓励 

2021 
集中资源 引领示范 加快将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

成为内陆“双循环窗口” 
余振 

武汉市人民政府决策咨

询委员会办公室 
研究报告 

被武汉市市长程用文同志批示，《咨询研究》第 8 期（总第 461

期）（2021 年 4 月 22 日） 

2021 
紧紧抓住同城化这个牛鼻子，加快武汉城市圈突破性

发展 

余振,周明(学

生) 
湖北省政协 研究报告 被湖北省政协主席黄楚平同志批示 

2021 
美西方政府推动 ESG 政治化的最新动向、主要影响

及我方对策 
余振 中央国安办 研究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 

2021 
中国企业通过 SPAC 模式赴美上市的现状、风险及对

策 
余振 中央国安办 研究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 

2021 
武汉市江汉区众创空间（孵化器）调研情况及经营发

展建议 
卫武 

武汉市江汉区科学技术

和经济信息化局等 
咨询报告   

2021 物业公司人脸识别信息安全监管亟待加强 范如国 人民日报社内参 研究报告   

2020 中国各省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与分析 张三保 
中央党校、中国行政体

制改革研究会 
研究报告 中共中央党校主管的《行政改革内参》采纳，2020 年 9 月 

2020 关于应对疫情支持中小企业稳定发展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委宣传部 研究报告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抗击“新冠肺炎”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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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成果要报》采纳，2020 年 2 月 

2020 加快推进湖北“十四五”工业节能减排新发展 李雪松 湖北省委宣传部 研究报告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疫后重振和“十

四五”高质量发展专报《智库成果要报》采纳，2020 年 12 月 21

日 

2020 以科技创新引领湖北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李雪松 湖北省委宣传部 研究报告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疫后重振和“十

四五”高质量发展专报《智库成果要报》采纳，2020 年 12 月 18

日 

2020 创新引领、协同发展，加快构建湖北现代产业体系 李雪松 湖北省委宣传部 研究报告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疫后重振和“十

四五”高质量发展专报《智库成果要报》采纳，2020 年 10 月 26

日 

2020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

响的相关舆论分析与对策建议 

李青原、肖光

恩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进一步促进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肖光恩 湖北省网信办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湖北省第一季度经济数据解读 肖光恩 湖北省网信办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2020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解读：亮点、风险点及

对策建议 
叶初升 中宣部，湖北省网信办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当前我省高校大学生毕业就业情况的舆情报告 肖光恩 湖北省网信办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地摊经济”争议可能引发的社会经济风险 叶初升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近期有关北京疫情防控可能出现的风险点、值得关注

的论调及对策建议 
肖光恩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国际社会对“六四事件”31 周年悼念活动的新变化与

对策建议 
肖光恩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港版国安法”可能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新的经济制裁 肖光恩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港版国安法”可能引发香港和台湾的反击行动与应对

之策 
肖光恩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习近平将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

会的舆论分析报告 
肖光恩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美联储将利率降至零并启动 7000 亿美元量化宽松计

划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肖光恩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习近平首次视察疫情爆发中心城市武汉向世界传递中

国抗疫胜利信心 
肖光恩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专家建言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精神 
肖光恩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有关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病逝的社会舆论分 肖光恩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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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与政策建议 

2020 
有关世卫组织认定武汉肺炎疫情构成全球紧急公共卫

生威胁的国际舆论分析报告 
肖光恩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李文亮的去世应该唤醒对社会对重

大公共卫生疫情事件防控机制的重新认识 
肖光恩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全球疫情、美股熔断与国际资本市场动荡的影响分析

及政策建议 
杨勇、肖光恩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当前湖北（武汉）疫区工作的重点是抗疫情、稳企业

和保民生 

罗知、肖光

恩、胡艺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关于征集江汉大学等武汉市属高校学生宿舍扩大收治

新冠肺炎收治能力的政策建议 

罗知、肖光

恩、赵奇伟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中国各地部署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负影响的

经济政策分析报告 

亢梅玲、肖光

恩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消除和缓解民众恐慌心理

的政策建议 
林玲 中宣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0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生存发展影响的对策建

议 
卫武 

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

室 
研究报告 2020 年 5 月 19 日 

2020 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创新创业环境的冲击及对策建议 温兴琦、卫武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创新发展和开发区管

理处 

研究报告 2020 年 5 月 7 日 

2020 
首次成功大规模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防治、方舱模

式应成为常态预置机制 
范如国 《中办信息专报》 研究报告 2020 年 3 月 10 日 

2020 
大城市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薄弱环节及对策研

究 
范如国 《湖北省智库专刊》 研究报告 2020 年 2 月 20 日 

2020 关于武汉疫情拐点的有关研判及后续防控建议 范如国 
湖北省委《智库成果要

报》 
研究报告 2020 年 2 月 20 日 

2020 美元霸权与我破解策略 刘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办公室《成果专报》 
研究报告 2020 年 5 月 9 日 

2020 
专家建议重视疫情对中国、美欧、东亚经济体“三元”

贸易模式和产业链的冲击 
刘威 湖北省有关部门 研究报告 武汉大学党政办公室证明，2020 年 6 月 15 日 

2020 美国对华金融制裁可能趋势与我应对策略 刘威 
经济日报社《信息专

报》 
研究报告 2020 年 9 月 9 日 

2020 关于在列车上提前申报健康码信息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8 月 9 日 

2020 关于统筹谋划专项债融资建设项目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政协，湖北省民 研究报告 2020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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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2020 
关于全面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公共服务水平

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8 月 19 日 

2020 
关于协助脱贫户转型农产品销售模式、防止返贫的建

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7 月 22 日 

2020 
关于构建确保“六保”资金落地生效的特别转移支付机

制的建议 
刘成奎 民建中央，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7 月 23 日 

2020 
关于完善财政绩效管理  推进我国治理机制与能力现

代化的建议 
刘成奎 民建中央，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7 月 15 日 

2020 关于确保新基建资金财政支出绩效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7 月 16 日 

2020 
关于修改《预算法》，明确县区级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预算审查权限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5 月 16 日 

2020 关于改革完善而非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6 月 18 日 

2020 关于推动落实中期财政规划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5 月 23 日 

2020 关于建立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物资湖北储备基地的建议 刘成奎 民建中央、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5 月 21 日 

2020 关于完善疫情后生活物资在线团购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4 月 16 日 

2020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对策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4 月 23 日 

2020 
科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努力保持我省经济社会

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5 月 30 日 

2020 关于新冠病毒疫情后完善中国治理体系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4 月 29 日 

2020 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经济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刘成奎 
湖北省政协、湖北省民

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4 月 23 日 

2020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支持中小企业稳定发展的建

议 
刘成奎 湖北省民建 研究报告 2020 年 3 月 19 日 

2020 
在全民摄影时代如何加快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研究报告 
李健 文化与旅游部 研究报告 

短信。胡和平部长做出批示：“请资源开发司阅研”。2020 年 9

月 25 日 

2020 持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助推江面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青原 江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研究报告 江西殷美根常务副省长批示，2020 年 9 月 27 日 

2020 正视社区治理盲点，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魏华林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馆

员建言 
研究报告 被省级党政部门采纳，2020 年 10 月 30 日 

2020 强化域内金融机构支持湖北疫后重建的建议 潘敏 湖北省金融监管局 研究报告 2020 年 3 月 17 日 

2020 疫情下支持应急产业发展的措施与建议 李青原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研究报告 2020 年 3 月 29 日 

2020 新冠肺炎疫情对实现全面脱贫攻坚的影响与对策 叶初升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研究报告 2020 年 3 月 29 日 

2020 我国应急产业发展的问题与建议 李青原 光明日报总编室 研究报告 
光明日报内参《情况反映 知识界动态清样》编发刊用并上报中

央，2020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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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湖北急需国家出台中长期扶持政策减轻经济下行压力 宋敏等 光明日报总编室 研究报告 
光明日报内参《情况反映 知识界动态清样》编发刊用并上报中

央，2020 年 3 月 12 日 

2020 
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补齐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发展短

板 
庄子银 光明日报总编室 研究报告 

光明日报内参《情况反映 知识界动态清样》编发刊用并上报中

央，2020 年 4 月 8 日 

2020 改善武汉公积金提取办法 助推武汉消费提振 罗知等 
武汉市人民政府决策咨

询委员会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20 年 4 月 21 日 

2020 加大民营企业纾困政策力度，保障产业链完整运转 罗知 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 研究报告 2020 年 5 月 6 日 

2020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武汉 GDP 的冲击预测及政策建

议 
罗知 武汉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研究报告 2020 年 3 月 27 日 

2020 
《关于湖北争取中央支持，推动疫情后经济恢复与发

展的建议》 
邹薇 

湖北省委办公厅、省委

宣传部 
研究报告 

2020 年 3 月 24 日提交《智库成果要报》（290 期）。得到应勇

书记肯定性批示。湖北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出具了证明材

料。 

2020 
《关于新冠疫情后发展国家健康战略新兴产业集群的

建议》 
邹薇 湖北省政府 研究报告 

2020 年 3 月 16 日向省政府提交《咨询报告》。得到王晓东、黄

楚平等领导批示。 

2020 
《关于新冠疫情后制定经济恢复发展一揽子政策的建

议》 
邹薇 湖北省政府 研究报告 

2020 年 3 月 17 日向省政府提交《咨询报告》。得到黄楚平等领

导批示。 

2020 
《发挥新型城市群协同作用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省域

经济新格局》 
邹薇 湖北省政府 研究报告 

2020 年 6 月 28 日，在省委双月座谈会上发表的主题发言，并提

交建言在省政府《咨询建言》发表。得到常务副省长黄楚平同志

高度肯定和批示。 

2020 《危中寻机，双轮驱动，谋划湖北经济发展新格局》 邹薇 湖北省政府 研究报告 

2020 年 5 月 8 日，应邀参加省委书记应勇同志主持召开的省委

经济专家座谈会，并作发言。得到应勇书记充分肯定。（参见当

天湖北电视台、湖北日报头条报道）全文得到“学习强国”发表。 

2020 
《打造“新工业革命”湖北样本，推进十四五时期湖北

发展再上新台阶》 
邹薇 湖北省政协 研究报告 

2020 年 7 月 9 日，在省政协常委会十四五规划专题协商会上作

了《打造“新工业革命”湖北样本，推进十四五时期湖北发展再上

新台阶》的主题发言。发言得到与会的王晓东省长多次高度肯

定。 

2020 
《推动“新工业革命”，促进武汉市十四五时期发展再

上新台阶》 
邹薇 武汉市政府 研究报告 

2020 年 7 月 31 日，在武汉市政府内参《咨询研究》发表。得到

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同志肯定性批示。 

2020 
《关于联合各部门加强疫情捐赠物资与款项管理的建

议》 
邹薇 湖北省省委 研究报告 

2020 年 2 月 1 日提交省疫情防控指挥部，2 月 2 日获省委主要领

导批示。2 月 6 日省防控指挥部任命万勇副省长负责捐赠物资调

配管理。 

2020 
《关于尽早谋划征用军运会场馆设施用于集中隔离后

期疑似病患的建议》 
邹薇 武汉市政府 研究报告 

市政府内参。2020 年 2 月 2 日获时任市长周先旺同志肯定性批

示，并付诸实施。2 月 5 日第一批方舱医院建成收治病患。疫情

期间累计建成 16 家方舱医院，治愈 1.2 万人。 



 

 55 

2020 
《关于疫情期间暂停商超门店零售业务、推广线上+

团购的建议》 
邹薇 武汉市政府 研究报告 

市政府内参。2020 年 2 月 17 日获时任市长周先旺同志肯定性批

示。徐洪兰副市长负责 

2020 
《关于调动市民积极性创建无疫情小区社区，做好复

工复业准备的建议》 
邹薇 武汉市政府 研究报告 

市政府内参。2020 年 3 月 10 日获时任市长周先旺同志肯定性批

示。副市长胡亚波、刘子清、李强同志负责。 

2020 《关于武汉市疫情后支持中小企业恢复发展的建议》 邹薇 武汉市政府 研究报告 
市政府内参。2020 年 3 月 31 日获时任市长周先旺同志肯定性批

示。副市长胡亚波、徐洪兰、李强同志负责。多部门办理。 

2020 
《关于疫情后采用一体化敬老卡取代老年人乘车 IC

卡的建议》 
邹薇 武汉市政府 研究报告 

市政府内参。2020 年 4 月 3 日获时任市长周先旺同志肯定性批

示。多部门办理实施。 

2020 
《关于将发展国家健康战略新兴产业集群纳入“新基

建”规划的建议》 
邹薇 武汉市政府 研究报告 

市政府内参。2020 年 4 月 7 日获时任市长周先旺同志肯定性批

示。多部门办理实施。 

2020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湖北定位与区域发展》 邹薇 湖北省省委 研究报告 

2020 年 10 月 22 日在应勇书记主持召开的省“十四五”规划编制

研讨会上，第一个发言，向应勇书记直接建言。提出明确“湖北

在哪里？”，找准湖北经济发展的区位、地位和定位，把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十四五和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入推进，以不断优

化的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发言得到应勇书记高

度肯定。 

2020 《湖北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议》 邹薇 湖北省省委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30 日硬要参加湖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在应勇书

记出席的会议上发言，向应勇书记直接建言。明确提出建设以战

略新兴产业为引领，以高端制造业为支撑、以现代服务业为驱动

的现代产业体系。发言得到应勇书记高度肯定。（参见当天湖北

电视台、湖北日报头条报道） 

2020 《推动新时代思想大解放 肩负高质量发展新使命》 邹薇 湖北省政协 研究报告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应勇书记出席的省政协第十二届第四次大

会上发言，向应勇书记直接建言。发言得到应勇书记高度肯定。

（参见当天湖北电视台、湖北日报头条报道） 

2020 《关于湖北疫后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建议》 邹薇 湖北省政府 研究报告 

2020 年 3 月 23 日，应邀参加王晓东省长主持展开的省政府经济

专家座谈会，第一个发言，向省长直接建言。发言得到王晓东省

长高度肯定。（参见当天湖北电视台、湖北日报报道） 

2020 
《关于征用军运会场馆设施用于集中隔离疑似病患的

建议》 
邹薇 湖北省政协 研究报告 

2020 年 2 月 1 日提交省疫情防控指挥部，2 月 2 日获省委主要领

导批示，并付诸实施。2 月 5 日第一批方舱医院建成收治病患。

疫情期间累计建成 16 家方舱医院，治愈 1.2 万人。为推动建设

方舱医院应对迎请的重大创新做出了贡献。省政协把此建言作为

2020 年度重要建言成果，在 2021 年举行的省政协大会上进行表

扬。（参见湖北电视台、湖北日报相关报道） 

2020 
《关于武汉市十四五目标定位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建议》 
邹薇 湖北省省委 研究报告 

2020 年 11 月 8 日，在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同志

主持召开的武汉市“十四五”规划编制研讨会议上发言。着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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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取积极果断有效的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提

升经济动能。得到王忠林书记高度肯定。 

2020 《十四五期间武汉的发展环境、困难与对策建议》 邹薇 武汉市政协 研究报告 

2021 年 1 月 18 日在武汉市政协第十三届第五次大会上发言。得

到亲自参加会议的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同志高度

肯定。（参见湖北电视台、武汉电视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相

关报道） 

2020 
《关于提振发展信心 大力推进我市疫后招商引资的

建议》 
邹薇 武汉市政协 研究报告 

2020 年 7 月 2 日，在武汉市政协常委会上发言。得到与会的湖

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同志高度肯定。 

2020 
《关于当前武汉疫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几点紧急建

议》 
邹薇 国家政协 研究报告 2020 年 2 月 7 日提交全国政协。得到全国政协社情民意采纳。 

2020 
《关于联合各部门加强疫情捐赠物资与款项管理的建

议》 
邹薇 武汉市政府 研究报告 

市政府内参。2020 年 2 月 1 日获时任市长周先旺同志肯定性批

示。李强副市长负责捐赠物资调配管理。 

2020 《湖北经济恢复发展需加强统筹支持》 邹薇 湖北省政协 研究报告 
《人民政协报》2020 年 4 月 7 日。登载本人对湖北经济恢复形

势的分析，以及本人提出的重建经济发展新基础的六大建议。 

2020 

《人民政协报》2020 年 5 月 1 日《大考亦是机

遇》、5 月 3 日《湖北省政协委员献计疫后重振湖北

经济记》 

邹薇 湖北省政协 研究报告 

《人民政协报》2020 年 5 月连续登载长篇报道。报道了本人积

极建言，推动湖北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事迹。得到中国网等多家媒

体转载。 

2020 
《武汉方舱医院的经济社会效益对提升城市治理体系

的启示》 
邹薇 人民论坛网 研究报告 

2020 年 3 月 18 日，在“人民论坛网”“中国经济网”发表。多家媒

体转载。 

2020 《提前布局，有效应对湖北经济恢复与发展问题》 邹薇 人民论坛网 研究报告 
2020 年 4 月 1 日，在“人民论坛网”发表长篇专稿。多家媒体转

载。 

2020 
《转为为机，捕捉国家健康战略产业发展的风口机

遇》 
邹薇 人民论坛网 研究报告 

2020 年 4 月 14 日，在“人民论坛网”发表。提出抢抓时机，把生

命健康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新基建”和“十四五”规划，进行统

筹规划的建议。 

2020 《关于湖北疫后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建议》 邹薇 湖北省政府 研究报告 2020 年 5 月发表在省人民政府《决策与咨询》第 3 期。 

2020 《关于疫后湖北经济重振与发展的建议》 邹薇 湖北省政协 研究报告 
2020 年 6 月 15 日，在省政协专题协商会上发言。得到常务副省

长黄楚平同志高度肯定和批示。 

2020 
《关于千方百计支持我省民营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建

议》 
邹薇 湖北省政协 研究报告 

2020 年 6 月 29 日，在省政协专题协商会发言。得到省委常委尔

肻江 吐拉洪同志高度肯定。 

2020 《双轮驱动 推动十四五高质量产业规划与发展》 邹薇 湖北省政协 研究报告 

2020 年 6 月 5 日，在省政协十四五规划网络议政会上发言。得

到省政协主席徐立全同志高度肯定。全省各地市州政协通过网络

参会，全省超过 200 万各界人事参与讨论和留言。 

2020 《民营企业对湖北优化营商环境措施的评价与建议》 邹薇 湖北省政协 研究报告 
2020 年 10 月 24 日，在省政协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监督总结会议

上发言。得到省政协主席徐立全同志和与会省发改委、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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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省统计局等各职能部门主要领导肯定。 

2020 
《关于“十四五”时期湖北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建

议》 
邹薇 湖北省发改委 研究报告 

2020 年 8 月 14 日，在省发改委发言。提出的建议得到省发改委

编制十四五规划采纳。 

2020 《关于湖北自贸区深化改革创新措施的几点意见》 邹薇 湖北省商务厅 研究报告 
2020 年 8 月 20 日，在省商务厅发言。提出的建议得到省商务厅

编制十四五规划采纳。 

2020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十四五时期湖北现代

化产业发展》 
邹薇 湖北省政协 研究报告 

2020 年 9 月 22 日，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省政协重点课题研究，完

成研究报告，并提交省委。得到省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 

2020 《关于编制十四五时期湖北产业发展规划的建议》 邹薇 湖北省政协 研究报告 
2020 年 10 月 31 日，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完成省政协报送省委主

要领导。在省十四五规划中得到采纳。 

2020 《积极融入双循环新格局 激发活力稳投资促重振》 邹薇 湖北省政协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8 日，在省政协专题协商会上发言。得到省政协主

席徐立全同志高度肯定。 

2020 《找准武汉定位，打造“新工业革命”的武汉样本》 邹薇 武汉市政协 研究报告 

2020 年 9 月 28 日，在武汉市政协十四五规划网络议政会上发

言，得到与会各部门领导高度肯定，“长江网”同步在线超过 70

万市民参与互动。 

2020 《营商环境评估与优化营商环境的湖北对策》 邹薇 湖北省发改委 研究报告 

2020 年 10 月 19 日，应邀参加省发改委举行的全省营商环境经

验交流和干部培训会议，作报告。得到与会 150 余名各地市州干

部的好评。 

2020 
《总结疫情防控经验教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 
邹薇 湖北日报 研究报告 2020 年 3 月 14 日，应《湖北日报》之约，撰写发表。 

2020 《化危为机，奋勇进取谋发展》 邹薇 湖北日报 研究报告 
2020 年 4 月 20 日，在《湖北日报》发表的长篇理论文章，提出

疫后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加快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建议。 

2020 “修复与重建：重振信心，武汉的未来指向这里”。  邹薇 湖北之声 研究报告 
“湖北之声”。2020 年 3 月 25 日，应邀接受“湖北之声”专访，播

出后引起良好反响。 

2020 
 “听，城市复苏的声音” ，“布局武汉，今年几多凤

凰来”  
邹薇 湖北之声 研究报告 

“湖北之声”。2020 年 5 月 8 日，接受“湖北之声”专访，播出后听

众反响热烈，得到“学习强国”转发。 

2020 “把消费券用在实处”，接受湖北电视台新闻联播采访 邹薇 湖北电视台 研究报告 
湖北电视台。2020 年 4 月 17 日点评发放消费券、刺激疫后消费

复苏的政策。 

2020 

湖北“百星 百亿线上促销”活动，两次接受湖北电视

台新闻联播采访（武汉“最强”直播天团全城带货；专

家解读：全城带货，带来什么？） 

邹薇 湖北电视台 研究报告 

湖北电视台。2020 年 5 月 10、11 日点评湖北“百星 百亿线上促

销”活动，提出加快发展云上电商、提高湖北产品质量和美誉

度，提振信心、增进市场活力，推动湖北产品走出去的建议。 

2020 
中国参与以人为本的 APEC 经济技术合作的策略选

择 
余振 

外交部国际司，商务部

国际经贸关系司，南开

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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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有关第 13 轮中美经贸谈判前中美副部级官员对话的

国际舆论报告 陈继勇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再度升级对中国关税至

25%是典型的要挟行为 陈继勇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政府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并对美

国联邦快递公司立案调查的举动是应对美国制裁华为

的一种新反制措施” 陈继勇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及其应对 陈继勇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咨询报告   

2019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几点建议 何国华 湖北省人民政府 

咨询报告 
建议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请银弟同志组织相关部门，认真逐

条研究，提出采纳实施的具体意见报我。 

2019 
关于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对老科协工作重要批示 进一

步发挥我省老科技工作者作用的建议 李健 中共湖北省委 
咨询报告 

省委书记姜超良批示：“请艳玲、菊华同志阅示。此件抄楚平同

志。” 

2019 
关于盛隆电气集团实行群体老板制的调研 李健 国家发改委 

咨询报告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正部级）批示：“请政研室、综合司

阅研。” 

2019 关于完善湖北省交通违章违法信息处理的建议 刘成奎 武汉市民建 咨询报告   

2019 
关于做好 2019 年财政工作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政协；民建湖北

省委    
咨询报告 

  

2019 关于完善我国国有资产报告工作的几点建议 刘成奎 民建湖北省委会 咨询报告   

2019 关于进一步提高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建议 刘成奎 民建湖北省委 咨询报告   

2019 广大中小企业冀盼分享增值税改革红利 刘成奎 民建湖北省委 咨询报告   

2019 关于发挥养老金中央调剂金制度的建议 刘成奎 

中央统战部信息专刊刊

用；民建中央；民建湖

北省委 

咨询报告 
中央统战部信息专刊刊印，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并抄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2019 
关于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运行的建议 刘成奎 

全国政协《每日社

情》；民建湖北省委 
咨询报告 

  

2019 
有关中国对约 750 亿美元美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国际舆

论综述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获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2019 
美拟对我 3000 输美元输美商品征收关税对湖北省中

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影响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当前经济形势舆情的主流舆论、值得关注的问题及意

见政策建议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有关企业家群体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舆论情况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韩国瑜获得国民党 202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资格

的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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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有关中国大陆暂停赴台自由行的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有关国务院港澳台和香港中联办在深圳共同举办香港

局势座谈会的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有关英国新首相约翰逊的国际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际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有关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国际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有关外媒报道刘鹤副总理拒绝美国核心要求及第 13

轮中美贸易谈判前景的国际舆情分析报告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释放松绑华为的新信号并不意

味着未来中美经贸谈判能顺利进行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有关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的国际舆情综述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近期有关第 13 轮中美贸易谈判结果负面评价的国际

舆情报告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国际舆论认为在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习近平即将对朝

鲜进行国事访问将展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作用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对约 750 亿美元美国商品征收关税

的反制措施再次表明了中国在经贸谈判中的立场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2019 有关当前经济形势的国际舆情分析报告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获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2019 
国际媒体对中美贸易舆论战评价变化的特征、趋势及

应对策略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获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2019 
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 5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新

征关税的国际舆论综述及相关错误言论分析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获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2019 有关审议《外商投资法》的国际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获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2019 
国际舆论认为人民币汇率跌破 7 是中美经济冲突在新

战场中的重要表现 肖光恩 中央中央宣传部 
咨询报告 

获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2019 以高质量发展引领转型发展  发挥鄂东转型示范区的

引领和带动作用 杨艳琳 

黄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咨询报告 

黄石市市委书记董卫民签批：这是一个有质量的报告，各位社科

联的专家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向他们表示感谢。对报告中相

关好的建议要积极采纳，进一步促进我市高质量发展。 

2019 

发展芯金融 助力芯产业 余振 湖北省人民政府 

咨询报告 

湖北省副省长黄楚平：《报告》很有参考价值。请发改、经信、

金融相关方面阅研。并创新金融政策措施，助力我省芯片产业健

康发展 

2019 

建国际化武汉，以高质量开放落实“一芯两带三区” 余振 

湖北省人民政府、中共

湖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

部 

咨询报告 

湖北省统战部部长尔肯江.吐拉洪：请昌宏同志阅，智库要学习

宣传部社科院工作方式，围绕重大问题组织专家深入研究并提出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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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亚太主要经济体的数字贸易政策趋势及中国对策 余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国际经济司 
咨询报告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APEC 问题决策咨

询研究”，为我国参加 2019 年 APEC 智利会议提供的咨询报告 

2019 

基于无标度网络的主权信用风险传染及应对策略研究 张培 

湖北省人民政府金融管

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咨询报告 

该研究报告提出的主权信用风险防控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和可操作性，为新常态下我国政府金融风险监控与管理，以及有

关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2018 
高度重视全球产业链转移新趋势，培育湖北发展新动

能 
陈立敏 

湖北省王晓东省长批

示、省政府政研室采纳 
咨询报告 湖北省省长王晓东批示 2018.7.1 

2018 
不因高级化而偏离合理化，构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的优化产业结构 
陈立敏 

湖北省曹广晶副省长批

示、湖北省国资委采

纳，人民日报内参部主

办《内部参阅》 

咨询报告 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批示 2018.11.1 

2018 2017 年湖北省商贸流通业发展报告 李雪松 湖北省商务厅采纳 咨询报告 湖北省商务厅 2018.11.30 

2018 世界营商环境“前八”经济体的经验及对浙江的启示 叶初升 浙江省委、省政府采纳 咨询报告 
发表于《决策咨询》2018 年第 27 期；获浙江省省委书记车俊、

省长袁家军、常务副省长冯飞批示。2018.9.27 

2018 
北上广等兄弟省市打造优质高效营商环境对浙江的启

示 
叶初升 浙江省人民政府采纳 咨询报告 

发表于《预测与分析》2018 年第 19 期，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高兴

夫和王文序两位副省长批示，2018.7.12 

2018 关于组建湖北创新创业学院 李燕萍 湖北省教育厅采纳 咨询报告 见鄂教育文[2018]80 号文，2018.7.11，陈安利副省长批示 

2018 关于大力推进湖北省保险型社会建设的建议 齐子鹏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研究

室采纳 
咨询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王玲同志批示 2018.7.20 

2018 湖北省人口发展规划（2018-2030 年） 成德宁 湖北省发改委采纳 咨询报告 
该规划已通过评审并上报国家发改委，目前已正式公布实施。

2018.10.1 

2018 美国打中美贸易战的目的何在、错在何处？ 简新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采

纳 
咨询报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8.9.5 

2018 必须澄清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几种误解 简新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采

纳 
咨询报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8.6.20 

2018 关于推动摄影进一步服务和融入旅游经济的建议 李健 中国文联采纳 咨询报告 

本篇咨询报告被中国文联采用，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李前光 2018 年 8 月 18 日做了批示，要求中国摄影机协

会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2018 
关于盛隆电气集团坚守实体经济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

调查研究 
李健 

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采

纳 
咨询报告 

本篇咨询报告被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采用，工业与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 2018 年 7 月 14 日做了批示，强调“现在特别需要这样的典

型案例”。 

2018 
农村社会保险（保障）、农村生态环境领域标准体系

研究（三期） 
卢洪友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采纳 咨询报告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采纳 2018/1/17 

2018 关于尽快完善湖北省交通违章违法信息处理的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政协、湖北省民 咨询报告 民建湖北省委，2018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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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采纳 

2018 关于落实个税 6 项附加扣除的建议 刘成奎 
民建中央、湖北省政

协、湖北省民建采纳 
咨询报告 民建湖北省委，2018 年 11 月 8 日 

2018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修改建议 刘成奎 
湖北省政协、湖北省民

建 
咨询报告 民建湖北省委，2018 年 11 月 8 日 

2018 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什么经济学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 简新华 中宣部 咨询报告 入选中央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理论研讨会 

2018 《当前贸易战中我国的有效应对战略》 范如国 
中央办公厅有关刊物采

用 
咨询报告 中央办公厅 

2018 实施“江汉平原经济区”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 范如国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

2018 年 4 月 
咨询报告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2018 年 4 月 

2018 关于 WTO 改革的国际舆论综述报告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当前有关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2018 年中国台湾九合一选举相关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有关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对中美贸易战影响的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10 月份以来经济领域新论调 肖光恩 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咨询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2018 
有关“美国对价值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

国际舆论综述 
肖光恩 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咨询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2018 
国外媒体有关美国《2019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签

署通过的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外媒聚焦中国 14 年之后首修宪的舆情分析报告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有关美国对 5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国际舆论

综述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近期有关中美贸易战即将开启的国外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签署联合声明的国际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当前有关经济金融领域风险因素的相关舆论综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美国白宫突然宣布征收 25%关税的 500 亿美元中国

产品名单：舆论认为美国对中美经贸磋商的诚意有待

考量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有关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的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需要注意有关中美贸易磋商联合声明的相关网络舆论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国外有关中美贸易谈判结果的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中东局势再掀波澜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西班牙认为中国已经构建了“五围”全球战略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有关中美贸易冲突所引发的几个基本的判断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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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有关中美贸易冲突升级的国内外舆论综述 肖光恩 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咨询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2018 美朝将举行历史性首脑会晤,引起世界舆论高度关注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社会普遍舆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

过具有重大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当前思想理论界关于改革开放的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有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负面声音需要引起注意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舆论批评主流媒体对 14 日巴以冲突的报道罔顾事实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2018 年湖北省经济舆情分析报告 肖光恩 
湖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 
咨询报告 湖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18 中美贸易摩擦引发意识形态的几个问题 肖光恩 
湖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 
咨询报告 湖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18 2019 年意识形态的几个问题 肖光恩 
湖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 
咨询报告 湖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18 意识形态左右之争的事实材料 肖光恩 
湖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 
咨询报告 湖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18 近期外媒有关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舆论综述 肖光恩 
湖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 
咨询报告 湖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18 
中美贸易战刹车之际中国放松网络监控受社会赞扬：

这是中国文化自信 
肖光恩 

湖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 
咨询报告 湖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18 近期有关房地产价格舆论情况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

话的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2018 有关当前经济形势的舆论形势的舆论综述 肖光恩 中宣部 咨询报告 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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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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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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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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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研究生国内外竞赛获奖项目情况（2020-2021） 

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国内外竞赛获奖项目（2020-2021） 

序号 年度 奖项名称 获奖作品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组织单位名称 

组织单

位类型 

获奖人姓名 

硕士生 博士生 

1 2020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赛 
美瑞健康 

高校主赛道 成长组 

金奖 
2020 年 10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湖北组委会 
政府 徐子萌  

2 2020 
2020 第四届全国高校商务英语知

识竞赛决赛 
 第一名 2020 年 7 月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

业委员会 
政府 焦蒙  

3 2020 
湖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湖北

省选拔赛女子组 
 第五名 2020 年 11 月 湖北高校足球赛组委员会 政府 刘婷  

4 2020 
湖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湖北

省选拔赛女子组 
 第五名 2020 年 11 月 湖北高校足球赛组委员会 政府 刘雅婷  

5 2020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赛 

大展宏“图”RongMap——创新

GIS 应用城乡智慧管家 
红旅赛道商业组铜奖 2020 年 10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湖北组委会 
政府 张冰钰  

6 2020 
2020 年第十届 MathorCup 高校数

学建模挑战赛 
 全国三等奖 2020 年 6 月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

数学研究会（中国科协所

属学会） 

协会  余博林 

7 2020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赛 

大展宏“图”RongMap——创新

GIS 应用城乡智慧管家 
红旅赛道商业组铜奖 2020 年 10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湖北组委会 
政府 孙田旭  

8 2020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 

见智——基于区块链隐私计算

的全国信用科技第一品牌 

高教主赛道创意组全

国银奖 
2020 年 10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组织委员会 
政府  刘燚爽 

9 2020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赛 

见智——基于区块链隐私计算

的全国信用科技第一品牌 

高教主赛道创意组湖

北省金奖 
2020 年 10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湖北组委会 
政府  刘燚爽 

10 2020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 

合生科技 ——革新构建天然

产物“武器库” 

高教主赛道创意组全

国铜奖 
2020 年 10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组织委员会 
政府  刘燚爽 

11 2020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赛 

合生科技 ——革新构建天然

产物“武器库” 

高教主赛道创意组湖

北省金奖 
2020 年 10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湖北组委会 
政府  刘燚爽 

12 2020 
第十二届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

电子信息行业比赛 

见智——基于区块链隐私学习

的信用科技平台 
团队组全国二等奖 2020 年 10 月 

第十二届中国深圳创新创

业大赛组委会 
政府  刘燚爽 

13 2020 
“金山云杯”湖北省第三届“我梦见

——楚天创客”大赛 

见智——基于区块链隐私学习

的信用科技平台 
湖北省金奖 2020 年 8 月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组委会
政府  刘燚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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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湖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14 2020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 

大隐科技——四维隐身吸波蜂

窝开创者 

高教主赛道最佳创意

奖 
2020 年 10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组织委员会 
政府 菅泽华  

15 2020 
第二十三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

球联赛（湖北赛区） 
 女子甲组第一名 2020 年 12 月 湖北大学生体育协会 政府 王新雅  

16 2020 2020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A 类二等奖 2020 年 11 月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

究会 
政府 易珺  

17 2020 2020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A 类三等奖 2020 年 11 月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

究会 
政府 张义坤  

18 2020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赛 

梦想珈：与逆行者同行与新时

代共进——打造全国首个大学

生与中小学生双向教育的课外

思想引领育人模式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公益组湖北省金

奖 

2020 年 10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湖北组委会 
政府 杨晨旭  

19 2020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 

梦想珈：与逆行者同行与新时

代共进——打造全国首个大学

生与中小学生双向教育的课外

思想引领育人模式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公益组全国铜奖 
2020 年 10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组织委员会 
政府 杨晨旭  

20 2021 
第十一届华为财务精英挑战赛全

球总决赛 
 冠军 2021 年 5 月 华为集团财经人力资源部 其他 沙淑洁  

21 2021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赛 

可承重蓄水道路——让城市建

立在硬海绵之上 

高校主赛道 研究生

创意组 银奖 
2021 年 7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湖北组委会 
政府 张文  

22 2021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赛 

零碳催化--开创媒化工行业

“碳中和”新时代 

高校主赛道 研究生

创意组 银奖 
2021 年 7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湖北组委会 
政府 赵世豪  

23 2021 
建行杯第四届“我梦见——楚天创

客”大赛 

零碳催化--开创媒化工行业

“碳中和”新时代 
湖北省银奖 2021 年 7 月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组委会

办公室 

湖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政府 赵世豪  

24 2021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赛 

零碳催化--开创媒化工行业

“碳中和”新时代 

高校主赛道 研究生

创意组 银奖 
2021 年 7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湖北组委会 
政府  杨理斯 

25 2021 第 23 届中国大学生篮球二级联赛  女子组第十名 2021 年 7 月 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政府 王新雅  

26 2021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赛 

合生科技 ——革新构建天然

产物“武器库” 

高校主赛道 师生共

创组 
2021 年 7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湖北组委会 
政府 张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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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21 
第十一届华为财务精英挑战赛全

球总决赛 
 冠军 2021 年 5 月 华为集团财经人力资源部 其他 师恩泽  

28 2021 
第十一届华为财务精英挑战赛全

球总决赛 
 冠军 2021 年 5 月 华为集团财经人力资源部 其他 王念硕  

29 2021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赛 
AIoT 智慧社区服务 赛产业命题赛道铜奖 2021 年 7 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湖北组委会 
政府 宿昕  

30 2021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能源经济学术

创意大赛 

中国全面脱贫引致的居民消费

碳排放核算 
二等奖 2021 年 5 月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

数学研究会 
协会 张简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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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博士研究生发表学术期刊论文汇总表（2018-2021） 

序号 学科名称 姓 名 论文题目 
发表        

年份 
期刊名称 说明 

1 理论经济学 何勇 
集聚科技创新资源 优化双创生态

环境 
2018 内参 其他 

2 理论经济学 王百升 以增强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018 《人民日报》理论版 其他 

3 理论经济学 龚红果 
通过深化改革为小微企业纾难解困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018 人民日报（理论版） 其他 

4 理论经济学 龚红果 
论县域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的制约

因素及对策思路 
2018 湘潭大学学报 CSSCI 

5 理论经济学 邓国清 大数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18 探索与争鸣 CSSCI 

6 理论经济学 杨佩鸿 

灾难性医疗支出对中国居民家庭之

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 CFPS 调查

数据的研究 

2018 江汉论坛 CSSCI 

7 理论经济学 杨佩鸿 

自然灾害对中国居民家庭之间收入

差距的影响--基于 CFPS（2014）调

查数据的研究 

2018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

学版 
CSSCI 

8 理论经济学 李伟航 精准扶贫要在“准”和“实”上下功夫 2018 经济日报理论版 B- 

9 理论经济学 彭欢 
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机理及中国对

策 
2018 中国软科学 B 

10 理论经济学 吴方 
对接发展需求 提升合作质量——

深化一带一路经济合作 
2018 人民日报（理论版） 其他 

11 理论经济学 吴方 竞争性混合所有制企业监管探讨 2018 天津社会科学 CSSCI 

12 理论经济学 胡姜 中国经济奇迹的政治原因 2018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CSSCI 

13 理论经济学 陈志 

中国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及其

机理检验——基于中国 2005-2015

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2018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C 

14 理论经济学 徐子蒙 
基于地理国情普查成果的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核算方法 
2018 测绘学报 EI 

15 理论经济学 徐子蒙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理论的探

讨 
2018 财务与会计 其他 

16 理论经济学 邓钺 论全面从严治党的经济伦理之维 201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CSSCI 

17 理论经济学 陈蓉 晚清洋商保险买办探讨 2018 保险研究 CSSCI 

18 理论经济学 陈蓉 
中国特色保险业改革的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 40 年回顾与思考 
2018 财经问题研究 CSSCI 

19 理论经济学 秦国骏 

沪深港通对 AH 股市场收敛的影

响：扭曲作用还是矫正作用？——

基于交叉上市公司股票的实证分析 

2018 南京社会科学 CSSCI 

20 理论经济学 冯伟东 
制度和政策不确定性下的创新决策

与经济增长过程 
2018 财经理论与实践 CSSCI 

21 理论经济学 袁飞兰 
劳动收入份额、总需求与劳动生产

率 
2018 中国工业经济 CSSCI 

22 理论经济学 袁飞兰 
劳动份额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性及

其影响效应 
201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报 
CSSCI 

23 理论经济学 马占利 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测度及致因 2018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CSSCI 

24 理论经济学 马占利 中国机会不平等的测算与分解 2018 经济问题探索 CSSCI 

25 理论经济学 唐晶星 

银行竞争与产业升级——基于中国

制造业“省份·行业·时间”三维数据

的实证分析 

201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CSSCI 

26 理论经济学 唐晶星 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中美经贸摩擦 2018 光明日报(理论版) 其他 

27 理论经济学 蔡智全 为经济社会发展 筑牢人才基础 2018 经济日报（理论版） 其他 

28 理论经济学 华锐 

经济增长动力是研发的直接效应还

是溢出效应———基于改进菲德模

型的研究 

2018 科技进步与对策 CSSCI 

29 理论经济学 何清 行业间人力资本错配及其对产出的 2018 中国工业经济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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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30 理论经济学 李宏武 FDI、知识产权与中国的专利结构 2018 研究与发展管理 CSSCI 

31 理论经济学 李宏武 
贸易、知识产权与出口企业创新:基

于美国 337 调查的实证分析 
2018 世界经济研究 CSSCI 

32 理论经济学 许晨 为什么和怎样编写《经济学原理》 2018 政治经济学报 CSSCI 

33 理论经济学 李春晖 
"新经济“背景下提升我国科技创新

能力的策略研究 
2018 经济纵横 CSSCI 

34 理论经济学 王曼莉 

全球价值链中的“比较优势陷阱”—

基于整体网和国别面板数据的实证

分析 

2018 国际贸易问题 CSSCI 

35 理论经济学 陈大波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商

品贸易潜力的实证研究 
2018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CSSCI 

36 理论经济学 蒋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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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江汉论坛 CSSCI 

37 理论经济学 钱旭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用好三招 2018 经济日报理论版 B- 

38 理论经济学 刘诺 
国际技术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

槛效应研究 
2018 研究与发展管理 CSSCI 

39 理论经济学 叶晓华 在全球创新变局中加速开放创新 2018 光明日报理论版 B- 

40 理论经济学 徐佳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低碳国际竞争力 

——基于二十国集团“波特假说”的

再检验 

201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CSSCI 

41 理论经济学 徐佳 
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2018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CSSCI 

42 理论经济学 林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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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经济研究 CSSCI 

43 理论经济学 吴杨伟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升级版的探讨

——新型全球化经济要素流动的视

角 

2018 国际贸易 CSSCI 

44 理论经济学 吴杨伟 
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吸收问题研究进

展——兼述一个理论框架 
2018 国际贸易问题 CSSCI 

45 理论经济学 吴杨伟 再论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2018 经济学家 CSSCI 

46 理论经济学 胡文哲 
Research on exchange rate pass-

through effect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roach 

2018 
Concurrency 

Computation 
EI 

47 理论经济学 黄国华 
长江经济带碳减排潜力与低碳发展

策略 
2018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CSSCI 

48 理论经济学 赵晓梦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hina'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carbon-intensive industries 

2018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CI 

49 理论经济学 冯英杰 

全域旅游视角下的博物馆文化旅游

发展研究——基于游客满意度的调

查 

2018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50 理论经济学 冯英杰 
城市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对农民工市

民化的影响 
2018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CSSCI 

51 理论经济学 冯英杰 
生态移民工程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

展的系统动力学研究 
2018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CSSCI 

52 理论经济学 冯英杰 
生态移民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的系统

研究述评 
2018 中国民族学 CSSCI 

53 理论经济学 刘少慧 

Integrated emergy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of HUzhou mullberry-dyke 

and fish-pond systems 

2018 Sustainability B 

54 理论经济学 吴华君 
创新驱动与核心技术突破是高质量

发展的基石 
2018 中国软科学 B 

55 理论经济学 吴华君 以创新驱动核心技术能力提升 2018 人民日报（理论版） B- 

56 应用经济学 郑雷 
“胡焕庸线”假说及其新发展:基于学

说史视角的考察 
2018 贵州社会科学 CSSCI 

57 应用经济学 董旭 新发展理念与中国区域经济学科创 2018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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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版） 

58 应用经济学 董旭 
新发展理念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重点 
2018 长江技术经济 其他 

59 应用经济学 郑开元 
保险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与促进机

制 
2018 甘肃社会科学 CSSCI 

60 应用经济学 杜宇 
偏向型技术进步对长江经济带全要

素能源效率影响研究 
2018 《中国软科学》 CSSCI 

61 应用经济学 程文辉 
基于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的预算效

率激励机制设计 
2018 财政研究 CSSCI 

62 应用经济学 张磊 财政行为波动影响了外贸失衡吗 2018 国际贸易问题 CSSCI 

63 应用经济学 谢颖 
特殊受益人为轨道交通付费：理论

假设与经验检验 
2018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CSSCI 

64 应用经济学 谢颖 可持续消费理论研究新进展 2018 经济学动态 CSSCI 

65 应用经济学 杜亦譞 

公共教育融资的平等与增长效应 

——基于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双重视

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201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CSSCI 

66 应用经济学 李佳颖 

Fiancial compensation strategy of PPP 

project based on game theory and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2018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 
SCI 

67 应用经济学 李佳颖 

PPP 定价的决定力量及利益博弈测

度——基于中国高速公路 PPP 项目

的证据 

2018 财贸研究 CSSCI 

68 应用经济学 赵常恒 

effects of infrastructure and tax 

burden o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s provincial data 

2018 

Journal of Advanced 

Oxidation 

Technologies 

SCI 

69 应用经济学 徐啸 

信息通信能力能否增强地方财政民

生回应--基于互联网等现代 ICT 的

角度 

2018 当代财经 CSSCI 

70 应用经济学 邹甘娜 
能源价格冲击与货币政策的特征事

实研究—基于 SVAR 模型 
2018 宏观经济研究 B- 

71 应用经济学 邹甘娜 
2018 年度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

士与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 
2018 经济学动态 C 

72 应用经济学 刘啟明 

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污染减排效应再

研究——基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化

的视角 

2018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CSSCI 

73 应用经济学 朱耘婵 

Do Urban Subway Openings Reduce 

PM2.5 Concentr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2018 Sustainability B 

74 应用经济学 赵圣伟 
基于金融审计大数据的证券市场异

常交易模型探讨 
2018 审计研究 CSSCI 

75 应用经济学 杨宏略 

基于泰勒规则的人民币汇率预测研

究：兼论多种汇率决定模型预测比

较 

2018 世界经济研究 CSSCI 

76 应用经济学 蓝天 
中国利率变动的非对称效应——基

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2018 统计与决策 CSSCI 

77 应用经济学 刘姗 
中央银行借贷便利货币政策工具操

作与货币市场利率 
2018 经济学动态 CSSCI 

78 应用经济学 罗洪鑫 
风险资本的“价值增值”功能分析—

—基于网络信息披露的视角 
2018 南开管理评论 CSSCI 

79 应用经济学 张羽 

转型背景下我国 OFDI 结构演化分

析——基于“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

国需求结构”的双重视角 

2018 国际贸易问题 CSSCI 

80 应用经济学 张羽 

创新驱动发展中的金融结构与经济

增长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视角

下的中国经验 

2018 宏观经济研究 CSSCI 

81 应用经济学 向丽锦 
货币政策、收入分配及经济福利—

—基于 DSGE 模型的贝叶斯估计 
2018 财贸经济 CSSCI 

82 应用经济学 向丽锦 
低利率一定会推升通货膨胀吗？—

—基于时间频率双尺度下连续小波
2018 金融经济学研究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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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的实证分析 

83 应用经济学 童晶 
Analysis of financial structure 

stability based on agent algorithm 
2018 

Journal of advanced 

oxidation technologies 
SCI 

84 应用经济学 童晶 

国家治理体系完善有助于促进金融

稳定吗？----基于全球 214 个国家的

数据检验 

2018 经济管理 CSSCI 

85 应用经济学 袁歌骋 
金融去杠杆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

的影响 
2018 财贸经济 CSSCI 

86 应用经济学 周闯 
预调微调、货币市场利率波动与利

率走廊机制 
2018 国际金融研究 CSSCI 

87 应用经济学 周上尧 零利率下限、汇率传递与货币政策 2018 统计研究 CSSCI 

88 应用经济学 梁虎 
政府与市场不同主导模式下农地抵

押贷款供给意愿研究 
2018 现代财经 C 

89 应用经济学 曹冬梅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

战略思考 
2018 中国软科学 CSSCI 

90 应用经济学 韩龙艳 
当前民间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

考 
2018 新华文摘 其他 

91 应用经济学 韩龙艳 
进一步激发我国民间投资活力的战

略思考 
2018 学习与实践 CSSCI 

92 应用经济学 杨嵋 
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战

略思考 
2018 江淮论坛 CSSCI 

93 应用经济学 杨嵋 
金融风险特征及防控风险的战略思

考 
2018 天津社会科学 CSSCI 

94 应用经济学 肖祎平 
How Far Has China's Urbanization 

Gone? 
2018 sustainability SSCI 

95 应用经济学 肖祎平 
中国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及其时空

特征 
2018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CSSCI 

96 应用经济学 万鹏博 
中国非对称外汇风险暴露的实证研

究——基于行业层面数据的分析 
2018 国际贸易问题 CSSCI 

97 应用经济学 彭博 
联盟合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IPO 

估值及绩效的影响分析 
2018 统计与决策 CSSCI 

98 应用经济学 司登奎 
泰勒规则、股价波动与人民币汇率

动态决定 
2018 国际金融研究 CSSCI 

99 应用经济学 李杏 

中国金融系统需要警惕哪一种主权

债务——基于 CCA 模型和 ARDL-

ECM 模型 

2018 学习与实践 C 

100 应用经济学 孙宁 
基于 CARA 效用的帕累托最优地震

指数保险设计 
2018 保险研究 CSSCI 

101 应用经济学 郑鹏飞 

FLOW SHOP SCHEDULING 

OPTIMIZATION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Q-LEARN ALGORITHM AND 

PROCESS VALUE EVALUATION 

ALGORITHM 

2018 

ACADEMIC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EI 

102 应用经济学 郑良辰 
高铁对沿线中型城市的经济拉动效

应评估 
2018 改革 CSSCI 

103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毛征兵 

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探究——基于复杂性系统科学视角 
2018 经济问题探索 CSSCI 

104 
管理科学与

工程 
马静洲 

以全域水规划引领“大水经济”的融

合发展 
2018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CSSCI 

105 
管理科学与

工程 
马静洲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国际对比研

究 
2018 河南社会科学 CSSCI 

106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夏可 

愿景驱动、演化博弈与环境污染治

理进路 
2018 江汉论坛 CSSCI 

107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甄俊丽 

供应链企业合作竞争机制演化博弈

分析 
2018 

JOURNAL OF 

ADVANCED 

OXIDATION 

TECHNOLOGIES 

SCI 

108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吕少杰 

产品售后服务捆绑销售与营销策略

演化 
2018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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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王向民 

公平与效率视角下排污权有偿分配

机制的实验研究 
2018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CSSCI 

110 
管理科学与

工程 
蔡明 

基于量子反应均衡的排污企业生产

决策的有限理性研究 
2018 管理评论 CSSCI 

111 
管理科学与

工程 
董莉莉 

The dynamic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government subsidy strategies in 

low-carbon diffusion considering the 

behavior of heterogeneous agents 

2018 Energy Policy SCI 

112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王璐 

考虑消费者环境意识及企业有限理

性的生产决策研究 
2018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CSSCI 

113 
管理科学与

工程 
肖蕾 

Optimizing pricing and inventory in a 

supply chain with supply-hub 
201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ing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I 

114 工商管理 胡育波 
会税差异及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估

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2018 财会通讯 CSSCI 

115 工商管理 孟捷 互联网平台会计信息系统构建 2018 

JOURNAL OF 

ADVANCED 

OXIDATION 

TECHNOLOGIES 

SCI 

116 工商管理 李追阳 “双重管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2018 管理学报 CSSCI 

117 工商管理 李追阳 反腐败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2018 财经论丛 CSSCI 

118 工商管理 宋子龙 
审计项目团队行业专长类型、 审

计费用溢价与审计质量 
2018 会计研究 CSSCI 

119 工商管理 刘芬芬 
能力不足还是独立性缺失——基于

污点审计师审计质量的实证检验 
2018 审计研究 CSSCI 

120 工商管理 范蕊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时滞的影

响:效率观还是投入观? 
201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报 
CSSCI 

121 工商管理 李晓 并购商誉与审计服务定价 2018 审计研究 CSSCI 

122 工商管理 李晓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Capital 

Market 

2018 Sustainability SSCI 

123 工商管理 娄汇阳 
规模与垄断如何影响企业商业模式

创新 ——对熊彼特假说的新检验 
2018 学习与实践 CSSCI 

124 工商管理 靳小平 
我国移动政务的驱动因素、存在问

题及发展对策 
2018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学报 
CSSCI 

125 工商管理 陈清民 

Th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Adaptability on Career Success in 

Shipping Enerprises Based on Trust 

2018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SSCI 

126 工商管理 张晓燕 
相似还是不同？伙伴相似性在横向

运输协同的中介效应研究 
2018 商业经济与管理 CSSCI 

127 工商管理 吏林山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有企业高

管隐性腐败的影响研究 
2018 

《南开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CSSCI 

128 工商管理 谢清伦 
谦逊型领导与员工主动担责：角色

宽度自我效能与目标导向的作用 
2018 中国软科学 CSSCI 

129 工商管理 高厚宾 
海外并购异质性、吸收能力与企业

研发投入 
2018 珞珈管理评论 CSSCI 

130 工商管理 高厚宾 

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并购、政治关联

与创新绩效—基于并购异质视角 

的解释 

2018 国际贸易问题 CSSCI 

131 工商管理 钱向阳 
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运营商数字化

转型的战略分析 
2018 中国软科学 CSSCI 

132 工商管理 张雨 
海外并购、产业创新绩效与工业生

产率增长——传导机制及其检验 
2018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CSSCI 

133 工商管理 刘钢 

Study on Measurement of Green 

Productivity of Tour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China 

2018 Sustainability SSCI 

134 工商管理 叶珍 

互联网行业环境与企业竞争行动之

间的协同演进———基于国内团购

行业的案例研究 

2018 珞珈管理评论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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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工商管理 赵小雨 

区域创新能力、农业经济与生态环

境协调发展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

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2018 科技进步与对策 CSSCI 

136 工商管理 郭兴华 探索优化电商扶贫的现实路径 2018 
经济日报（理论周

刊） 
其他 

137 工商管理 郭群 
新时代我国能源政策的发展趋势与

推进路径 
2018 学习与实践 CSSCI 

138 工商管理 郭群 
Risk evaluation model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wind power project in 

China: based on fuzzy theory 

2018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Mathematic 

EI 

139 工商管理 张怀阁 

Technology Licensing in a Network 

Product Market: Fixed-Fee versus 

Royalty Licensing 

2018 
ECONOMIC 

RECORD 
SSCI 

140 工商管理 陈武 众创空间平台组织模式研究 2018 科学学研究 CSSCI 

141 工商管理 陶雅 
组织情境下差错学习的激发与跨层

转化：图式理论视角 
2018 华东经济管理 CSSCI 

142 工商管理 陶雅 
创业退出: 基于系统文献综述法的

研究回顾与展望 
2018 经济管理 CSSCI 

143 工商管理 梁燕 

人才之争拼什么? ——基于人才城

市居留意愿与行为影响因素及作用

机制的研究 

2018 科技进步与对策 CSSCI 

144 工商管理 梁燕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的结构维度

与影响作用——基于中国情境的扎

根理论研究 

2018 经济管理 CSSCI 

145 工商管理 赵鹤 
团队时间领导与团队创新行为:基于

团队从工作中的心理解脱视角 
2018 南开管理评论 CSSCI 

146 工商管理 梁昊 
国有企业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改

革路径 
2018 学习与实践 CSSCI 

147 工商管理 赵璇 
基于社会嵌入视角的企业可见性和

脆弱性对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反应 
2018 预测 B- 

148 工商管理 陈文 

江苏省科技领军人才引进与培育政

策演进脉络——2003-2017 年政策

文本内容分析 

2018 科技进步与对策 C 

149 工商管理 周正 

Dynamic evolution and regulation of 

vulnerability of chemical economic 

system 

2018 
Chemic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EI 

150 工商管理 陈智勇 
基于社会网络的虚拟性产品创新和

扩散机制研究 
2018 湖北大学学报 CSSCI 

151 工商管理 卢小静 
Consumer Xenocentrism: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2018 

Journal of Advanced 

Oxidation 

Technologies 

SCI 

152 工商管理 卢小静 
The Impact of Consumer’s Local-

Global Identity on the Evaluation of 

Global versus Local Product 

2018 

Journal of Discrete 

Mathematical Sciences 

& Cryptography 

EI 

153 工商管理 周名丁 加强培育国际高端品牌 2018 光明日报(理论版) 其他 

154 工商管理 潘志华 
基于角色理论的顾客参与对顾客满

意的影响机制研究 
2018 管理学报 CSSCI 

155 工商管理 崔朋朋 
从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两方面入手

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2018 人民日报理论版 其他 

156 工商管理 崔朋朋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Paper 

Industry and Listed Companies 

Implementing Management Buy-out 

2018 PaperASIA EI 

157 工商管理 王伊礼 
组合促销与消费者思维加工模式对

消费者冲动性购买的影响研究 
2018 学海 CSSCI 

158 工商管理 朱亮亮 
数字内容资源产品运营平台规划与

运营策略研究 
2018 科技与出版 C 

159 工商管理 王凤玲 
多代理人之间的横向监督机制：研

究述评与展望 
2018 学习与实践 CSSCI 

160 工商管理 王凤玲 
杀鸡真的能儆猴吗？---分销商观察

者视角惩罚力度与惩罚公平的协同
2018 珞珈管理评论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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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研究 

161 工商管理 王进 

企业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与企业间

机会主义行为： 双刃剑效应的作

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 

2018 管理世界 CSSCI 

162 工商管理 吴光胜 
适用融合趋势，增强竞争优势，加

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2018 人民日报理论版 其他 

163 工商管理 张磊 
顾客主动社会化对顾客遵从和医疗

服务结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2018 管理学报 CSSCI 

164 工商管理 张婷 
多点接触、市场进入与企业绩效间

关系的实证研究 
2018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CSSCI 

165 工商管理 贾煜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基于新兴经

济体企业的视角 
2018 中国工业经济 CSSCI 

166 工商管理 王正荣 色彩营销研究:回顾与展望 2018 外国经济与管理 C 

1 理论经济学 马宇佳 
土地价格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研究 
2019 宏观经济研究 B- 

2 理论经济学 聂长飞 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2019 社会科学战线 C 

3 理论经济学 秦国骏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特点、机遇与

展望 
2019 光明日报理论版 其他 

4 理论经济学 马占利 家庭背景、代际传递与教育不平等 2019 中国工业经济 CSSCI 

5 理论经济学 蔡智全 
异质性消费群体奢侈品购买行为差

异研究——基于 CHFS 
2019 财经问题研究 CSSCI 

6 理论经济学 任兆柯 
生产网络视角下宏观波动的微观来

源研究进展 
2019 经济学动态 CSSCI 

7 理论经济学 任兆柯 

经济学中的网络分析与网络的经济

学研究 ——经济学框架与网络分

析方法的视界融合及其评述 

2019 学术月刊 CSSCI 

8 理论经济学 白婧 
Catalytic Function of Coas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Inland 

Economy 

2019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SCI 

9 理论经济学 叶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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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CSSCI 

10 理论经济学 徐灿 
利率汇率平价关系、中美利差与中

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关联性 
2019 统计与决策 CSSCI 

11 理论经济学 徐灿 

Dynamic relevance between interest 

rate and exchange rate parity.the Sino-

US interest spread and China's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2019 

Basic&Clinical 

Pharmacology&Toxico

log 

SCI 

12 理论经济学 刘璐 
汇率、利率波动对各非金融行业收

益率影响分析 
2019 河南社会科学 CSSCI 

13 理论经济学 王梓楠 
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如何影响中国

企业出口？ 
2019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CSSCI 

14 理论经济学 杨旭丹 
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及其空间协调

——外资研发嵌入提升视角 
2019 国际贸易问题 CSSCI 

15 理论经济学 杨旭丹 

贸易竞争性、互补性及贸易潜力—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美加

墨统计数据的分析 

2019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CSSCI 

16 理论经济学 彭华荣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D 

Investment on Income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Direct and 

Spatial Spillover Insights 

2019 Sustainability SCI 

17 理论经济学 彭华荣 

Is energy efficiency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catching up or 

falling behind? Evidence from a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2019 Applied Energy SCI 

18 理论经济学 单航 
基于投资环境视角的中印两国利用

FDI 规模差异研究 
2019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C 

19 理论经济学 陈果 
基于竞合理论视角的中美贸易摩擦

研究 
2019 经济问题探索 C 

20 理论经济学 冯英杰 
生态移民农地流转及其收入效应研

究 
2019 经济问题探索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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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理论经济学 潘昌健 

Health Inequality Among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B 

22 理论经济学 吴华君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下的创新型城市

建设——基于西安创新型城市的思

考 

2019 中国科技论坛 C 

23 理论经济学 吴华君 
让资本赋能大湾区全球创新高地建

设 
2019 南方经济 C 

24 理论经济学 吴华君 以品牌建设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019 人民日报（理论版） B- 

25 应用经济学 杜宇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

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2019 《科技进步与对策》 CSSCI 

26 应用经济学 王云霄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家庭异质

性决策和收入差距 ——基于风险

分担的视角 

2019 财政研究 CSSCI 

27 应用经济学 覃凤琴 
个人素质、家庭状况与农民工就业

区域的选择 
2019 统计与决策 CSSCI 

28 应用经济学 彭小准 
税收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

效应 
2019 统计与决策 CSSCI 

29 应用经济学 罗婵 

企业减税是否会加剧收入不平

等?——基于“营改增”准自然实验的

研究 

201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报 
CSSCI 

30 应用经济学 罗婵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Integrity 

on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2019 Sustainability SSCI 

31 应用经济学 陈澄 
Evaluation of Port Logistics 

Competitiveness in China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019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SSCI 

32 应用经济学 王宙翔 
努力与儿童认知能力——基于 CES

函数的实证检验 
2019 经济学动态 CSSCI 

33 应用经济学 王宙翔 中国居民收入不公平的测度与分解 2019 统计与决策 CSSCI 

34 应用经济学 曹鸿杰 
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下财政支出的环

境效应 
2019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CSSCI 

35 应用经济学 刘啟明 

环境保护税能实现“减污”和“增长”

么? ———基于中国排污费征收标

准变迁视角 

2019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CSSCI 

36 应用经济学 邢晓东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

的区域性异同分析 
2019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CSSCI 

37 应用经济学 陈喆 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9 人民论坛 CSSCI 

38 应用经济学 陈喆 

Vitamin Nutrition for Employees and 

Risk Assessment System of Internet 

Finance based on Mixed Equilibrium 

Game 

2019 

ARCHIVOS 

LATINOAMERICAN

OS DE NUTRICION 

SCI 

39 应用经济学 刘琦 
流动性覆盖率的监管机理、影响及

优化 
2019 国际金融研究 CSSCI 

40 应用经济学 张泽华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差异性研究—

—基于央行沟通、法定存款准备金

率、基准利率的对比分析 

2019 经济问题探索 CSSCI 

41 应用经济学 张泽华 
资本账户开放下的宏观审慎政策和

货币政策组合研究 
2019 世界经济研究 CSSCI 

42 应用经济学 程坤 

地票交易、土地出让与房地产开发

——基于贝叶斯 VAR 模型的实证

研究 

2019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CSSCI 

43 应用经济学 吕纤 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 2019 管理科学 CSSCI 

44 应用经济学 杨逸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与新兴国

家资本流入逆转 
2019 现代经济探讨 CSSCI 

45 应用经济学 杨逸 

国际资本流动大幅逆转对新兴国家

经济增长都是负效应吗？——全球

化资本流出管制的优化实施 

2019 国际金融研究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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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应用经济学 付强 

A win-win outcome betwee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2019 Sustainability SSCI 

47 应用经济学 付强 
利用“双支柱”调控助力供给侧改革

的对策研究 
2019 中州学刊 CSSCI 

48 应用经济学 袁歌骋 
家庭部门债务、经济增长与金融稳

定 
2019 现代经济探讨 CSSCI 

49 应用经济学 周闯 

宏观审慎监管、房地产市场调控和

金融稳定——基于贷款价值比的

DSGE 模型分析 

2019 国际金融研究 CSSCI 

50 应用经济学 兰晓梅 
我国影子银行与信用货币创造 —

——基于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视角 
2019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 

CSSCI 

51 应用经济学 兰晓梅 

影子银行对我国货币供给及传统信

贷的影响 ——从信用货币创造到

央行升级宏观审慎管理 

2019 《湖北社会科学》 CSSCI 

52 应用经济学 尤阳 
日本央行负利率宽松货币政策的传

导效果及其启示 
2019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CSSCI 

53 应用经济学 尤阳 

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滞与对策建议 

——基于欧洲央行影子利率的数据

检验 

2019 国际金融研究 CSSCI 

54 应用经济学 吴逸凡 
中国失业率的动态变化及区域差异

的实证检验 
2019 统计与决策 CSSCI 

55 应用经济学 周上尧 
利率冲击、资本流动与经济波动—

—基于非对称视角的分析 
2019 经济研究 CSSCI 

56 应用经济学 范伟 
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去了哪?——基

于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检验 
2019 当代经济科学 C 

57 应用经济学 黄彤彤 

中村惠美对实证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2019 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2019 经济学动态 CSSCI 

58 应用经济学 甘煦 
债券信用评级膨胀：原因、影响及

对策 
2019 经济学动态 B- 

59 应用经济学 梁虎 
农地抵押贷款参与、农户增收与家

庭劳动力转移 
2019 改革 C 

60 应用经济学 梁虎 
供给型和需求型信贷配给及影响因

素研究 
2019 经济与管理研究 C 

61 应用经济学 彭承亮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效应 2019 上海经济研究 C 

62 应用经济学 彭承亮 
互联网金融业对传统金融业风险溢

出效应研究 
2019 证券市场导报 C 

63 应用经济学 付晨玉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

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分析 
2019 中国农村经济 CSSCI 

64 应用经济学 杨嵋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要深化资本市

场改革——兼谈科创板赋能创新发

展 

2019 经济学动态 CSSCI 

65 应用经济学 吴沁沁 
中美经贸摩擦对经济形势的影响及

对策研究 
2019 财政研究 B- 

66 应用经济学 王远洋 
城市规模、产业结构与二、三产业

间劳动生产率差异 
2019 统计与决策 C 

67 应用经济学 刘彩云 
production workshop schedule 

optimization based on hybrid colony 

algorithm 

2019 

Academic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EI 

68 应用经济学 刘彩云 
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创新驱动

战略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2019 统计与信息论坛 CSSCI 

69 应用经济学 孙宁 
基于半参数分位数回归法的地震损

失研究 
2019 统计与决策 CSSCI 

70 应用经济学 郑鹏飞 

SPATIAL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DISTRIBUTION AND 

CHANGE OF MINORITY 

2019 EKOLOJI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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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71 应用经济学 郑良辰 
量化史学视角下中国统计制度史研

究 
2019 统计与决策 CSSCI 

72 应用经济学 郑良辰 加强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2019 人民日报（理论版） 其他 

73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沈婧 

Enterprise Supervision Research on 

Carbon Emission Based on Perfect 

Bayesian Equilibrium 

2019 EKOLOJI SCI 

74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沈婧 

Research on Greenwashing Marketing 

and Consumer Behaviors based on 

Perfect Bayesian Equilibrium 

2019 EKOLOJI SCI 

75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王喜灿 

坚持底线思维 防范化解国企重大

风险 
2019 人民论坛 CSSCI 

76 
管理科学与

工程 
赵振学 

西北旅游业生态文明导向与投融资

创新 
2019 甘肃社会科学 C 

77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孙康泰 

生产学习效应下供应链战略库存策

略研究 
2019 珞珈管理评论 CSSCI 

78 
管理科学与

工程 
任启毓 

How Elastic Demand Affects Bidding 

Strategy in Electricity Market: An 

Auction Approach 

2019 Energies SCI 

79 
管理科学与

工程 
任启毓 

Optimal Decision in a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 under Potential 

Information Leakage 

2019 Symmetry SCI 

80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秦颖 

湖库泥沙资源化多目标优化配置研

究综述 
2019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CSSCI 

81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秦颖 

Multi-objective optimal allocation of 

sediment resources based on the 

subjective trade-off rate method 

2019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CI 

82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王璐 

Research on low-carbon diffusion 

considering the game among 

enterprises in the complex network 

context 

2019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SCI 

83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张兵 

基于无标度网络的绿色出行选择行

为研究 
2019 中国管理科学 CSSCI 

84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张兵 

信息反馈对排污权组合拍卖影响的

实验研究 
2019 管理评论 CSSCI 

85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杨明淼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Interaction on Public Pro-

Environmental Behavior 

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SCI 

86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王建成 

Horizontal capacity sharing between 

asymmetric competitors 
2019 Omega SSCI 

87 
管理科学与

工程 
陈文嫚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in public 

good game with deposit 
2019 Chinese physics B B- 

88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林金钗 

Study of game models and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a low-carbon 

supply chain with an altruistic retailer 

under consumers’ low-carbon 

preference 

2019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B 

89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林金钗 

考虑利他行为的低碳供应链决策模

型及其复杂性分析 
2019 软科学 C 

90 
管理科学与

工程 
许明嫄 

Research on Group Choice Behavior 

in Green Travel Based on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and Complex 

Network 

2019 SUSTAINABILITY SSCI 

91 
管理科学与

工程 
许明嫄 

Modeling Group Behavior to Study 

Innovation Diffusion Based on 

Cognition and Network: An Analysis 

for Garbag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Shanghai, China 

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SCI 

92 
管理科学与

工程 
郝鹏 

Study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hina's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based 

on multi-period ST-LMDI model 

2019 Energy B 

93 管理科学与 郝鹏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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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of CO2 Emissions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China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94 工商管理 李粉莉 力促高质量实体企业健康发展 2019 经济日报智库版 其他 

95 工商管理 冯志华 
环境保护、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与企

业投资研究 
2019 经济体制改革 CSSCI 

96 工商管理 刘芬芬 
注册会计师在风险导向审计中包含

了未来经营风险吗 
2019 珞珈管理评论 CSSCI 

97 工商管理 孙迪 
绿色产品市场中政府最优补贴政策

的确定 
2019 管理学报 CSSCI 

98 工商管理 孙迪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特征、CEO 权力

与公司盈余信息质量 
2019 当代会计评论 CSSCI 

99 工商管理 余思明 
管理层业绩目标松弛、高管激励与

企业风险承担 
2019 预测 CSSCI 

100 工商管理 丁龙飞 集团集中负债影响企业创新吗 2019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CSSCI 

101 工商管理 丁龙飞 

海外背景董事与债务融资成本—基

于董事会咨询和监督职能的中介效

应 

2019 管理评论 CSSCI 

102 工商管理 王露萌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公司避税 2019 会计研究 CSSCI 

103 工商管理 王露萌 
XBRL 财务报告提高了会计信息可

比性吗？ 
2019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CSSCI 

104 工商管理 汪芸倩 异常审计费用与分析师语调 2019 审计研究 CSSCI 

105 工商管理 汪芸倩 
CFO 兼任董秘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

量吗? 
2019 会计研究 CSSCI 

106 工商管理 程利敏 
资本市场开放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

调整——基于陆港通的实验检验 
2019 国际金融研究 C 

107 工商管理 张哲 

控股股东干预与国有上市公司薪酬

契约有效性:来自董事长/CEO 纵向

兼任的经验证据 

2019 会计研究 B 

108 工商管理 比乐 

Direct impact of inflow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Pakistan: a bonds testing 

approach 

2019 

ECONOMIC 

RESEARCH-EKONO-

MSKA 

ISTRAZIVANJA

（SSCI) 

B 

109 工商管理 冯熠 
标杆房企绩效管理创新-以恒大、万

科和龙湖为例 
2019 企业管理 其他 

110 工商管理 徐心吾 
真实型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

影响机制 
2019 中国软科学 B- 

111 工商管理 杨东升 
供应商竞争性广告下零售商的信息

共享策略研究 
2019 珞珈管理评论 CSSCI 

112 工商管理 谢清伦 

盛隆“群体老板制”管理模式及其要

素构成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分

析 

2019 科技进步与对策 CSSCI 

113 工商管理 郭新玉 
Statistic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network 
2019 Physica A SSCI 

114 工商管理 郭新玉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for the Chines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network 

2019 Physica A SSCI 

115 工商管理 宗利成 

移动支付企业的创新选择:技术能力

与 CEO 经验的双重视角——基于

支付宝与财付通的双案例研究 

2019 中国软科学 CSSCI 

116 工商管理 钱向阳 

家族涉入的异质性对企业研发投入

的影响研究  —— 市场化程度与

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2019 中国软科学 CSSCI 

117 工商管理 倪艳霞 
宏观经济视域下风险投资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研究 
2019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CSSCI 

118 工商管理 张雨 
海外并购提升了产业技术创新绩效

吗——制度距离的双重调节作用 
2019 南开管理评论 CSSCI 

119 工商管理 张楠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2019 现代经济探讨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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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的比

较研究 

120 工商管理 刘钢 促进农产品流通业健康发展 2019 经济日报（理论版） 其他 

121 工商管理 邹增明 
冗余资源、CEO 产出型职能经验对

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 
2019 管理学报 B- 

122 工商管理 叶珍 

政治关联是否影响行业和地域多元

化战略的绩效产出?———来自中

国民营部门的证据 

2019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CSSCI 

123 工商管理 张玉梅 

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是否产生了价

值：基于 PSM 和 DID 的实证方法

检验 

2019 世界经济研究 B- 

124 工商管理 黄剑 
衍生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基

于嵌入与脱嵌的二元动态平衡视角 
2019 经济与管理研究 CSSCI 

125 工商管理 黄剑 

市场竞争、政府资源配置方式与企

业创新投入———中国高新技术企

业的证据 

2019 经济管理 CSSCI 

126 工商管理 周韵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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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中国软科学 CSSCI 

127 工商管理 陈紫若 
权力优势、贸易依赖与他国外交政

策相似性——中国美国的比较分析 
2019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CSSCI 

128 工商管理 严楷 
银行管制放松、地区结构性竞争 

与企业风险承担 
2019 南开管理评论 CSSCI 

129 工商管理 严楷 

通货膨胀预期、非对称性贬值与利

润跨期转移——基于账税差异的实

证检验 

2019 会计与经济研究 CSSCI 

130 工商管理 杨朦 

The built environment of schools: 

Access to unhealthy food outlets and 

outdoor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2019 Cities B 

131 工商管理 龙贤义 
Financial Performance Gap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2019 sustainability B 

132 工商管理 王聪 为中小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2019 经济日报（理论版） 其他 

133 工商管理 杨咸华 
职场排斥与网络怠工：工作嵌入的

调节作用 
2019 技术经济 CSSCI 

134 工商管理 杨咸华 

Evaluation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Ef？ciency of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Marine Insurance 

Industry Based on Malmquist Index 

Mode 

2019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SSCI 

135 工商管理 王琳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Narcissistic leader on Subordinates’ 

Followership under the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2019 EKOLOJI SCI 

136 工商管理 徐镔 

Research on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technology based on 

multimedia remote image analysis 

2019 

EURASIP Journal on 

Image and Video 

Processing 

SCI 

137 工商管理 徐镔 
企业员工伦理行为的滴漏效应分析-

--基于社会责任心视角 
2019 江汉论坛 CSSCI 

138 工商管理 龚湛雪 
Ibuprofen Drug Management and 

Centralization Strategy of 

Pharmaceutical Retail Enterprises 

2019 

BOLETIN DE 

MALARIOLOGIA Y 

SALUD AMBIENTAL 

SCI 

139 工商管理 赵鹤 
组织学习与企业预测能力——基于

组织注意力视角 
2019 科研管理 CSSCI 

140 工商管理 王烁砾 

Linking Proactive Personality to Life 

Satisfac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Mediation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Moderation of Positive 

Reciprocity Beliefs 

2019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SSCI 

141 工商管理 梁昊 

伦理领导更替一定会影响员工组织

公民行为吗? ———一个中介调节

模型 

2019 预测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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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工商管理 黄光忠 

modern rules governing the peaceful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from doctrines and 

theories to conventional principles 

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research 

C 

143 工商管理 骆元静 
变革策略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

响研究 
2019 管理学报 B- 

144 工商管理 陈海波 以智慧城市建设助推高质量发展 2019 经济日报（理论版） 其他 

145 工商管理 温振洋 
促进人城产融合发展—厚植特色小

镇产业发展根基 
2019 人民日报理论版 其他 

146 工商管理 刘建军 

Tourism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Policies: Differences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ourists 

2019 Sustainability SSCI 

147 工商管理 于雪 
在线评论的口碑溢出效应及其在品

牌间的差异研究 
2019 外国经济与管理 CSSCI 

148 工商管理 朱亮亮 

《简谈专业内容资源的专题数据库

建设——兼谈大学出版社学术数据

库建设经验》 

2019 《科技与出版》 CSSCI 

149 工商管理 王魁 

Exploring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product exports and foreign 

technology imports for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c firms 

2019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SSCI 

150 工商管理 王锦堂 

Examining Drivers of Br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The 

Moderation of Product, Brand and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2019 Sustainability SSCI 

151 工商管理 龚璇 

Capturing Associations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of 

Brands from Social Tags 

2019 Sustainability SSCI 

152 工商管理 简佩茹 
社会资本要素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探讨 
2019 学习与实践 CSSCI 

153 工商管理 简佩茹 
高新技术企业社会资本促进创新绩

效提升的机理及途径 
2019 科技进步与对策 CSSCI 

154 工商管理 简佩茹 组群营销研究述评 2019 管理学报 CSSCI 

155 工商管理 张磊 
顾客主动社会化对任务持续参与意

愿的影响研究 
2019 管理学报 CSSCI 

156 工商管理 张伟 
网络化营销能力及其对营销绩效的

影响-基于企业知识基础理论 
2019 珞珈管理评论 CSSCI 

157 工商管理 张伟 
如何应对非正式竞争？不同产品创

新战略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2019 管理评论 CSSCI 

158 工商管理 郑仕勇 
网络关系与口碑“爆点”识别：基于

社会影响理论的实证研究 
2019 南开管理评论 CSSCI 

159 工商管理 郑仕勇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Structure on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A View Based on 

Market Segmentation 

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learning 

EI 

160 工商管理 王丽影 

Research on sharing intention 

form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burden of ownership and fashion 

consciousness 

2019 Sustainability SSCI 

161 工商管理 王丽影 
Influence of awe on green 

consump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2019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SSCI 

162 工商管理 张婷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Political Ties on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Mediation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Legitimacy 

2019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SSCI 

163 工商管理 雅森 

CHINESE SMARTPHONE 

BRANDS: GENDER, CONSUMERS 

BEHAVIOURAL AND 

ATTITUDINAL LOYALTY 

2019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S 

C 

164 工商管理 贾煜 

How Do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SR 

Affect Employees' Work 

Engagement? Exploring Multiple 

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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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on Mechanism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65 工商管理 肖皓文 
更进一步还是重新开始? ———思

维模式对消费者新产品采用的影响 
2019 中国软科学 CSSCI 

166 工商管理 文胜雄 
企业家道德不均衡行为对企业家形

象评价的探索性研究 
2019 营销科学学报 B- 

167 工商管理 朱亮亮 

简谈专业内容资源的专题数据库建

设——兼谈大学出版社学术数据库

建设经验 

2019 科技与出版 C 

1 理论经济学 何勇 
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关键在于协同

推进 
2020 经济日报理论版 其他 

2 理论经济学 彭欢 中国人工智能的经济风险及其防范 2020 人文杂志 CSSCI 

3 理论经济学 罗亚兰 提升国有企业创新力的着力点 2020 经济日报理论版 其他 

4 理论经济学 马宇佳 

土地价格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研究——基于全国 105 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2020 宏观经济研究 CSSCI 

5 理论经济学 马宇佳 
论 FDI 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的异质

性 
2020 国际贸易问题 B- 

6 理论经济学 聂长飞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省际现状

的分析比较 
2020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 
CSSCI 

7 理论经济学 聂长飞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测度：1978-2018 2020 经济学家 C 

8 理论经济学 兰海 
大数据、分立知识的整合与经济发

展 
2020 河北学刊 CSSCI 

9 理论经济学 冯伟东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保就业的

重要前提 
2020 光明日报理论版 其他 

10 理论经济学 陈亮恒 
High-speed railway, market access 

and economic growth 
2020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SSCI 

11 理论经济学 陈亮恒 
高速铁路开通对企业生产率的影

响： 传导机制与实证检验 
202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CSSCI 

12 理论经济学 白婧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

实证检验 
2020 统计与决策 CSSCI 

13 理论经济学 叶琴 

Technology gap, global value chain 

and carbon intensity: Evidence from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2020 Energy Policy SSCI 

14 理论经济学 倪夏 
医疗保险治理现代化与医疗供给侧

改革——国外前沿研究述评及启示 
2020 国外社会科学 B- 

15 理论经济学 陈晓佳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不了中国经济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 
2020 光明日报理论版 B- 

16 理论经济学 陈晓佳 

企业减负政策执行与地方政府配套

改革——基于晋升激励下地方官员

行为视角 

2020 社会科学辑刊 C 

17 理论经济学 舒义文 

双向 FDI 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

研究——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

展的路径探索 

2020 东南学术 C 

18 理论经济学 马玉婷 
人力资本及其与技术进步的适配性

何以影响了农业种植结构 
2020 中国农村经济 CSSCI 

19 理论经济学 许晨 
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及

其收敛性研究 
20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EI 

20 理论经济学 吴方 
家庭农场经营规模、 信贷获得与

固定资产投资 
2020 经济纵横 CSSCI 

21 理论经济学 陈大波 

Trade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B&R: A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Trade 

Competitiveness and 

Complementarity 

2020 
Wiley/Pacific 

Economic Review 

SSCI（B

刊） 

22 理论经济学 钱旭 
东道国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

入模式的影响 
2020 江汉论坛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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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理论经济学 杨光星 
中国碳价格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

的影响研究 
2020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CSSCI 

24 理论经济学 李保霞 
竞争国视角下的汇率传递：事实和

机制分析 
2020 世界经济 CSSCI 

25 理论经济学 胡文哲 

Determining Whether Trade Can 

Affect Regional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20 SUSTAINABILITY SSCI 

26 理论经济学 李知睿 
恐怖袭击、反恐行动与贸易效率：

袭击目标异质性的视角 
2020 世界经济研究 CSSCI 

27 理论经济学 李知睿 

“中巴经济走廊”周边国家恐怖主义

与出口贸易——一个引力模型的新

研究范式 

2020 经济科学 CSSCI 

28 理论经济学 王薇 
欧盟碳排放权价格的波动特征及影

响因素实证研究 
2020 生态环境与保护 CSSCI 

29 理论经济学 单航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装备出口的

影响研究 
2020 世界经济研究 B 

30 理论经济学 陈果 
进口贸易、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生

产率进步 
2020 科学学研究 B- 

31 理论经济学 刘竞择 
上海原油期货与国际原油价格联动

性问题研究 
2020 世界经济研究 cssci 

32 理论经济学 杨格 新冠疫情与中美关系重塑 2020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cssci 

33 理论经济学 张瑾 探索中国特色自贸区开放升级之路 2020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学校奖励

期刊 

34 理论经济学 肖尧 

The Response of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to an Epidemic: 

Evidence from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2020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B- 

35 理论经济学 付明辉 

Effects of public health policies on the 

health status and medical service 

utilization of Chinese internal 

migrants 

2020 
China Economic 

Review 
SSCI，B+ 

36 理论经济学 潘昌健 中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问题研究 2020 武汉大学出版社 权威 

37 理论经济学 刘少慧 武汉市劳动力转移的环境效应分析 2020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CSSCI 

38 理论经济学 吴华君 
“十四五”时期人口相关经济社会政

策的思考与建议 
2020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 
CSSCI 

39 理论经济学 吴华君 
以产业发展保障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的战略思考 
2020 

新华文摘（原《中国

人口科学》） 
B 

40 理论经济学 袁亦宁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hina’s 

Differential Electricity Pricing Policy: 

Evidence from Energy-intensive firms 

in Hunan Province 

2020 Energy economics 普通论文 

41 理论经济学 谢泽宇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中国人口流动

的影响——基于百度地图迁徙大数

据的实证研究 

2020 人口研究 CSSCI 

42 应用经济学 尹礼汇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实

证研究进展——基于 2015—2019

年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的考察 

2020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普刊 

43 应用经济学 叶云岭 中国收缩型城市的识别与治理研究 2020 学习与实践 C 

44 应用经济学 叶云岭 
推动长江经济带化工园区高质量发

展 
2020 经济日报 B- 

45 应用经济学 叶云岭 修复生态环境推进长江大保护 2020 经济日报 B- 

46 应用经济学 车德欣 

财政科技支出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

新?——异质性特征、宏微观机制

与政府激励结构破解 

2020 中国软科学 B 

47 应用经济学 裴金平 

Have PPP Project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Medical Facilities 

Supply? : The Example of Inland Port 

Urban 

2020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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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应用经济学 刘夏波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及启示 2020 现代日本经济 CSSC 

49 应用经济学 邹甘娜 可预期外生冲击与中国经济周期 2020 财贸经济 权威期刊 

50 应用经济学 彭小准 
Research on Property Income 

Inequality Effect of Fiscal Finance 
2020 ECONOMIES SCI 

51 应用经济学 陈澄 
省域基础设施与地方经济增长的效

应检验 
2020 统计与决策 CSSCI 

52 应用经济学 曹鸿杰 
地方政府环境支出行为的空间策略

互动研究——传导机制与再检验 
2020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CSSCI 

53 应用经济学 张莉莎 
财政承受能力规制与 PPP 财政支出

责任变化研究 
2020 财贸经济 CSSCI 

54 应用经济学 张莉莎 
制度约束、激励政策与企业环境信

息披露 
2020 经济与管理研究 CSSCI 

55 应用经济学 王浩 
提升长江流域生态经济建设的质量

和水平 
2020 《经济日报》理论版 其他 

56 应用经济学 朱耘婵 
城镇化、人口流动与地方政府债务

水平 
2020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CSSCI 

57 应用经济学 岳明阳 

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能否实现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来自试点城市的经验

证据 

2020 财贸研究 

北大核

心、
CSSCI 

58 应用经济学 白云 政府债务增加降低了企业杠杆吗 2020 财政研究 CSSCI 

59 应用经济学 邢晓东 
完善金融支撑体系 保障中小企业

创新发展 
2020 经济日报（理论版） 其他 

60 应用经济学 陈喆 

Financial Support and Risk 

Management Based on Regional 

Marine Economic Prediction 

2020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SCI 

61 应用经济学 刘琦 

金融周期波动下银行流动性缓冲调

整行为研究  ——来自美国银行业

的经验证据 

2020 金融论坛 CSSCI 

62 应用经济学 甘田 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与全面脱贫 2020 经济日报理论版 B- 

63 应用经济学 甘田 
货币政策与社会资本对企业投资的

影响 
2020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C 

64 应用经济学 马晓鑫 
企业家精神会影响资本账户开放的

风险效应吗？ 
2020 国际金融研究 CSSCI 

65 应用经济学 吴逸凡 

Time-frequency Connectedness 

between Coal Market Prices, New 

Energy Stock Prices and CO2 

Emissions Trading Prices in China 

2020 Sustainability SSCI 

66 应用经济学 商璨 
《分类资本账户开放、制度质量与

经济增长》 
2020 国际贸易问题 CSSCI 

67 应用经济学 黄彤彤 
影子银行、监管套利和宏观审慎政

策 
2020 经济研究 权威奖励 

68 应用经济学 周鹏 

Looking Backward and Forward: 

Political Links and Environment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2020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B+ 

69 应用经济学 梁虎 
权益融资、债务融资与银行资产配

置“脱虚向实” 
2020 金融经济学研究 C 

70 应用经济学 梁虎 
地方债务扩张是否挤出了商业银行

贷款？ 
2020 现代财经 C 

71 应用经济学 彭承亮 
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利率调整对中

国企业的影响效应研究 
202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国际金融学

会/《国际金融研究》 

CSSCI

（重要期

刊） 

72 应用经济学 何云 

对外开放是否导致银行业的风险上

升?—基于外资持 

股比例与海外资产占比的实证检验 

2020 金融研究 B+ 

73 应用经济学 何云 
“走出去”与“引进来”：银行业对外

开放的风险效应 
2020 财经科学 C 

74 应用经济学 黄晓琪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valuation 

effects: based on the threshold model 

2020 Applied Economic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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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应用经济学 刘华珂 

产业结构变迁视角下普惠金融的城

镇反贫困效应——基于中介效应模

型的实证检验 

2020 《投资研究》 cssci 

76 应用经济学 刘子禹 
Impact of Development Zone 

Construction on Labor Share in China 
2020 Sustainability SSCI 

77 应用经济学 刘子禹 
银行业竞争、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

——兼论“双支柱”协同问题 
2020 宏观经济研究 B- 

78 应用经济学 吴沁沁 中美科技竞争的分析与对策思考 2020 中国软科学 
中文奖励

期刊 

79 应用经济学 吴沁沁 
新时代推动中非经济合作可持续发

展的对策 
2020 经济纵横 C 

80 应用经济学 吴沁沁 新型基建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 经济日报（理论版） B- 

81 应用经济学 张涛 
疫情冲击下保企业产业促就业的思

考与建议 
2020 中国人口科学 重要期刊 

82 应用经济学 王恩泽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Does Country Risk 

Matter? 

2020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SSCI) 
B 

83 应用经济学 魏小燕 
《碳税比碳交易更适合发展中国家

吗？》 
2020 《亚太经济》 CSSCI 

84 应用经济学 沈一然 
Does analyst following restrain 

tunneling? Evidence from brokerage 

closures and mergers 

2020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SSCI 一

区 

85 应用经济学 樊增增 
劳动力外流与资金汇回的净减贫效

应 
2020 中国人口科学 CSSCI 

86 应用经济学 樊增增 
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 
2020 统计与决策 CSSCI 

87 应用经济学 杨云兰 
中国燃料乙醇政策的经济福利及其

减排效应 
2020 经济学（季刊） CSSCI 

88 应用经济学 贾红静 突破性创新研究进展 2020 经济学动态 B- 

89 应用经济学 万鹏博 

Investigating One-, Two-, and Triple-

Wave Solutions via Multiple Exp-

Function Method Arising in 

Engineering Sciences 

2020 
Advances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SCI 

90 应用经济学 徐琛卓 

次级债对商业银行盈余管理与风险

承担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银行业

的经验证据 

2020 国际金融研究 权威期刊 

91 应用经济学 刘飞 
A Big Data-Based Anti-Fraud Model 

for Internet Finance 
2020 

Revue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I 源刊 

92 应用经济学 陈聪 
一冷一热总关“情”:情绪 beta 与股票

市场动态风格转换 
2020 统计与信息论坛 CSSCI 

93 应用经济学 裴开兵 

Bi-directional R&D spillovers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A two-tier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2020 Economics Letters SSCI 

94 应用经济学 裴开兵 
研发溢出、吸收效应与经营绩效—

—基于创业板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2020 软科学 C 

95 应用经济学 侯云飞 

Complexity Changes in the US and 

China’s Stock Markets: Differences, 

Causes, and Wider Social 

Implications. 

2020 Entropy 
学院认定

的 B 级 

96 应用经济学 杨威 

Influence of Time and Space Analysis 

of Marine Economy on Catastrophe 

Insurance Risk Assessment 

2020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SCI 

97 应用经济学 李一枫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助推经济高质

量发展 
2020 光明日报 其他 

98 应用经济学 马瑞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high pressure. 

2020 
Revista Argentina de 

Clinica Psicologica 
B- 

99 应用经济学 王恒丽 把握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2020 经济日报理论版 B- 

100 应用经济学 王恒丽 
COVID-19 湖北省“封省”月度经济

损失评估研究 
2020 中国软科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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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毛征兵 

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系统的 SD 多

目标动态预测模型及其仿真研究 
2020 管理评论 CSSCI 

102 
管理科学与

工程 
赵振学 

成品油销售企业物流一体化协同研

究 
2020 

武汉大学出版社(人文

社会科学） 
专著 

103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王丹 

How a choice between emission 

trading and tax schemes affects an 

environment-bias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s discretion? 

2020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SCI 

104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秦颖 

Fuzzy programming method for 

multi-objective optimal allocation of 

sediment resources and the 

cooperative bargaining: a case study 

in Weishan irrigation area, China 

2020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SCI 

105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杨明淼 

Multi-Agents-Base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for Carbon Permits 

Trading in China: A Region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20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SCI 

106 
管理科学与

工程 
陈文嫚 

Evolutionary dynamics in spatial 

threshold public goods game with the 

asymmetric return rate mechanism 

2020 
CHAOS SOLITONS 

& FRACTALS 
SCI 一区 

107 
管理科学与

工程 
陈文嫚 

Effects of attitudes on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on complex networks 
2020 

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theory and 

experiment 

B- 

108 
管理科学与

工程 
陈文嫚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within 

the multigam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2020 
PHYSICS LETTERS 

A 
B- 

109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朱超平 

The impact of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on retail electricity market: A 

system dynamics model of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2020 Energy Policy SSCI 

110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朱超平 

Exploring the fluctuant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Air Quality Index 

based on time series network model 

2020 Ecological Indicators SCI 

111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林金钗 

基于批发价格契约的低碳供应链协

调研究——考虑互惠和利他偏好的

分析视角 

2020 商业研究 C 

112 
管理科学与

工程 
郝鹏 

The impacts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China's key economic 

regions 

2020 applied energy B 

113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王奕博 

SEIR-Based COVID-19 Transmission 

Model and Inflection Point Prediction 

Analysis 

2020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权威 

114 
管理科学与

工程 
赵成 

股市对贸易争端的反应：基于事件

研究法与 BP 结构断点检验 
2020 统计与决策 cssci 

115 
管理科学与

工程 
马刚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household 

waste separation behavior based on 

social networks 

2020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B 

116 
管理科学与

工程 
余博林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and its nexus with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EU 

regions 

2020 Energy JCR Q1 

117 
管理科学与

工程 
丁校洁 

When online reviews meet ACSI: how 

ACSI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online 

reviews on hotel revenue 

2020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SSCI 

118 工商管理 向东 
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对投资效

率的影响 
2020 经济管理 CSSCI 

119 工商管理 孔墨奇 管理者自利行为与税负粘性 2020 财经理论与实践 CSSCI 

120 工商管理 孔墨奇 
Financial Risk Assessment of Ocean 

Shipping Company Based on the AHP 
2020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C 

121 工商管理 高文强 
我国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角色

分析 
2020 审计研究 B- 

122 工商管理 高文强 制度压力下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优化 2020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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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记、主任批示 

123 工商管理 杨湘琳 

高管薪酬、会计信息透明度与审计

收费 ——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

司的数据 

2020 科学决策 CSSCI 

124 工商管理 余思明 
管理层业绩目标、内部控制有效性

与财务舞弊 
2020 预测 CSSCI 

125 工商管理 丁龙飞 
子公司自主权，财务公司与短贷长

投 
2020 金融经济学研究 CSSCI 

126 工商管理 丁龙飞 
年报问询函的监管溢出效应研究-来

自企业集团 A 股上市子公司的证据 
2020 南方经济 CSSCI 

127 工商管理 王露萌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业绩预告外溢效

应 
2020 经济管理 权威期刊 

128 工商管理 黄大禹 财政不平衡与股价崩盘风险 2020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CSSCI 

129 工商管理 黄大禹 

地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基于政府行为视角下的

中国经验 

2020 东南学术 CSSCI 

130 工商管理 黄大禹 
我国制造业金融化动因、经济后果 

与优化策略 
2020 理论探讨 CSSCI 

131 工商管理 黄大禹 媒体压力能否驱动企业去杠杆？ 2020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

科学版） 
CSSCI 

132 工商管理 黄大禹 

地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基于政府行为视角下的中

国经验 

2020 东南学术 C 

133 工商管理 张哲 高管-客户关系与企业客户稳定度 2020 管理学报 B- 

134 工商管理 郝晓敏 无 2020 无 无 

135 工商管理 张小虎 
企业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基于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视角 
2020 审计与经济研究 C 刊 

136 工商管理 肖泽华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

新激励 
2020 经济研究 B+ 

137 工商管理 唐上兴 
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能获得政府

资源支持吗？ 
2020 证券市场导报 CSSCI 

138 工商管理 王军 创客资本的结构与测量 2020 科学学研究 CSSCI 

139 工商管理 徐黎 
我国民营企业家社会地位、家族涉

入与企业慈善捐赠 
2020 珞珈管理评论 

CSSCI 来

源集刊 

140 工商管理 倪艳霞 
Vitamin D Nutrients and Cluster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20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IFICIAL 

ORGANS 

SCI 

141 工商管理 叶珍 
组群内多市场接触、移动壁垒高度

与企业创新绩效 
2020 南开管理评论 CSSCI 

142 工商管理 张玉梅 

国际化动因、生产率异质性与国有

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政府补助

的调节作用 

2020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B 

143 工商管理 谭颖 QFII 持股与企业技术创新 2020 金融论坛 CSSCI 

144 工商管理 陈紫若 
王罡.市场信号、技术特征与中国国

际高质量专利 
2020 经济管理 CSSCI 

145 工商管理 曹勤伟 

Basic research intensity and 

diversified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overnment 

support intensity 

2020 Scientometrics B 

146 工商管理 曹勤伟 

Research on the quantity, qual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2020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B 

147 工商管理 杨朦 
Neighbourhood food environments 

revisited: When food deserts meet 

food swamps 

2020 
The Canadian 

Geographer 

SSCI JCR 

Q4 

148 工商管理 龙贤义 
Extern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labor productivity: 
2020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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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urve relationship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ternal CSR and 

government subsid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 

149 工商管理 龙贤义 

企业社会责任、购买意愿与购买行

为——主动性人格与自我效能有调

节的中介作用 

2020 系统管理学报 C 

150 工商管理 曹勤伟 
中国高校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与

经济绩效研究 
2020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B 

151 工商管理 倪慧 

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

响：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身份认同

理论的视角 

2020 管理工程学报 重要期刊 

152 工商管理 聂力兵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of 

patents：Breakthrough in the patent 

commercialization trap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2020 PLOS ONE B 

153 工商管理 李竹波 
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U

型关系：政府参入的调节作用 
2020 经济管理 B- 

154 工商管理 朱韵 
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国有

股权的调节作用 
2020 经济管理 重要期刊 

155 工商管理 李智峰 优化金融结构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2020 学习与实践 cssci 

156 工商管理 李洋 
价值共创情境下的众创空间动态能

力——结构探索与量表开发 
2020 经济管理 CSSCI 

157 工商管理 王烁砾 
道德型领导、团队公平感与员工促

进性和抑制性建言 
2020 珞珈管理评论 CSSCI 

158 工商管理 苗力 

企业数字领导力的结构维度及其影

响——基于中国情境的扎根理论研

究 

202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CSSCI 

159 工商管理 陈文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RS in Transforming 

Economies: A fsQCA Approach 

2020 Sustainability B 

160 工商管理 骆元静 
变革中多渠道信息传递对员工绩效

的影响机制 
2020 经济管理 B- 

161 工商管理 骆元静 

Coping with supervisor sanctions 

dur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core 

members' active change behavior and 

followers' middle way thinking 

2020 sustainability B 

162 工商管理 李源 
Sustainable Career Development of 

Newly Hired Executives—A Dynamic 

Process Perspective 

2020 Sustainability B 

163 工商管理 薛莹 

How Does Paradoxical Leadership 

Affect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s in 

Workplace? A Leader-Member 

Exchange Perspective. 

20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B 

164 工商管理 薛莹 

How Employee’s Leadership Potential 

Leads to Leadership Ostracism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v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olitical Skills 

20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B 

165 工商管理 薛莹 

The Impact of Paradoxical Leadership 

on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2020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B 

166 工商管理 姜霞 

The Impact of Negative Informal 

Information Before a Change on 

Performance: A Within-Person 

Approach 

20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B 

167 工商管理 于雪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企业内部研发

与合作创新交互效应研究 ——财

务松弛和信息技术的调节作用 

2020 研究与发展管理 CSSCI 

168 工商管理 朱亮亮 
从用户角度谈专业数字内容资源产

品建设 
2020 中国出版 C 

169 工商管理 朱亮亮 
中国思想史专题数据库产品开发探

析 
2020 科技与出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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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工商管理 王魁 

How Does Technology Import and 

Export Affect th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Fi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erging Markets 

Firms 

2020 Complexity SCI 

171 工商管理 熊莎莎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品牌文化原型资

源的开发——基于原型理论的研究

框架 

2020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172 工商管理 赵鹏 
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以农

业产业化推进农村产业融合 
2020 人民日报 其他 

173 工商管理 王锦堂 视觉营销与消费者行为 2020 科学决策 CSSCI 

174 工商管理 龚璇 

What Drives Sustainable Brand 

Awareness: Exploring the Cognitive 

Symmetry between Brand Strategy 

and Consumer Brand Knowledge 

2020 Symmetry SSCI 

175 工商管理 于江曼 

Dietary Fiber Nutrition Label and 

Green Brand Strategy for Dairy 

Companies 

2020 

ARCHIVOS 

LATINOAMERICAN

OS DE NUTRICION 

SCI 源刊 

176 工商管理 于江曼 社会化媒体背景下的微营销 2020 
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企业家信息） 
CSSCI 

177 工商管理 熊名宁 
文化距离如何影响跨国战略联盟的

形成——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解释 
2020 南开管理评论 CSSCI 

178 工商管理 熊名宁 

文化多样性会影响跨国企业的经营

绩效吗?——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

视角 

2020 经济管理 CSSCI 

179 工商管理 刘洪亮 

物质属性产品图片的展示距离对产

品评价的影响——虚拟触觉感知视

角 

2020 珞珈管理评论 核心期刊 

180 工商管理 李文杰 

The Impact of Advertising Self-

Presentation Style on Customer 

Purchase Intention 

2020 

Asia Pacific Journal 

ofMarketing and 

Logistics 

权威 

181 工商管理 蒋怡然 
最心安处是吾乡：本体安全感威胁

对家乡品牌偏好的影响 
2020 心理学报 CSSCI 

182 工商管理 张婷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Encouragement Character Strength 

Scale in a Chinese sample 

2020 Current Psychology B 

183 工商管理 叶青 

Legitimizing actions in dependence-

asymmetry relationships: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firms 

2020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B+ 

184 工商管理 叶青 

Which Privacy Policy Works, Privacy 

Assurance or Personalization 

Declara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Privacy Policies and Privacy 

Concerns 

2020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B+ 

185 工商管理 慕文龙 

Cyber-ostracism and wellbe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need 

satisf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2020 Current Psychology SSCI 

186 工商管理 王正荣 

Similar or contrastive? Impact of 

product– background color 

combination on consumers' product 

evaluations 

2020 
Psychology & 

Marketing 
B+ 

187 工商管理 赵爽爽 
故事设计模式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

影响 
2020 管理世界 奖励 

188 工商管理 王玥 
CEO hometown identity and firm 

green innovation 
2020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B 

1 理论经济学 陈志 
非国有资本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技术

创新研究 
2021 中国软科学 B 

2 理论经济学 苏国兵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协同创新研究 2021 武汉大学出版社 权威 

3 理论经济学 倪夏 
收入不平等、正向选择与医疗市场

中的资源错配* 
2021 管理世界 B+ 

4 理论经济学 舒义文 从发展经济学看“双循环” 2021 光明日报理论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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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理论经济学 叶晓华 
以国际技术溢出促进我省进一步融

入全球创新网络 
2021 批示(曹广晶) C 

6 理论经济学 李秋成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SAARC Countries 

2021 Energies B 

7 理论经济学 李秋成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Urban 

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2021 Energies B 

8 应用经济学 叶云岭 

Can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Reduce Haze 

Pollution? City-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202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

ch and Public Health 

B 

9 应用经济学 车德欣 
财政科技支出、企业生命周期与技

术创新 
2021 科技进步与对策 C 

10 应用经济学 彭小准 

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Growth of Property Income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2021 SUSTAINABILITY B 

11 应用经济学 陈安琪 

环境质量因地方政府的重视得到改

善吗？——基于文本挖掘的经验分

析 

2021 财经论丛 C 

12 应用经济学 陈安琪 

分权时序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基于中国省级权力下放实践的经验

分析 

2021 财政研究 B- 

13 应用经济学 朱耘婵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 Evidence 

from Demonstration Cities in China 

202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B 

14 应用经济学 张新平 

COVID-19 Pandemic, Sustainability 

of Macroeconomy, and Choice of 

Monetary Policy Targets: A NK-

DSGE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2021 
Sustainability 在线发

表 
B 

15 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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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经济学动态 B- 

16 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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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财政研究 B- 

17 应用经济学 张碧洲 
联合授信、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行

为 
2021 国际金融研究 B- 

18 应用经济学 周鹏 
金融科技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赋能”和信贷配给的视角 
2021 中国工业经济 B 

19 应用经济学 张亚迪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the 

resource curse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 novel 

evidence based on QARDL model 

2021 Resources Policy B 

20 应用经济学 张亚迪 

The asymmetric effect of COVID-19 

outbreak, commodities prices and 

policy uncertainty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evidence from 

QARDL approach 

2021 

Economic Research-

Ekonomska 

Istraživanja 

B 

21 应用经济学 甘煦 
教育与居民金融知识水平——来自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证据 
2021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C 

22 应用经济学 梁虎 
地方债务治理对银行信贷资金“脱

虚向实”的影响 
2021 当代财经 C 

23 应用经济学 何云 
证券业的对外开放对金融风险的影

响效应研究 
2021 现代经济探讨 C 

24 应用经济学 何云 
证券业对外开放对金融风险的影响

效应研究 
2021 现代经济探讨 C 

25 应用经济学 张碧洲 
联合授信、企业投资行为与公司价

值 
2021 金融论坛 C 

26 应用经济学 范伟 应对疫情冲击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 2021 经济科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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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7 应用经济学 冯阿美 
外资进入、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创新

效率 
2021 预测 B- 

28 应用经济学 冯阿美 

Does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Spur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2021 sustainability B 

29 应用经济学 王远洋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China 

2021 PLOS ONE B 

30 应用经济学 雷浩 

营商环境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

其作用机制——基于制造业层面的

分析 

202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C 

31 应用经济学 雷浩 
营商环境如何改善企业资源错配—

—效应评估与机制分析 
2021 社会科学研究 C 

32 应用经济学 陈聪 
反馈交易导致了理性投机的不稳定

性吗？ 
2021 预测 B 

33 应用经济学 李杏 

Research on Spatial 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 

Debt Risks in China 

2021 Sustainability B- 

34 应用经济学 杨威 

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价值关系研

究——对 2017-2019 年 A 股上市公

司的实证分析 

2021 科技进步与对策 C 

35 应用经济学 马瑞 

The Relationship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Digital Platforms, 

Electronic Word-of-Mouth, and 

Consumer-Company Identification: 

An Applic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2021 
SUSTAINABILITY 在

线发表 
B 

36 应用经济学 马瑞 
优化产业体系 激发消费需求 提升

治理水平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021 人民日报 B- 

37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毛征兵 

中国开放经济系统及其发展模式的

机理研究—基于复杂适应系统范式

的解析 

2021 经济与管理研究 C 

38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林金钗 

Dynamic decision and coordination in 

a low-carbon supply chain 

considering the retailer's social 

preference 

2021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B 

39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李鑫 

The interplay between e-tailer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supplier 

cause marketing 

202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B 

40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李鑫 

Cause-Related Product Pricing with 

Regular Product Reference 
2021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B- 

41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王奕博 

Study on Multi-Agent Evolutionary 

Gam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ased on 

Dynamic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202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B 

42 工商管理 程利敏 资本市场开放与自愿性信息披露 2021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B- 

43 工商管理 黄大禹 
会计信息透明度，会计稳健性与上

市公司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 
2021 预测 B- 

44 工商管理 蔡程 
会计信息质量、货币政策意外与公

司股票收益率 
2021 预测 B 

45 工商管理 蔡程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f a novel 

biomass-based 

solid oxide fuel cell power generation 

cycle; Economic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2021 Energy B 

46 工商管理 徐心吾 
真实型领导、主管认同与员工知识

共享行为：程序公平的调节作用 
2021 湖南大学学报 C 

47 工商管理 宗利成 
美俄日三国国家科技创新政策比较

研究 
2021 亚太经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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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工商管理 傅清华 

Impact of Renewable Energy on 

Economic Growth and CO2 

Emissions—Evidence from BRICS 

Countries 

2021 processes B 

49 工商管理 傅清华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SME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2021 sustainability B 

50 工商管理 邹增明 

知识型员工冗余对中小上市公司二

元创新的影响：环境特征的调节作

用 

2021 科技进步与对策 C 

51 工商管理 王放 
关于加快成渝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建设的建议 
2021 省批示 C 

52 工商管理 王放 
Complexity Arising in Financial 

Modell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2021 Complexity B 

53 工商管理 周韵晨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能降低企业债务

融资成本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

的经验证据 

2021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C 

54 工商管理 赵璇 
画布视角下不同类型众创空间的商

业模式：一个多案例比较研究 
2021 科技进步与对策 C 

55 工商管理 李源 

How Does High-Performance Work 

System Prompt Job Crafting through 

Autonomous Motiv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itiative Climate 

202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B 

56 工商管理 姜霞 

Sustainabl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Research on Instant Message and 

Help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nder. 

2021 Sustainability B 

57 工商管理 姜霞 

How Do Instant Messages Reduce 

Psychological Withdrawal 

Behaviors?—Mediation of 

Engagement and Moderation of Self-

Control 

2021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B 

58 工商管理 肖鹏 

机构投资者持股，过度投资对股价

暴跌风险的影响——基于股权制衡

视角 

2021 预测 B- 

59 工商管理 朱亮亮 
从法律数据库建设看中国法治建设

成果的信息服务 
2021 科技与出版 C 

60 工商管理 朱亮亮 
论融合出版时代传统编辑向产品经

理的转型 
2021 中国出版 C 

61 工商管理 陈婷婷 

品牌标识自然性越低越刺激——品

牌标识自然 性对品牌刺激个性感

知的影响及其机制探究 

2021 营销科学学报 B- 

62 工商管理 李雪 
整合战略对跨国企业合理性的影响

研究 
2021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C 

63 工商管理 肖科峰 

依托平台体的涉农产业集群对涉农

组织营收的影响研究：基于流通效

能的贡献 

2021 珞珈管理评论 C 

64 工商管理 叶青 

Does self-disclosure matter? A 

dynamic two-stage perspective for the 

personalization-privacy paradox 

2021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B+ 

65 工商管理 肖徐哲 
企业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与企业绩

效 
2021 商业经济与管理 C 

66 工商管理 雅森 

Adoption of Energy-

Efficient Home Appliances: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2021 SUSTAINABILITY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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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发表学术期刊论文汇总表（2020-2021） 

序

号 
姓名 学  科 论文题名 期刊名 

公开发

表时间 

个人在作者

中排名情况 

论文类别

(SSCI/SCI/ 

EI/CSSCI) 

1 闻照 理论经济学 

遗传距离对跨国并购后的企业

创新有影响吗？——基于中国

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 

世界经济研究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2 李甲翔 应用经济学 
非法洗钱与资本外逃对中国金

融安全的影响研究 
世界经济研究 2021 其他 CSSCI 

3 何伟 应用经济学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

响 ——基于 CFPS 数据的实

证分析 

人口与经济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4 胡曦 应用经济学 

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

入的双重中介效应 

产经评论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5 程师瀚 应用经济学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China’s carbon market 

pilots: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a DID model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CI 

6 吴斯 应用经济学 

市场中介组织与在华外资企业

绩效研究——腐败与社会信任

的调节作用 

理论月刊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7 贾文卿 应用经济学 

人民币汇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

动的不对称性影响研究——基

于 NARDL 模型 

世界经济研究 2021 其他 CSSCI 

8 尹朝曦 应用经济学 研发信息披露与 IPO 定价效率 技术经济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9 蔡莎莎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基于成本分担合约的装配供应

链召回努力策略研究 
工业工程与管理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10 欧蓉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公平偏好下双代理人激励契约

设计研究 
中国管理科学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11 陈鹿 工商管理 
海外研发地理多样化与创新绩

效:组织学习视角 
科学学研究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12 杨赛凡 工商管理 

基于管理者认知视角的环境动

态性与组织战略变革的关系研

究 

南开管理评论 2021 其他 CSSCI 

13 郭钧益 工商管理 

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

司创新投入的影响——公司内

部控制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

节作用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14 梁严匀 工商管理 
我国高校图书馆馆长胜任力评

价：指标体系与统计分析 
图书馆论坛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15 张秋 工商管理 
创新时间压力与知识隐藏相关

机制研究 
华东经济管理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16 张依 工商管理 
团队绩效压力对员工退缩行为

的影响：一项跨层模型的检验 
管理学报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17 芦梦婷 工商管理 
创业成功观量表开发及对创业

呼唤预测效度研究 
珞珈管理评论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18 毛栋哲 工商管理 绩效落差与组织重构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1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19 汪涛 工商管理 
新三板分层、市场环境与盈余

管理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20 曹扬 理论经济学 

“同地同权”能否促进农户消费

和人力资本投资——基于农村

住房拆迁的实证研究 

学习与实践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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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陆铖 理论经济学 
习近平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

展观研究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22 李萌 理论经济学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研究 
重庆社会科学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23 李思璇 理论经济学 

新冠疫情与去全球化背景下的

中国经济前景：镜鉴三次重大

经济危机 

华南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24 彭颖 理论经济学 
全球流动性对亚洲十个经济体

的溢出效应研究 
亚太经济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25 刘竞择 理论经济学 
上海原油期货与国际原油价格

联动性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研究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26 江艺馨 理论经济学 

贸易摩擦存在自我加速效应

吗？——基于中美经贸争端的

实证分析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27 于春泉 理论经济学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and 

Trading Pilot,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Innovation Input 

of Publicly Listed Private Fi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SCI 

28 李思敏 理论经济学 

产业支持政策、进口国市场需

求对欧盟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

的影响分析 

《中国地质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29 龙颖桢 理论经济学 
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民工迁移范

围与行为决策 
南方人口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30 高原 应用经济学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构建

历程与展望 
统计与决策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31 
周西一

敏 
应用经济学 

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的时

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宏观质量研究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32 汪成鹏 应用经济学 
市场分割对地区环境污染影响

的实证 
统计与决策 2020 

本人排名第

一 
CSSCI 

33 李姝凡 应用经济学 
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治理效率

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环境管理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34 时良彦 应用经济学 
跨方言区竞争——地方政府

GDP 数据注水存在文化诱因？ 
世界经济文汇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35 张奔 应用经济学 
《长三角城市群的污染异质性

研究》 

《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36 王铭槿 应用经济学 
公众环保诉求的溢出效应——

基于省际环境规制互动的视角 
统计研究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37 孔维煜 应用经济学 

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价值

效应——基于委托代理问题视

角的实证研究 

改革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38 夏巍宇 应用经济学 
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利率调整

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效应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 2020 其他 CSSCI 

39 金旻 应用经济学 
信息化对中国制造企业出口行

为的影响机制 
河南社会科学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40 唐佩 应用经济学 

The Impact of Policy Intensity 

on Overcapacity in Low-carbon 

Energy Industry： Evidence 

from Photovoltaic Firms 

Frontiers in 

Energy Research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SCI 

41 魏小燕 应用经济学 
《碳税比碳交易更适合发展中

国家吗？》 
《亚太经济》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42 刘茜 应用经济学 

Can CDM projects trigger host 

countries’ innovation in 

renewable energy?Evidence of 

firm-level dataset from China 

Energy Policy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SCI 

43 杨云兰 应用经济学 
中国燃料乙醇政策的经济福利

及其减排效应 
经济学（季刊）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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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王百川 应用经济学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保险

业的影响研究——基于非典和

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45 吴雨濛 应用经济学 
沪伦通背景下我国内地股市与

英国股市的联动性分析 
统计与决策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46 赵成 
管理科学与

工程 

股市对贸易争端的反应: 基于

事件研究法与 BP 结构断点检

验 

统计与决策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47 范亚欣 工商管理 
审计费用的事前确定、异常审

计费用与审计质量 
审计研究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48 蒋倩倩 工商管理 
税收征管与盈余管理——基于

“所得税分享改革”准自然试验 
经济评论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49 李锡培 工商管理 
新股发行制度变迁与 A 股 IPO

抑价 
珞珈管理评论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50 冉月 工商管理 
《并购支付方式、目标方参与

公司治理与业绩承诺实现》 
《当代财经》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51 许迪雅 工商管理 

提名董事权条款、并购概率与

公司价值——基于中国民营上

市公司的证据 

工业技术经济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52 刘宇珊 工商管理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patents: Breakthrough in the 

patent commercialization trap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PLOS ONE 2020 其他 SSCI 

53 马晓迪 工商管理 

制度理论和跳板理论下企业跨

国并购的绩效研究——基于企

业所有权的调节作用 

湖北社会科学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54 王佩华 工商管理 

Research on the quantity qual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2020 其他 SSCI 

55 余青叶 工商管理 

Research on the quantity qual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2020 其他 SSCI 

56 熊伟 工商管理 
近 20 年新能源研究的发展回

顾 
科技管理研究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57 朱翎希 工商管理 

政府研发与非研发补贴“光环

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

———来自新能源企业的实证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58 黄苗苗 工商管理 
中国众创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59 葛宏雨 工商管理 
社会网络稳定性、信息流与企

业创新绩效 
工业技术经济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60 项星星 工商管理 

识别高被引专利——基于稀有

事件 Logit 与倾向得分匹配模

型 

图书馆论坛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61 张婷 工商管理 
网络结构对专利 PageRank 与

专利价值关系的门槛效应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管

理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62 康璧成 工商管理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

体系与量化分析 
经济管理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63 王红梅 工商管理 

How Employee’s Leadership 

Potential Leads to Leadership 

Ostracism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v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olitical 

Skil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0 其他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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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王泽群 工商管理 

参与式管理如何提高员工创新

行为——基于诱因-贡献理论

发的视角 

中国人力资源开

发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65 杨永康 工商管理 

Treat Floating People Fairly: 

How Compensation Equity and 

Multilevel Social Exclusion 

Influence Prosocial Behavior 

Among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20 其他 SSCI 

66 黄睿 工商管理 

社交媒体环境下语言风格相似

性对消费者抱怨回复效果的影

响——基于交际顺应理论 

管理评论 2020 其他 CSSCI 

67 罗欢 工商管理 

Extern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labor 

productivity: A S-curve 

relationship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ternal CSR and 

government subsid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SCI 收录 

68 陈洁 工商管理 系族企业违规的同群效应 
山西财经大学学

报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69 孙泓 工商管理 
专利被引证数与专利价值关系

研究的再验证 
图书馆论坛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70 张阳美 工商管理 
职场信任的两面：道德型领导

如何影响团队间知识分享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SCI 源刊 

71 杨佳鼎 理论经济学 
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对外贸易

的影响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72 万云翔 理论经济学 
赡养老人对中国城镇已婚妇女

劳动供给的影响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73 汪娇娇 理论经济学 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进展综述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74 刘燚爽 理论经济学 
在湖北建设内陆自由贸易港的

可行性及监管制度研究 
社会科学动态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其他 

75 王雨琪 理论经济学 
提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

的对策研究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76 谢泽宇 理论经济学 
从中国经济地理变化看城市发

展动力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77 吴欣茹 应用经济学 房产税改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新商务周刊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78 陈思齐 应用经济学 

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影子银

行发展及其风险效应——基于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分析视角 

中央财经大学学

报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79 段静娴 应用经济学 
操作风险事件对银行市场价值

的影响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80 党莹 应用经济学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外汇储备

管理体制改革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81 李聪颖 应用经济学 
不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下汇率

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82 李丽晴 应用经济学 
广东省劳动力流动现状及动因

分析 

经济与社会发展

研究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83 游学敏 应用经济学 
基于网络数据挖掘的资产定价

研究述评 
管理学报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84 刘雅琴 应用经济学 
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新环境下

企业债券违约防范机制研究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85 黄齐 应用经济学 
投资者情绪、股票流动性和我

国企业技术创新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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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黄雨昕 应用经济学 
影子银行体系对货币政策有效

性的影响 
商情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87 时明慧 应用经济学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国内各经济

指标相关性研究 

广西质量监督导

报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88 李新锐 应用经济学 
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关系的

再认识及政策启示 
南都学坛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其他 

89 李嘉辰 应用经济学 
试述逆全球化的发展及中国的

应对 
商讯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90 周玄 应用经济学 

汇率能够预测石油价格吗？—

—关于石油价格与汇率关系的

实证分析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91 李萌 应用经济学 
我国中部地区建设内陆自贸港

的若干思考 
学习与实践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92 李嵩 应用经济学 
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及其对中国

的启示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93 李娜 应用经济学 
中国和印度双边贸易竞争性和

互补性的分析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94 金帆 应用经济学 

非正规就业对城镇劳动者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基于

CHIP2013 数据的实证研究 

广西质量监督导

报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95 吕如意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基于 DEA 模型的我国技术标

准化效益评价 
投资与创业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96 徐辉敏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供应链定制

策略研究 
投资与创业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97 何涛 
管理科学与

工程 

不对称信息下输电电价政府监

管演化博弈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收录 

98 关倩茹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制造企业数

字化转型浅谈 
投资与创业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99 谢娟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渠道差异下电商入侵线下市场

的影响 
投资与创业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00 陈诗淼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地方政府 PPP 项目治理能力评

价体系研究 
中国航班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01 周衡 工商管理 
评论经验与评论效用之间关系

的实证研究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02 赵乔 工商管理 
外来者劣势与海外并购企业的

生产率提升 
产经评论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收录 

103 柯怡 工商管理 心理授权的文献综述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04 张江涛 工商管理 

协同创新网络对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比

亚迪和美国特斯拉的比较研究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05 陈小莹 工商管理 
基于价值链角度看旅游企业成

长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06 王静 工商管理 
试论百里杜鹃景区的发展现状

及开发对策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07 许婷 工商管理 
拍卖方式下的专利价值影响因

素研究 
情报杂志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108 陈小露 工商管理 七匹狼并购肯纳服饰案例分析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排名第

一 
其他 

109 崔景怡 工商管理 
加班行为能提升员工工作幸福

感吗? 

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学报 
2020 

本人排名第

一 
CSSCI 源刊 

110 王楚 工商管理 B2T 团购潜在消费者行为研究 
经济管理（全文

版）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11 陈慧 工商管理 

探究二胎生育对智慧养老需求

的影响--基于家庭人口变迁因

素 

经济管理（全文

版）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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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邹夕瞳 理论经济学 

金融支持对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的影响：基于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数据的分析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13 梅頔 理论经济学 
房价增长影响消费了吗？ —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14 朱伟 理论经济学 演化博弈视角下的全球化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15 栾玉蓉 应用经济学 

城市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开发投

资依赖度的时空演变趋势——

基于 281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空

间计量分析 

工业技术经济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收录 

116 曾冠天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房地产市场

预警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为

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ystems 

2020 
共同第一作

者 
SCI 源刊 

117 王祖瑞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猎德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 科学与财富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18 王明策 
管理科学与

工程 
VUCA 时代下的项目管理 科学与财富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19 解济美 工商管理 
第三方支付服务业竞争策略分

析：金融业者观点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CSSCI 收录 

120 黄兴 工商管理 新媒体时代企业营销策略研究 
经济与社会发展

研究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21 刘文龙 工商管理 
安德玛突围经验对我国体育用

品品牌发展的启示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22 胡雪芹 工商管理 东部地区房地产行业发展分析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23 顾杏 工商管理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特

征-过程-结果”理论框架》 

《福建质量管

理》 
2020 

本人排名第

一 
其他 

124 吴芊芊 工商管理 
知识付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及发展对策探究 
财富生活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25 费薇 工商管理 环境因素对健康饮食的影响 
经济与社会发展

研究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26 严燚 工商管理 

What Drives Sustainable Brand 

Awareness: Exploring the 

Cognitive Symmetry between 

Brand Strategy and Consumer 

Brand Knowledge 

Symmetry 2020 通讯作者 SCI 源刊 

127 王薇 理论经济学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第三阶

段改革对碳价格的影响 
环境经济研究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其他 

128 曾智涵 应用经济学 
地方税收竞争与我国制造业的

升级——基于门槛回归的研究 
工业技术经济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129 郭微微 应用经济学 

基于 GARCH-CoVaR 的我国

影子银行对商业银行风险溢出

效应研究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30 张峰 应用经济学 

我国上市工程建筑企业资本结

构问题及对策探讨--以 H 工程

建筑公司为例 

现代营销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31 陈晞 应用经济学 
跨境资本流动会加大金融波动

吗？ 
国际金融研究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132 周婧 应用经济学 
人民币套息交易的现实基础—

—基于泰勒规则策略的研究 
青年生活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33 马明辉 应用经济学 FDI 与企业创新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34 
黄石哲

雄 
应用经济学 

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

险控制与防范探究 

经济与社会发展

研究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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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陈豪 应用经济学 
环境规制与中国城市的雾霾污

染的实证探索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36 高荣瑢 应用经济学 中韩双边货物贸易现状分析 青年生活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37 龙俞廷 应用经济学 
俄罗斯对外贸易及中俄双边贸

易研究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38 杨丽晖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浅谈如何降低房地产投资风险 投资与创业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39 张旖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基于 PPP 模式的医养一体化地

产项目风险研究 
大众投资指南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40 李颖 工商管理 

企业集团管理会计变革模式及

其行动机制研究 ——基于兵

装集团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财会月刊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其他 

141 王佳鑫 工商管理 
浙江省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

披露问题研究 

广西质量监督导

报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42 卢玮 工商管理 
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的历史考

察 
统计与决策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143 吴梦茜 工商管理 

二代涉入、制度情境与中国家

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社会

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经济管理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144 刘金金 理论经济学 
山东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的实证分析 

经济管理（全文

版）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45 刘燚爽 理论经济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

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SSCI 源刊 

146 龙益楠 应用经济学 论健康与内生经济增长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47 刘炎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新闻媒体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

作用分析 
管理学文摘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48 李源平 工商管理 浅析企业频繁并购的风险效应 
广西质量监督导

报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49 李源平 工商管理 
连续并购会累积股价崩盘风险

吗？ 
《财会学习》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50 张瑜 工商管理 

基于 spss 主成分的因子分析对

于全国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分

析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51 吴得远 工商管理 
制度距离与网络位置的交互作

用对联盟形成的影响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52 蒯翊 工商管理 拟人化研究综述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53 肖宇 工商管理 
拥挤对于个性化广告效率的影

响 

广西质量监督导

报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54 盛梦君 应用经济学 
技术创新、异质性与制造业企

业 IPO 后质量研究 
工业技术经济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155 易敏 应用经济学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货

币锚”效应分析——基于资本

账户开放视角 

《现代营销》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56 曾冠天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部门间复杂

合作的推广仿真 

计算机集成制造

系统 
2020 

共同第一作

者 
CSCD 源刊 

157 杨朝雅 工商管理 关于企业多元化的文献综述 
广西质量监督导

报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58 杨理斯 工商管理 
中美欧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比

较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159 彭玉瑶 工商管理 

技术董事、CEO 开放性与创新

可持续性 ——基于中国高科

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珞珈管理评论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160 杨朝雅 工商管理 
实际控制人财富集中度与民营

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风险的
宏观质量研究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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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161 王薇 理论经济学 
欧盟碳排放权价格的波动特征

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生态环境与保护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162 王薇 理论经济学 
融资方式的选择对居民收入分

配的影响研究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63 王琪 理论经济学 山东省水产品出口竞争力分析 
广西质量监督导

报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64 张其 理论经济学 
大转折时期的中国人口政策新

取向：无为而治与积极有为 

武汉科技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其他 

165 李金欣 应用经济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

量化研究 
全国流通经济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其他 

166 曾宇航 应用经济学 
中国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

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收录 

167 黄蓉 应用经济学 
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文献综

述及研究展望 
新商务周刊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68 王鑫 应用经济学 交易制度与市场流动性 商情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其他 

169 肖泽亮 应用经济学 

专利奖励与中国专利激增——

基于上市公司 PPMLHDFE 模

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与社会发展

研究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70 周煜 应用经济学 

Disclosure policies in all-pay 

auctions with bid caps and 

stochastic entry 

Economics 

Letters 
2020 

共同第一作

者 
SSCI 源刊 

171 赵子薇 应用经济学 知识外溢文献综述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72 盛梦君 应用经济学 

上市企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SPSS 软件主成分分析

法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73 孙洁 应用经济学 
保费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多层模型的实证分析 

经济与社会发展

研究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74 林成龙 应用经济学 

区域内城镇化与房地产投资关

系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

例 

现代商业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75 徐小婷 统计学 
统计学方法的发展及其在大数

据中的应用 
统计与决策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176 王芸菲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房地产投资风险评估与防范 投资与创业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77 杜康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管理学

课程创新教学研究 
科学与财富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78 张永喆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基于随机需求的农产品召回供

应链成本分担合约及努力策略

研究 

甘肃科技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79 卞诗卉 工商管理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否减少监

管问询？——来自交易所年报

问询函的证据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180 王诺娅 工商管理 

管理层泄露消息与分析师的盈

余预测——基于丽珠集团的案

例分析 

科教导刊（电子

版）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81 余雅迪 工商管理 R&D 投入与创新文献综述 
科教导刊（电子

版）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82 陈奕帆 工商管理 公允价值在我国的应用探讨 商情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83 李妍 工商管理 格力电器财务报表分析 
科教导刊（电子

版）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84 徐慧慧 工商管理 
中央企业董事长任期、政治晋

升激励与企业绩效 
经济评论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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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李泓锐 工商管理 
短视频 APP 中顾客品牌忠诚

影响因素分析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86 胡玉姣 工商管理 

网络面子意识对独特性需求的

影响研究——以消费者独立自

我构建作为中介 

经济管理（全文

版）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87 李名智 工商管理 
营销中“消费者对健康食品选

择”研究综述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88 何丹 工商管理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

吗——信号理论视角的解释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源刊 

189 何云子 工商管理 
基于自我耗竭理论的自我控制

研究概述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排名第

一 
其他 

190 赵春晨 应用经济学 

汇率变动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实

证分析 --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

司为例 

广西质量监督导

报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91 李攀 应用经济学 
“四万亿投资”对股市的影响—

—基于事件分析法的研究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92 赵春晨 应用经济学 

人民币汇率与股价之间的传导

机制——基于 DCC-GARCH

模型的实证检验 

工业技术经济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收录 

193 裴丹丹 工商管理 

游客的旅游体验分享行为对其

自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基于社会联结的中介作用 

当代旅游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94 郭蓉 应用经济学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股

票价格波动的影响 ——基于

“811 汇改”的实证分析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195 吴雅玲 工商管理 
推动企业创新的管理控制系

统:作用机理与基本框架 
管理现代化 2020 

导师第一本

人第二 
CSSCI 收录 

196 石梦竹 工商管理 

物流配送成本优化研究——以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为

例 

福建质量管理 2020 
本人唯一作

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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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研究生精品课程与教改项目情况（2018-2021） 

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精品课程与教改立项情况（2018-2021） 

年份/数量 

项目名称                         
2021 2020 2019 2018 

精品课程 4 6 5 8 

研究生导师育人方式创新项目 5 - 1 -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 2 - 2 

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 2 - - - 

研究生研究学分课程 5 - - - 

研究生教材建设培育 5 - - - 

优秀教材奖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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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课程立项名单汇总（2018-2021） 

序号 培养单位 立项时间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课程类型 备注 

1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 制度与会计学 李青原 研究学分课 非实验类 

2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 博弈模型与行为实验 魏立佳 研究学分课 非实验类 

3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 行为科学理论前沿与方法论 陶厚永 研究学分课 非实验类 

4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专题 李雪松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   

5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 年 中级计量经济学 方迎风 学科通开课   

6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 年 研究生沟通科学与艺术 张三保 公共选修课   

7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 年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 陶厚永 专业必修课   

8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 年 管理学 刘学元 全英文课程   

9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 年 银行管理 代军勋 “课程思政”建设   

10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 年 研究生健康心理学 杜晓成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   

11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领导力研究前沿理论 卫武 研究学分课 非实验类 

12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运筹学 方德斌 专业必修课   

13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企业财务管理 苏灵 专业必修课   

14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营销管理 吴思 专业必修课   

15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对策论与最优化理论 孙祥 专业必修课   

16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年 研究生健康心理学（九型人格） 杜晓成 公共选修课   

17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年 现代公司的管理思维与方法 龚红 公共选修课   

18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年 消费者行为学 赵晶 全英文课程   

19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年 国际投资 刘威 全英文课程   

20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年 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 叶初升 研究学分课 非实验类 

21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年 实验经济学科研训练 Jason Sha chat 研究学分课 非实验类 

22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年 电力市场管理机制设计 方德斌 研究学分课 实验类 

23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年 税收筹划 陈冬 专业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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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项目立项情况表（2018-2021 年） 

序号 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申请人 该项目获批题目 

1 2021 年 武汉大学研究生导师育人方式创新项目 卫 武 领导力与创新发展专题学术研讨会 

2 2021 年 武汉大学研究生导师育人方式创新项目 罗 知 遥感经济交叉学科创新培养项目 

3 2021 年 武汉大学研究生导师育人方式创新项目 郭汝飞 贸易与发展工作坊 

4 2021 年 武汉大学研究生导师育人方式创新项目 刘 威 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跨学科研讨会 

5 2021 年 武汉大学研究生导师育人方式创新项目 张克群 技术创新专题研讨会 

6 2021 年 2021 年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 李雪松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专题 课程  

7 2021 年 2021 年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 温兴琦 管理经济学 

8 2021 年 2021 年武汉大学研究生精品课建设 李汛 《计算机经济分析软件》课程 

9 2021 年 2021 年武汉大学研究生研究学分课程 李卓 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10 2021 年 2021 年武汉大学研究生研究学分课程 李青原 制度与会计学 

11 2021 年 2021 年武汉大学研究生研究学分课程 魏立佳 博弈模型与行为实验 

12 2021 年 2021 年武汉大学研究生研究学分课程 陶厚永 行为科学理论前沿与方法论 

13 2021 年 开展武汉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培育工作 龚红 现代公司的管理思维与方法 

14 2021 年 开展武汉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培育工作 张三保 研究生沟通科学与艺术 

15 2021 年 开展武汉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培育工作 叶初升 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研究述评 

16 2021 年 开展武汉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培育工作 李雪松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17 2021 年 开展武汉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培育工作 杜晓成 研究生健康心理学：人格心理学 

18 2021 年 开展 2021 年武汉大学优秀教材奖申报评选 刘颖斐 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19 2020 年 武汉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方德斌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20 2020 年 武汉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陈建安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案例链式复盘课堂及《人力资

源管理诊断与咨询》中的应用研究 

21 2019 年 武汉大学研究生导师育人方式创新项目 吴思 基于自我提升的学硕专硕共享平台搭建 

22 2018 年 武汉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杜晓成 心理健康教育在研究生全过程培养中的实施路径 

23 2018 年 武汉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马亮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人文社科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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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论文发表情况 

论文题目 发表时间 作者 备注 

双一流背景下研究生教育质量评

价研究 
2022.8 

方德斌 程磊 吴菲 韩志

欣 余宏伟 
已录用 

研究生教育教学“协同育人”的相

关思考 
2021 马亮  

“双一流”背景下研究生导师队伍

建设研究 
2020 马亮  

高校年薪制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存

在的问题级对策 
2016 马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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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背景下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研究 

武汉大学  方德斌 程磊 吴菲 韩志欣 余宏伟 

摘要：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必须有一流的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直接体现了研究型大学

教育质量和核心竞争力。要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必须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这也意味着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为此，结合国家对一流

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以及相关原则，通过充分理解和分析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内涵、

形成机理和相关影响因素，研究设计涵盖生源质量、师资质量、教学质量、学位质量和

发展质量等 5 项一级指标、14 项二级指标，71 项三级指标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内部评价

方案。在此基础上，运用基于博弈思想的组合赋权方法对 71 项三级指标进行科学赋权，

采用 WASPSA 评价方法计算得到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最后，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为例展开实证分析，验证了研究生教育质量内部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评价方法的有

效性，进而为科学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 研究生教育质量 内部评价 组合赋权 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 

一、引言 

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必须有一流的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直接体现了研究型大学教

育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新时代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处在由大到强转变的关键时期，国内经

济社会发展面临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挑战，国际上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研究

生教育的战略性、重要性随之更为凸显。在评价研究生教育中，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

关键问题，加快研究生教育评价体系建设，推动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战略转型期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核心任务[1]。近年来许多国内外学者对教育质量评价进行了研究，有

效提高了研究生教育质量，但也存在不足之处：（1）评价体系居多侧重于服务过程，或

是教学方面，对于教育服务结果的测评较少，而专门针对研究生教育特点的教育服务质

量评价研究更是少之又少；（2）整体评价体系还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大多由普遍常识经

验形成；（3）评价体系缺少适用性，且较少对于评价指标进行整理及理性分析。总的来

说，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与角度出发，对当前研究生教育评价体系存在的一系列突出

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存在问题的一些解决办法，但是研究中还是存在着碎片化、针

对性差等问题。因此，探讨双一流背景下研究生教育质量内部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 

二、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模型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对教育质量的认识上，学术界存在几种观点：相对质量观、服务质量观、过程质

量观、外部质量观、多元质量观等。同样的，根据美国学者列维（G. Lewis）、史密斯（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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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nth）的观点，应运用“全面质量改善的开放系统方法”，质量评价需要在研究生教育

投入、培养过程和教育产出三方面开展，即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应伴随着研究生

所有培养过程[3]。 

参考影响培养质量的目标因素，本研究将从五个方面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评价。

具体来看，第一方面为生源质量，主要表现为研究生生源质量，其直接关系到后期的培

养质量，是提高研究生整体质量的前提；第二方面为师资质量，主要考查研究生导师工

作水平，其是研究生教育的关键，营造和谐师生关系、准确落实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

则以及发挥导师在思政教育上的作用等都尤为重要；第三方面为教学质量，主要衡量教

育教学环节，是进行研究生教育的基础保障，良好的配套软硬件设施，科学高效的课程

设计，一流的创新实践教学环境等等能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起到关键作用；第四方面为学

位质量，主要反映了研究生学术水平的高低，由学术和科研成果的产出而体现，其质量

的高低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很关键；第五方面为发展质量，主要体现在毕业之后是

否可以很好的服务于社会，是否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其对社会地影响程度决定着研

究生质量的好坏[4]。 

结合国家对一流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依据以上基本原则和所要关注的重点

问题，构建出包含 5 个一级指标，14 个二级指标，71 个三级指标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表 

目标层 一级准则层 二级准则层 三级准则层 

研究生培养

指标评价体

系 

生源质量 

生源素质 

年度录取／招生比例 

生源中跨学科专业比例 

生源有过境外留学比例 

生源有过工作实践比例 

生源中留学生比例 

知识结构 

入学统考成绩 

复试综合成绩 

生源院校性质 

生源学科评估排位 

师资质量 

整体水平 

拥有正高职称的导师人数 

导师人均指导研究生数 

导师指导研究生平均年限 

研究生师生比 

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情况 

导师违反学术道德人数 

导师业绩 

导师中获国家级三大奖的比例 

导师中获得的国内外重要奖项的比例 

3 年内师均发表国内外高水平论文数量 

3 年导师中重点项目负责人数量 

主要学科方向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数 

3 年师均为研究生上课课时数 

导师指导研究生做学位论文平均时长 

国际化水平 
担任国内外重要期刊负责人的教师数 

导师有海外国际组织学术兼职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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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均参与国际合作项目数 

国际合作论文数量 

外籍专任教师／导师数 

教学质量 

资源平台 

国际学术期刊主办数 

重点学科和实验室建设情况（等级数量） 

图书馆数据库信息资源 

优质课程及教材建设情况 

研究教育科研及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情况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 

学习环境 

生活条件及配套设施情况 

学术创新/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 

奖助学金的开展情况 

培养与教学管理 

培养定位与目标 

课程及学习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要求 

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培养过程 

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场次数 

研究生参加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数 

赴境外交流学生所占比例 

转专业研究生比例 

境外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所占比例 

学位质量 

学位质量保障 

教学管理监督制度建设情况 

学位论文流程阶段管理 

校内学位论文抽查情况 

学位论文及成果 

生均科研成果转化／注册发明专利数 

违反学术道德学生人数 

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 

学位论文盲审通过率 

学术论文抽查优秀率 

学位研究生学业完成率／平均毕业年限 

生均发表高水平论文数量 

学位授权点建设 

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情况 

学位评定标准 

学位评定标准的执行情况 

学科建设目标达成和对标达成情况 

发展质量 

毕业生情况 

研究生参加全国竞赛获奖情况 

研究生在国际大赛中的获奖情况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毕业生专业对口率 

毕业生升学/出国比率 

毕业生 5 年内创业成功情况 

研究生超最长修读年限不能毕业比率 

社会评价 

服务社会及国家的标志性成果 

研究生知识水平、操作能力及综合能力 

研究生培养目标适应社会需求程度 

学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社会声誉 

2.2 研究生教育质量内部评价方法 

2.2.1 指标赋权方法 

主观赋权法简单直接的凭借专家的经验和判断来确定权重，但在指标赋权上存在主

观性和随意性；客观赋权法依据原始客观信息，通过数学模型的计算分析来进行赋权，

也因此忽略了专家的主观能动性。基于此，本文采用基于博弈论思想的主、客观组合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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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其中主观赋权方法选用集体决策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

客观赋权法运用熵权法。 

①主观赋权法——集体决策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 

建立包含𝑙名专家的专家组𝐸 = {𝐸1, 𝐸2,···, 𝐸𝑙}，各个专家通过 1~9 标度法两两比较各

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从而构造各个专家的判断矩阵。判断矩阵𝐵的形式如下： 

𝐵 = (𝑏𝑖𝑗)
𝑚×𝑚

= [

𝑏11 𝑏12

𝑏21 𝑏22

⋯ 𝑏1𝑚

⋯ 𝑏2𝑚

⋮ ⋮
𝑏𝑚1 𝑏𝑚2

⋱ ⋮
⋯ 𝑏𝑚𝑚

]                       （1） 

在得到专家的判断矩阵后，利用特征向量法𝐵𝑊 = 𝜆𝑚𝑎𝑥𝑊求解，求得各个专家赋予

的指标权重，并利用公式𝐶𝐼 =
𝜆𝑚𝑎𝑥−𝑚

𝑚−1
和𝐶𝑅 =

𝐶𝐼

𝑅𝐼
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式中𝜆𝑚𝑎𝑥

为判断矩阵𝐵的最大特征值，𝑊为𝜆𝑚𝑎𝑥所对应的特征向量，𝐶𝐼为一致性指标，𝐶𝑅为一致

性比率（𝑅𝐼为随机指标）其值大小与矩阵维数大小有关。 

利用集体决策理论集成各专家分别赋予的指标权重，专家组权重为{𝑒1, 𝑒2,···, 𝑒𝑙}。对

于专家𝐸𝑙，其确定的指标权重集为{𝑤1𝑙, 𝑤2𝑙,···, 𝑤𝑚𝑙}。对于第𝑗个指标，最终权重计算公式

为𝑤𝑗 = 𝑤𝑗1
𝑒1𝑤𝑗2

𝑒2 ··· 𝑤𝑗𝑙
𝑒𝑙。 

②客观赋权法——熵权法 

从包含𝑙名专家的专家组𝐸 = {𝐸1, 𝐸2,···, 𝐸𝑙}中收集各个专家对各个指标的评估分数，

构建各指标的原始评分矩阵𝑃 = (𝑝𝑖𝑗)
𝑙∗𝑚

（𝑖 = 1，2，…，𝑙；𝑗 = 1，2，…，𝑚。其中𝑚

为指标个数），并通过规范化处理，将原始评分矩阵𝑃转化为标准化的矩阵𝑃′ = (𝑝𝑖𝑗
′ )

𝑙∗𝑚
。 

𝑃′ = (𝑝𝑖𝑗
′ )

𝑙∗𝑚
= [

𝑝11 𝑝12

𝑝21 𝑝22

⋯ 𝑝1𝑚

⋯ 𝑝2𝑚

⋮ ⋮
𝑝𝑙1 𝑝𝑙2

⋱ ⋮
⋯ 𝑝𝑙𝑚

]                         （2） 

再根据信息论中信息熵的定义，利用𝑔𝑖𝑗 =
𝑝𝑖𝑗

′

∑ 𝑝𝑖𝑗
′𝑚

𝑗=1

计算出第𝑗个指标的熵值𝑒𝑗 =

− 𝑙𝑛(𝑙)−1 ∑ 𝑔𝑖𝑗
𝑙
𝑖=1 𝑙𝑛 𝑔𝑖𝑗。其中，𝑗 = 1，2，…，𝑚，依次计算出𝑚个指标的熵值为𝑒1，

𝑒2，…，𝑒𝑚，在此基础上，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第 𝑗个指标的客观权重为𝑤𝑗 =

(1 − 𝑒𝑗) ∑ (1 − 𝑒𝑗)𝑚
𝑗=1⁄ 。 

③基于博弈论思想的组合赋权法 

在确定指标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后，针对单一赋权法的缺点，引入博弈论的思想来

确定教育质量评估指标的组合权重。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能够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赋权决策的科学合理性。 

记确定的指标主观权重为𝑊1 = (𝑤11，𝑤12，⋯，𝑤1𝑚)，确定的指标客观权重为

𝑊2 = (𝑤21，𝑤22，⋯，𝑤2𝑚)。令𝑊为𝑊1和𝑊2的线性组合表达的指标组合，权重向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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𝑊，其中，𝜆1与𝜆2为线性组合系数。 

𝑊 = [

𝜆1𝑤11 + 𝜆2𝑤21

𝜆1𝑤12 + 𝜆2𝑤22

⋮
𝜆1𝑤1𝑚 + 𝜆2𝑤2𝑚

] = [

𝑤11 𝑤21
𝑤12 𝑤22

⋮
𝑤1𝑚

⋮
𝑤2𝑚

] (
𝜆1

𝜆2
) = 𝜆1𝑊1 + 𝜆2𝑊2              （3） 

再根据博弈论的思想，将𝑊1、𝑊2视为博弈的双方，博弈双方达到的均衡状态即为

最优组合权重。从数学角度来看，均衡状态下应满足𝑊1、𝑊2与指标组合权重之间的离

差之和达到最小。根据这一点可以建立目标函数，进而在满足约束条件的基础上，求得

最优的线性组合系数𝜆1
∗、𝜆2

∗，主要形式为𝑚𝑖𝑛(∥ 𝑊 − 𝑊1 ∥2 +∥ 𝑊 − 𝑊2 ∥2)， 𝑠. 𝑡.  𝜆1 +

𝜆2 = 1, 𝜆1, 𝜆2 ≥ 0。 

根 据 微 分 原 理 ， 目 标 函 数 取 得 最 小 值 的 一 阶 导 数 条 件 为 ：

{
𝜆1𝑊1𝑊1

𝑇 + 𝜆2𝑊1𝑊2
𝑇 = 𝑊1𝑊1

𝑇

𝜆1𝑊2𝑊1
𝑇 + 𝜆2𝑊2𝑊2

𝑇 = 𝑊2𝑊2
𝑇，代入已确定的指标主观权重𝑊1和指标客观权重𝑊2，即

可求得线性系数𝜆1、𝜆2： {
𝜆1

∗ =
|𝜆1|

|𝜆1|+|𝜆2|

𝜆2
∗ =

|𝜆2|

|𝜆1|+|𝜆2|

  并对𝜆1、𝜆2进行归一化处理，从而得出指标的

最优组合权重𝑊∗ = 𝜆1
∗ 𝑊1 + 𝜆2

∗ 𝑊2。 

2.2.2 质量评价方法 

综合所有指标的数据表现，经过 WASPAS 方法计算，我们可以计算得出评价目标研究

生教育质量的得分情况，即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与单一方法相比，WASPAS 方法可以提高

聚合精度，使得决策过程更为准确。指标权重为𝑊 = (𝑤1, 𝑤2, … , 𝑤𝑛)；初始决策矩阵为𝑋 =

[𝑥𝑖𝑗]。 

加权求和模型为𝑄𝑖
(1)

= ∑ 𝑥𝑖𝑗
∗ 𝑤𝑗

𝑛
𝑗=1 ，加权乘积模型为𝑄𝑖

(2)
= ∏ (𝑥𝑖𝑗

∗ )𝑤𝑗𝑛
𝑗=1 ，将两种模型加

权相加𝑄𝑖 = 𝜆 ∑ 𝑥𝑖𝑗
∗ 𝑤𝑗

𝑛
𝑗=1 + (1 − 𝜆) ∏ (𝑥𝑖𝑗

∗ )
𝑤𝑗𝑛

𝑗=1  𝜆 = 0, … ,1。式中，𝜆取 0 到 1 之间的任意值。

当𝜆 = 0时，WASPAS 方法退化为加权乘积模型；当𝜆 = 1，WASPAS 方法退化为加权求和模

型。 

三、研究生教育质量内部评价实证分析 

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作为评估对象，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模型展开实证分析。 

3.1 获取原始数据 

围绕评价指标体系的三级准则，在搜集研究生教育质量客观数据的基础上，向在校研究

生、已毕业研究生、研究生导师、研究生管理者和用人单位等设计并发放调查问卷，获取三

级准则的原始数据。根据指标处理方法确定各个三级准则的分值，如表 2 所示。各项指标的

评分主要在 7~10 之间，表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生源质量、师资质量、教学质量、

学位质量和发展质量方面有着较为均衡的发展，在绝大多数指标上表现优异。同时在一些指

标上也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例如生源中留学生比例、导师中获国家级三大奖的比例、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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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际合作项目数、外籍专任教师／导师数和研究生在国际大赛中的获奖情况等。 

3.2 计算评价指标权重 

首先，采用基于集体决策和层次分析法的主观赋权法，调研 3 位研究生教育领域的

专家学者，在阐明指标具体含义后，获得各专家的两两比较判断矩阵，集成得出评价指

标的主观权重。随后，根据客观赋权法——熵权法，从评分数据出发，计算得出评价指

标的客观权重。最后，通过博弈论组合赋权法，汇总得出评价指标的组合权重，结果如

表 2 所示。 

一级准则中最重要的是学位质量，其权重为 0.243094，体现出学位质量在研究生培

养质量评价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其次是发展质量、教学质量和师资质量，其权重依次

为 0.223217、0.221742 和 0.219302，总体来说与学位质量的权重差距不大。而最不重要

的一级准则是生源质量，其权重仅为 0.092645。 

二级准则中最重要的是学位论文及成果，其组合权重为 0.141602，主观权重更是达

到 0.167571，反映了学位论文及成果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中的绝对重要作用。此外，

组合权重超过 0.1 的还有毕业生情况和社会评价两个二级准则，其权重分别为 0.120722

和 0.102495，反映了研究生教育质量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研究生毕业之后是否可以很好的

服务于社会和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表 2 评价指标组合权重 

目标层 
一级准

则层 

组合权

重 

二级

准则

层 

组合权

重 
三级准则层 组合权重 评分 

研究生

培养指

标评价

体系 

生源质

量 
0.092645 

生源

素质 
0.043558 

年度录取／招生比例 0.00637 10 

生源中跨学科专业比例 0.012154 9 

生源有过境外留学比例 0.004542 7 

生源有过工作实践比例 0.01413 9 

生源中留学生比例 0.006363 2 

知识

结构 
0.049087 

入学统考成绩 0.004584 9 

复试综合成绩 0.009746 9 

生源院校性质 0.015432 10 

生源学科评估排位 0.019324 8 

师资质

量 
0.219302 

整体

水平 
0.073789 

拥有正高职称的导师人数 0.008449 9 

导师人均指导研究生数 0.013717 10 

导师指导研究生平均年限 0.010455 10 

研究生师生比 0.010071 10 

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情况 0.020285 10 

导师违反学术道德人数 0.010813 10 

导师

业绩 
0.072362 

导师中获国家级三大奖的比例 0.016271 1 

导师中获得的国内外重要奖项的比例 0.013973 8 

3 年内师均发表国内外高水平论文数

量 
0.007099 

10 

3 年导师中重点项目负责人数量 0.011024 10 

主要学科方向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

干数 
0.00438 

8 

3 年师均为研究生上课课时数 0.003927 9 

导师指导研究生做学位论文平均时长 0.01568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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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化水

平 

0.07315 

担任国内外重要期刊负责人的教师数 0.016844 10 

导师有海外国际组织学术兼职的比例 0.017132 7 

师均参与国际合作项目数 0.017007 5 

国际合作论文数量 0.010226 9 

外籍专任教师／导师数 0.011942 2 

教学质

量 
0.221742 

资源

平台 
0.072018 

国际学术期刊主办数 0.008083 9 

重点学科和实验室建设情况（等级数

量） 
0.019153 

9 

图书馆数据库信息资源 0.006186 9 

优质课程及教材建设情况 0.017385 9 

研究教育科研及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情

况 
0.010901 

9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 0.010309 8 

学习

环境 
0.024743 

生活条件及配套设施情况 0.003379 10 

学术创新/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 0.013959 9 

奖助学金的开展情况 0.007406 10 

培养

与教

学管

理 

0.055847 

培养定位与目标 0.011308 9 

课程及学习要求 0.016417 10 

学位论文选题要求 0.01686 10 

学术道德与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0.011262 10 

培养

过程 
0.069135 

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场次数 0.008054 7 

研究生参加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数 0.010904 8 

赴境外交流学生所占比例 0.022767 7 

转专业研究生比例 0.003683 8 

境外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所占比例 0.023727 7 

学位质

量 
0.243094 

学位

质量

保障 

0.036754 

教学管理监督制度建设情况 0.010234 9 

学位论文流程阶段管理 0.017524 9 

校内学位论文抽查情况 0.008996 9 

学位

论文

及成

果 

0.141602 

生均科研成果转化／注册发明专利数 0.016394 10 

违反学术道德学生人数 0.033633 10 

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 0.017587 10 

学位论文盲审通过率 0.00613 9 

学术论文抽查优秀率 0.023653 7 

学位研究生学业完成率／平均毕业年

限 
0.018324 

8 

生均发表高水平论文数量 0.025883 10 

学位

授权

点建

设 

0.064738 

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0.006838 8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情况 0.011878 9 

学位评定标准 0.007475 8 

学位评定标准的执行情况 0.015825 9 

学科建设目标达成和对标达成情况 0.022722 10 

发展质

量 
0.223217 

毕业

生情

况 

0.120722 

研究生参加全国竞赛获奖情况 0.017358 9 

研究生在国际大赛中的获奖情况 0.008385 5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0.028259 9 

毕业生专业对口率 0.012626 8 

毕业生升学/出国比率 0.009401 8 

毕业生 5 年内创业成功情况 0.027293 8 

研究生超最长修读年限不能毕业比率 0.0174 8 

社会

评价 
0.102495 

服务社会及国家的标志性成果 0.04208 6 

研究生知识水平、操作能力及综合能

力 
0.009523 

9 

研究生培养目标适应社会需求程度 0.030346 9 

学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社会声誉 0.020546 9 

3.3 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 

根据 2.2.2 节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方法——WASPAS 方法，取其中 λ 值为 0.5，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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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为 8.27 分，根据得分标准（9

分以上视为优秀、8-9 分视为良好、7-8 分视为中等、6-7 分视为合格、6 分以下视为不

合格），整体表现良好。 

由表 3 可以看出，学院在生源质量、师资质量、教学质量、学位质量和发展质量

五个方面表现最好的是学位质量，达到 9.15 分，为优秀级别；其次是教学质量（8.65

分）、生源质量（8.45 分）和师资质量（8.00 分），均为良好；表现最不好的是发展质

量，为中等。 

图 1 进一步列出各个二级准则得分。表现优秀的有：整体水平、培养与教学管

理、学习环境、学位论文及成果、学位授权点建设和学位质量保障。此外，表现良好

的方面有知识结构、资源平台和毕业生情况；表现中等的方面有生源素质、社会评

价、导师业绩和培养过程；表现仅合格的方面有国际化水平。 

实证结果表明了本研究建立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评价模型的有

效性，可以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提供质量保障体系调整的依据，同时给其他高

校的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提供参考。 

表 3 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 

 生源质量 师资质量 教学质量 学位质量 发展质量 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 

得分 8.45 8.00 8.65 9.15 7.99 8.27 

 

图 1 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二级准则得分 

四、结束语 

本文基于全面质量改善的开放系统方法构建了包括学位质量、发展质量、教学质

量、师资质量、生源质量等因素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内部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基于博

弈论的组合赋权法与 WASPSA 法结合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评估模型，揭示了研究生

教育质量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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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教材专著建设（2018-2021） 

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材专著统计表（2018-2021） 

单位 姓名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排 名 出版单位/刊物名称 检索时间 

经济系 叶初升 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 编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胡晖 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6-2017） 编著 2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罗知 新民营经济研究 编著 2（副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19 

金融系 叶永刚 2017 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 编著或教材 1 人民出版社 2018 

会计系 余国杰 财务金融学（第二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管工系 赖一飞 创业项目管理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管工系 赖一飞 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学（第二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营销系 徐岚 服务营销服务营销 编著或教材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营销系 朱华伟 服务营销学 编著或教材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8 

金融系 叶永刚 国家金融工程 编著或教材 1 人民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王今朝 经济学原理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退休 冯文权 经济预测与决策技术（第六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肖光恩 空间计量经济学——基于 MATLAB 的应用分析 编著或教材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金融系 叶永刚 区域金融工程 编著或教材 1 人民出版社 2018 

营销系 黄静 市场营销学 1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金融系 胡昌生 证券投资学（第三版）1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叶晓倩 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齐绍洲 中国碳市场发展报告--从试点走向全国 编著或教材 2 人民出版社 2018 

管工系 赖一飞 MBA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编著或教材 1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会计系 王颖 财务报表分析 编著或教材 1（副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9 

工商系 夏清华 创业管理第二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财税系 王玮 地方财政学（第三版） 编著或教材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金融系 韩国文 金融市场学（人民邮电） 编著或教材 1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9 

工商系 谭力文 管理学（第 5 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经济所 侯伟丽 环境经济学 编著或教材 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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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系 谢获宝 会计学原理（2020 年版） 编著或教材 1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黄宪 货币金融学（第七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叶永刚 金融工程 编著或教材 1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韩国文 金融市场学（第二版） 编著或教材 1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宋敏 金融通识 编著或教材 1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经济所 侯伟丽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编著或教材 2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财税系 王玮 税收学原理（第 4 版） 编著或教材 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 

财税系 唐登山 税务稽查学（第二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营销系 黄敏学 网络营销（四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 2020 

金融系 黄宪 银行管理学（第三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经济所 杨艳琳 《现代财政与金融教程（第四版）》 编著或教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21 

经济系 文建东 人文社科经典导引（第三版）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1 

经济系 文建东 西方经济学（第二版） 编著或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经济系 文建东 西方经济学精要本（第三版） 编著或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经济系 文建东 西方经济学流派评析 编著或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营销系 黄静 新产品营销（第二版） 编著或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工商系 龚红 Active Aging: The Human Capital and Reemployment of Older Workers in China 奖励著作 1 
美国 Horizon Research 

Publishing 出版社 
2020 

工商系 涂乙冬 道德型领导：提升企业绩效、团队创造力与员工幸福感 奖励著作 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博士后 李强谊 教育与中国农村减贫 奖励著作 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退休 谭力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研究 奖励著作  人民出版社 2021 

保险系 杨霞 保险原理 教材 参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 

退休 魏华林 保险原理 教材 主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 

会计系 余国杰 高级财务会计（第三版） 教材 1 科学出版社 2016 

会计系 许新霞 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教材 3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会计系 周亚荣 会计制度设计（第二版） 教材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工商系 余泽忠 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第二版） 教材 独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经济系 曾国安 收入分配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教材 参编 

载许崇正主编：《人的发展经

济学教程——后现代主义经济

学》，科学出版社 

2016 

财税系 王玮 税收学原理（第 3 版） 教材 独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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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系 廖以臣 网络营销 教材 1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退休 颜鹏飞 西方经济学（精要本·第二版） 教材 第 2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财税系 王德祥 现代外国财政制度（第二版） 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世经系 刁莉 转轨经济学 教材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保险系 杨霞 保险学（第四版） 教材 参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管工系 郑君君 工程估价（第四版） 教材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管工系 陆菊春 工程经济学 教材 1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管工系 程鸿群 工程造价管理（第三版） 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管工系 高宝俊 管理信息系统（第二版） 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工商系 秦仪 管理学（第 13 版）同步辅导·习题详解·考研真题 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何国华 国际金融学 教材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会计系 周亚荣 会计学 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会计系 田娟 会计学 教材 2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赵征 货币金融学（第六版） 教材 4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黄宪 货币金融学（第六版） 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潘敏 货币金融学（第六版） 教材 2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经研所 侯伟丽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教材 参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工商系 陈建安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教材 2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工商系 李燕萍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教材 1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管工系 赖一飞 项目管理概论（第 2 版） 教材 1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技经所 王学军 中国创新 50 人笔谈（2019） 皮书/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20 

经济系 叶初升 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8-2019） 皮书/发展报告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1 

工商系 张三保 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报告（2020） 皮书/发展报告 参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21 

世经系 刁莉 
Госудаоственн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в Китае(1980-1997)（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

（1980-1997）） 
外文专著 独著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

出版社 
2016 

管工系 汪挺松 Liner ship fleet planning: models and algorithm 外文专著 1 Elsevier 2017 

工商系 龚红 
Th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Innovative Ability Cultivation of Undergraduates in 

Mass Maker  Space of Chinese University 
外文专著 1 

美国 Horizon Research 

Publishing 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陈立敏 

Emerging Market Multinational Report (EMR) 2019: Emerging Markets: Building 

Constructive Engagement《2019 年度新型经济体跨国企业报告：在新兴市场中建

立建设性的参与》 

外文专著 1 

SC Johnsen College of Business 

at Cornell University（美国康奈

尔大学商学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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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 彭红枫 
金融工程：运用衍生工具管理风险（第三版）（Handbook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译著 1 REARSON,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世经系 齐绍洲 碳市场计量经济学分析：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清洁发展机制 译著 校对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 

金融系 韩国文 金融市场与机构（原书第 6 版） 译著 1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工商系 严若森 公司治理：组织视角 译著 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肖光恩 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数据的分位数回归 译著 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肖光恩 空间计量经济学入门：在 R 中的应用 译著 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肖光恩 空间数据分析：模型、方法与技术 译著 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管工系 陈植元 库存控制和供应链管理研究——基于需求预测更新的视角 译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8 

营销系 桂世河 广告学：原理与实务（第 11 版） 译著 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工商系 张三保 组织不端行为：对主流理论的批判性分析与案例研究 译著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世经系 郭凛 Success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著作 参编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2016 

金融系 叶永刚 大别山金融工程——基于中国湖北黄冈的示范分析 著作 1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世经系 刁莉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习题集 著作 主编 九州出版社 2016 

营销系 黄敏学 价格波动风险下钢铁业的营销管理研究 著作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金融系 叶永刚 农业金融工程 著作 1 人民出版社 2016 

营销系 黄敏学 社会化媒体的价值、机制与治理策略研究 著作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经济系 郭熙保 现代经济学大典·发展经济学分册 著作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世经系 林玲 新编经济思想史（第九卷）: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 著作 参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经研所 杨艳琳 中国中部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与政策 著作 1 科学出版社 2016 

经研所 刘传江 “两型社会”视域下的产业低碳化发展——以中部地区为例 著作 1 科学出版社 2017 

财税系 徐进 地方税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 著作 参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 

营销系 黄敏学 基金客户的动态细分与关系稳定策略研究 著作 丛书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退休 颜鹏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著作 4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经研所 钟水映 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研究 著作 1 科学出版社 2017 

经研所 钟水映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著作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营销系 黄敏学 虚拟产品的社会化扩散机制研究 著作 丛书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吴传清 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报告（2017） 著作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吴传清 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研究 著作 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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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 余静文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 著作 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游士兵 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著作 1 科学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刘再起 湖北与中俄万里茶道 著作 1 人民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卫武 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压力的认知及其反应：基于注意力的视角 著作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游士兵 色谱经济分析法理论与应用 著作 1 科学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吴传清 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 著作 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陈翥 中国城市服务业经济研究 著作 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李燕萍 中国改革 40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问题与展望 著作 1 科学出版社 2018 

金融系 黄宪 中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研究——基于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和协调性的视角 著作 1 人民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邓新明 中国情境下消费者伦理购买意向与行为研究 著作 1 人民出版社 2018 

金融系 宋敏 新型城镇化蓝皮书  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2017） 著作 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经研所 辜胜阻 城镇化转型的轨迹与路径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6 

世经系 齐绍洲 低碳经济转型下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专著 独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技经所 张克群 非专利实施实体问题研究 专著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管工系 王恺 复杂生产环境下流程工业生产调度优化方法 专著 独著 科学出版社 2016 

会计系 苏灵 高管变更、权力重构路径与公司业绩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6 

会计系 田娟 会计准则制定的经济后果研究 专著 独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保险系 王正文 基于经济资本的保险公司整合风险管理研究 专著 独著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6 

管工系 戴宾 基于室内定位服务的弹性物料搬运系统设计研究 专著 独著 科学出版社 2016 

金融系 宋凌峰 基于资产负债表的部门信用风险传导与反馈研究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6 

经济系 游士兵 经济增长新引擎模式研究 专著 2（导师） 科学出版社 2016 

金融系 余静文 全球经济失衡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结构转型、制度和金融发展的视角 专著 独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经济系 乔洪武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全三卷，第二卷) 专著 1 商务印书馆 2016 

经济系 乔洪武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全三卷，第三卷) 专著 1 商务印书馆 2016 

经济系 乔洪武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全三卷，第一卷) 专著 1 商务印书馆 2016 

管工系 沈校亮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与用户采纳行为研究 专著 独著 科学出版社 2016 

工商系 陶厚永 员工关系对组织行为影响研究 专著 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世经系 余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6 

工商系 叶晓倩 中国跨国公司外派与回任管理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专著 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会计系 蒋德权 中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及经济后果研究 专著 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财税系 吴俊培 地方税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 专著 1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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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 谢珺 董事会治理，CEO 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决策行为研究 专著 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营销系 徐岚 服务参与中的顾客社会化：策略、机制与后果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7 

营销系 崔楠 服务参与中的顾客社会化：策略、机制与后果 专著 2 科学出版社 2017 

工商系 李燕萍 高承诺人力资源管理、员工多焦点嵌入和工作行为研究——资源保存理论视角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胡晶晶 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机制研究 专著 独著 人民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李艳丽 汇率预期影响下的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与货币政策选择研究 专著 独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黄宪 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研究 专著 2 人民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代军勋 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研究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叶永刚 金融非常态—中国县域金融工程笔记 专著 独著 人民出版社 2017 

管工系 高宝俊 金融市场仿真——从微观个体行为到复杂宏观市场动态 专著 独著 科学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赵征 金融体系风险配置机制的创新与优化研究 专著 独著 科学出版社 2017 

管工系 赖一飞 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开放共享体制优化研究 专著 独著 科学出版社 2017 

工商系 周伟 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及其影响研究：从宏观到微观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李雪松 农村水环境问题的经济机理分析与管理创新制度研究 专著 独著 科学出版社 2017 

工商系 刘艳 青年职业选择及发展：基于科学实证的建议 专著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技经所 王学军 

人力资本对三峡库区经济发展和移民户收入增长影响的研究（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come growth of the re-

settler household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专著 2（导师）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 

财税系 吴俊培 我国公共财政风险评估及其防范对策研究 专著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技经所 王学军 
以就业为导向的三峡库区移民生计能力再造研究（Study on the employment 

oriented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ving capacity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专著 2（导师）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 

财税系 卢洪友 中国环境污染效应及治理机制研究 专著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程承坪 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专著 独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叶永刚 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2016）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宋凌峰 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2016） 专著 2 人民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罗知 中国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多重任务、效率损失与制度约束 专著 独著 人民出版社 2017 

经研所 辜胜阻 转型时代的创业与创新 专著 独著 人民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孙兴全 追寻制度文明的脚印——财政治理与财政监督问题的公共讨论 专著 独著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7 

世经系 李锴 FDI 对中国工业能源环境的影响研究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8 

退休 魏华林 城市风险管理 专著 1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8 

营销系 朱华伟 冲动购买内在机制研究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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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系 温兴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学研合作政策框架的主要脉络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8 

技经所 陈昊雯 管理者关系与机会捕获：不同制度环境下资源储备与组织结构的调节作用研究 专著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陈继勇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与路径研究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8 

经研所 魏珊 湖北省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劳动力状态研究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金融系 罗琦 控股股东投融资决策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胡羚燕 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颜鹏飞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构建学说的现代意蕴 专著 2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经研所 辜胜阻 民营经济转型与新时代新动能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8 

营销系 寿志钢 内部营销理论的拓展研究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刘艳 青年职业选择及发展：基于科学实证的建议 专著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金融系 李艳丽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研究：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专著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王罡 市场—政府双元力量对企业专利产出的作用机理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退休 简新华 体系与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六人谈 2 专著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李锡元 心理所有权的产生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 专著 1 上海交通大学 2018 

会计系 林晚发 债券市场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效率比较研究——基于投资者保护视角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王今朝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占优设计 专著 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退休 简新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疑难问题研究 专著 1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8 

退休 简新华 著名经济学家纵论新时代经济 专著 1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刘威 G20 框架下的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研究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9 

财税系 龚锋 财政激励、机会平等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9 

经研所 董延芳 城镇化进程中代际分化的农民工集体行动研究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9 

工商系 温兴琦 创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研究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工商系 夏清华 电子竞技商业模式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数理系 邹薇 反贫困的中国路径：基于能力开发的视角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世经系 李卓 工业化中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探讨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9 

工商系 谭力文 管理学学科地图 专著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经济系 吴传清 黄金水道：长江经济带 专著 1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9 

金融系 张培 基于无标度网络的主权信用风险传染及应对策略研究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数理系 张芬 健康、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世经系 齐绍洲 全球主要碳市场制度研究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9 

工商系 李绍龙 授权型领导研究：影响效果、因素及其在团队中的分配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144 

退休 李健 我的诗与远方 专著 1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9 

经济系 吴传清 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报告（2018） 专著 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金融系 胡婷 证券市场交易机制的市场影响研究：基于市场微观结构和交易制度变迁的视角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9 

经济系 王今朝 中国人视野中的经济发展 专著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营销系 汪涛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 专著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9 

工商系 杜旌 中庸研究：探寻现代组织管理中的传统文化力量 专著 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金融系 宋凌峰 2019 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20 

保险系 魏华林 保险大国 专著 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叶永刚 创造套利—中国市域金融工程笔记 专著 1 东方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叶永刚 金融最后一公里 专著 1 东方出版社 2020 

世经系 刘再起 晋商与万里茶道 专著 独 人民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宋敏 绿色金融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宋敏 区块链+金融科技 案例分析 专著 2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世经系 刘再起 世界主要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研究 专著 3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0 

财税系 吴俊培 我国公共财政风险评估及其防范对策研究 专著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胡志强 新股发行制度、技术创新与产品市场竞争的 IPO 决策机理研究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经济系 胡晶晶 中国保障性住房的退出机制研究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20 

经济所 简新华 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再探索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经济所 简新华 中国农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研究 专著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0 

经济所 简新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 专著 1 济南出版社 2020 

经济所 杨艳琳 《普惠金融发展视角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1 

经济所 魏珊 湖北省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劳动力因素影响研究 专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1 

经济系 胡晖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 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营销系 汪涛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1 

经济系 李旭超 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专著  人民出版社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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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研究生国际化情况（2018-2021） 

学院于 2018 年获 EQUIS 三年期认证、2021 年获三年再认证，2021 年同时获 AACSB 首次认证，过去四年间已顺利获得商科教育

的三大国际认证，不断推进学院各项工作流程标准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不断提升学院的治理水平现代化和国际化。 

同时，在过去四年间国际合作项目和合作伙伴稳步拓展。针对研究生项目的合作交流项目达七项。学院还与校国际部合作开发了

17 个世界名校寒暑假短期交流项目。出国交流研究生人数达 47 人，来华留学研究生人数 36 人。 

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来华交流统计（2018-2021） 

序号 学号 护照姓名 中文姓名 层次 来华学习专业 所属一级学科 国籍 来自学校 开始学习时间 结束学习时间 

1 2017345559028 LIM DONG SU 林东秀 硕士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类 韩国 韩国中央大学 2017-09-04 2017-09-08 

2 2018345552006 EYMARD JULIE 朱莉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法国克莱蒙奥弗涅大学 2018-02-26 2018-03-02 

3 2018345552008 HUYNH CLARA 胡云 硕士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类 法国 法国雷恩商学院 2018-02-26 2018-03-02 

4 2018345552009 
VALINGOT THOMAS PIERRE 

JEAN 
林格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法国雷恩商学院 2018-02-26 2018-03-02 

5 2018345559002 BOUTERAMT SAID 赛德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克莱蒙奥弗涅大学 2018-09-03 2018-09-07 

6 2018345559003 DAHDOUH ZAKARIA 达汗都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摩洛哥 
University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Clermont Ferrand - Auvergne / FRANCE 
2018-09-03 2018-09-07 

7 2018345559027 
RANDRIAMANGA SARAH 

MINO 
莎娜 硕士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类 法国 Montpellier Business School 2018-09-03 2018-09-07 

8 2018345559028 
BEISSON JUSTINE  

ISABELLE 
贝森 硕士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类 法国 Montpellier Business School 2018-09-03 2018-09-07 

9 2018345559036 JOEL CHARLES RODOLPHE 查理斯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诺欧商学院 2018-09-03 2018-09-07 

10 2018345559049 THI TAN JULIE 谭丽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诺欧商学院 2018-09-03 2018-09-07 

11 2018345559050 TRAN AMELIE 谈美丽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NEOMA BUSINESS SCHOOL 2018-09-03 2018-09-07 

12 2018345559053 FAULHABER THOMAS 托马斯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NEOMA Business School 2018-09-03 2018-09-07 

13 2018345559070 
JONGSMA MARCEL 

LAURENS 
马克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荷兰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2018-09-03 2018-09-07 

14 2018345559074 
DUBOIS MARINE ESTELLE 

HELENE 
杜博思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诺欧商学院 2018-09-03 2018-09-07 

15 2019345552032 
MANDON AMELIE 

MARCELLE MALVINA 
曼登 硕士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类 法国 Neoma Business School 2019-02-14 2019-02-15 

16 2019345552033 LAGIER FLORIAN 纳吉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Association 2019-02-14 2019-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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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9345552037 EBO YEYE CARINE INES 卡琳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Neoma business school 2019-02-14 2019-02-15 

18 2019345552038 

CHANTHAVONG 

ALEXANDRE CLAUDE LICK 

HOA 

里克 硕士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类 法国 Neoma-BS 2019-02-14 2019-02-15 

19 2019345552039 
BURLAN ENZO VALENTIN 

SIMON 
西蒙 硕士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类 法国 Neoma Business School 2019-02-14 2019-02-15 

20 2019345552040 
CONDAMINE ANDREA 

JEANNE ANNIE 
安黛尔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2019-02-14 2019-02-15 

21 2019345552041 ASERRAR NEZHA 娜扎 硕士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类 摩洛哥 

Universit Clermont Auvergne - École de 

Management - IAE Auvergne   

Université Clermont Auvergne - 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 

2019-02-14 2019-02-15 

22 2019345552043 BENYACOUB YACINE 叶思林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ASSOCIATION 2019-02-14 2019-02-15 

23 2019345552044 MARCONI LUCA 卢卡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意大利 Politecnico di Milano 2019-02-14 2019-02-15 

24 2019345552045 MOURHIM AADAM 亚当 硕士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类 摩洛哥 School 2019-02-14 2019-02-15 

25 2019345559014 
VEILLE ELIOTT MARTIN 

FRANCOIS 
韦礼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2019-09-02 2019-09-06 

26 2019345559015 KILIC BERIL 克莉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德国 University of Wuppertal 2019-09-02 2019-09-06 

27 2019345559018 MAZZA ALISSA 马莎 硕士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类 法国 Montpellier Business School 2019-09-02 2019-09-06 

28 2019345559019 LABRAHMI ABDELALI 那迪 硕士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类 摩洛哥 Montpellier Business School 2019-09-02 2019-09-06 

29 2019345559023 STEWART MATTHEW EMILE 斯特瓦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2019-09-02 2019-09-06 

30 2.01935E+12 STAVE KENNET 科纳特 硕士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类 德国 
Schumpeter Schoo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uppertal 
2019-09-02 2019-09-06 

31 2019345559030 LI YOU 李游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中国 University College of Northern Denmark 2019-09-02 2019-09-06 

32 2019345559033 BARR ARIEL 布尔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Paris Sud (Jean Monnet) 2019-09-02 2019-09-06 

33 2019345559047 NAZEMI ELHAM 娜扎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伊朗 Bergische University Wuppertal 2019-09-02 2019-09-06 

34 2019345559065 TKOTSCH DANA CORNELIA 戴莉娜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德国 
Carl von Ossietzky University of 

Oldenburg 
2019-09-02 2019-09-06 

35 2019345559068 LINDEMANN LUKAS PETER 皮特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德国 
Carl von Ossietzky University of 

Oldenburg 
2019-09-02 2019-09-06 

36 2019345559071 MEYER JONAS 乔纳斯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德国 
Carl von Ossietzky University of 

Oldenburg 
2019-09-02 2019-09-06 

37 2021345559010 
THIEBLEMONT MATTHIAS 

JOSEPH SALOMON 
 硕士 国际商务 应用经济学（硕、博） 法国 Business School 2021-09-06 202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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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研究生就业情况（2018-2022）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就业简报 

一、整体情况 

2022 年，我院毕业研究生共 332 人,其中硕士毕业生 268 人，博士毕业生 64 人。 截

至 2022 年 9 月 5 日，总落实 281 人（包括参加工作、国内升学、出国深造和自主创业

等四种途径），毕业研究生总落实率为 84.64%。其中，博士研究生落实 40 人，占参加就

业博士生人数的 62.5%；硕士研究生落实 241 人，占参加就业硕士生人数的 89.93%。在

总落实的 281 人中，直接参加工作 259 人，占总落实人数的 92.17%；国内升学 15 人，

占总落实人数的 5.34%；出国深造 6 人，占总落实人数的 2.14%；自主创业 1 人（1 人

同时也签订了就业协议书），占总落实人数的 0.36%。（具体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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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2届毕业研究生去向统计图 

二、分类情况 

（1）去向地域分析 

①博士研究生 

在 2022 届所有落实毕业去向的 40 名博士研究生中，20 人在湖北省工作或学习，2

人在广东省工作或学习，4 人在北京市工作或学习，1 人在天津市工作或学习，2 人在湖

南省工作或学习，1 人在贵州省工作或学习，4 人在河南省工作或学习，2 人在江苏省工

作或学习，2 人在浙江省工作或学习，2 人在云南省工作或学习。（具体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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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博士研究生就业去向地域分析 

②硕士研究生 

在 2022 届所有落实毕业去向的 241 名硕士研究生中，有 57 人在湖北省工作或学习，

50 人在广东省工作或学习，50 人在上海市工作或学习，24 人在北京市工作或学习，16

人在浙江省工作或学习，6 人在河南省工作或学习，4 人在江苏省工作或学习，28 人在

其他省份工作或学习，6 人在国外工作或学习。（具体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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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硕士研究生就业去向地域分析 

（2）就业职位类别分析 

①博士研究生 

在 2022 届所有正式就业的 40 名博士研究生中（不含出国出境、国内升学人数），职

业类别为教学人员 22 人，科学研究人员 5 人，金融业务人员 3 人，公务员 3 人，工程

技术人员 1 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3 人，其他人员 3 人。（具体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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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博士研究生就业职位类别分析 

②硕士研究生 

在 2022 届正式就业的 220 名硕士研究生中（不含国内升学、出国深造人数），就业

职位类别为金融业务人员 85 人，经济业务人员 7 人，工程技术人员 23 人，办事人员和

有关人员 11 人，公务员 14 人，教学人员 2 人，科学研究人员 3 人，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4 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20 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1 人，其他人员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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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硕士研究生就业职位类别分析 

（3）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①博士研究生 

在总落实的 40 名博士研究生中，有 27 人进入高等教育单位工作，6 人进入国有企业

工作， 3 人进入党政机关工作，2 人进入科研设计单位工作，2 人进入其他事业单位工

作。（具体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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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博士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②硕士研究生 

在总落实的 241 名硕士研究生中，有 104 人进入国有企业工作，64 人进入其他企业

工作，22 人进入三资企业工作，15 人进入党政机关工作，7 人进入事业单位工作，4 人

进入科研设计单位工作，2 人进入高等教育单位工作，1 人进入医疗卫生单位，1 人选择

自主创业，21 人升学或出国出境。（具体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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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硕士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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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届毕业生就业简报 

一、研究生毕业生情况 

（一）整体情况 

2021 年，我院毕业研究生共 402 人,其中硕士毕业生 318 人，博士毕业生 84 人。截

至 2021 年 12 月 7 日， 总落实 374 人（含参加工作、国内升学、出国深造和自主创业

等四种途径），毕业研究生总落实率为 93.03%。其中，博士研究生落实 64 人，占博士生

总人数的 76.19%；硕士研究生落实 310 人，占硕士生总人数的 97.48%。在总落实的 374

人中，直接参加工作 346 人，占总落实人数的 92.51%；国内升学 23 人，占总落实人数

的 6.15%；出国（出境）深造 5 人，占总落实人数的 1.34%（具体见下图）。 

 

（二）分类情况 

1.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1）博士研究生 

在总落实 64 名博士研究生中，有 41 人进入高校工作或学习，8 人进入党政机关工

作，7 人进入国有企业工作或学习， 3 人进入科研单位，3 人事业单位，2 人民营企业

（具体见下图）。 

 

（2）硕士研究生 

在直接参加工作的 282 名硕士研究生中，有 75 人进入民营企业工作，112 人进入

国有企业工作，46 人进入党政机关工作，30 人进入三资企业工作，11 人进入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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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2 人进入科研设计单位工作，4 人进入高等教育单位工作，1 人进入医疗卫生单

位工作，1 人进入中初教育单位工作（具体见下图）。 

                                                                                                                                                       

2.去向地域分析 

（1）博士研究生 

在 2021 届所有落实毕业去向的 64 名博士研究生中，有 20 人在湖北省工作或学习，

占比 31.25%；有 8 人在北京市工作或学习，占比 12.5%；有 6 人在广东省工作或学习，

占比 9.38%；有 4 人在安徽省工作或学习，占比 6.25%；有 4 人在湖南省工作或学习，

占比 6.25%；有 3 人在河南省工作或学习，占比 4.69%；有 3 人在上海市工作或学习，

占比 4.69%；有 3 人在浙江省工作或学习，占比 4.69%；有 2 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

或学习，占比 3.13%；有 2 人在江苏省工作或学习，占比 3.13%；有 2 人在山东省工作

或学习，占比 3.13%；有 2 人在重庆市工作或学习，占比 3.13%；有 1 人在福建省工作

或学习，占比 1.56%；有 1 人在贵州省工作或学习，占比 1.56%；有 1 人在甘肃省工作

或学习，占比 1.56%；有 1 人在江西省工作或学习，占比 1.56%；有 1 人在四川省工作

或学习，占比 1.56%（具体见下图）。 

 

（2）硕士研究生  

 在 2021 届落实去向的 310 名硕士研究生中，有 79 人在广东省工作或学习；有 71 人在

湖北省工作或学习；有 40 人在上海市工作或学习；有 32 人在北京市工作或学习；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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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浙江省工作或学习；有 15 人在江苏省工作或学习；有 7 人在安徽省工作或学习；

有 6 人在河南省工作或学习；有 6 人在天津市工作或学习；有 6 人在山东省工作或学

习；有 4 人在湖南省工作或学习；有 4 人在福建省工作或学习；有 4 人在四川省工作或

学习；有 3 人在重庆市工作或学习；有 2 人在山西省工作或学习；有 2 人在海南省工作

或学习；有 2 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或学习；有 2 人在云南省工作或学习；有 1 人在

吉林省工作或学习；有 1 人在江西省工作或学习；有 5 人出国出境。 

 

3.就业行业类别分析 

（1）博士研究生 

在 2021 届所有正式就业的 64 名博士研究生中（不含出国出境、国内升学人数），

42 人在教育行业工作，7 人在金融行业工作，6 人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工

作，4 人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作，2 人在批发和零售业，1 人在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工作，1 人在制造业工作，1 人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具体见下图）。 

 

（2）硕士研究生 

在 2021 届正式就业的 282 名硕士研究生中（不含国内升学、出国深造人数）97 人

在金融行业工作，55 人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工作，48 人在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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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工作，18 人在房地产业工作，16 人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工作，11 人在建筑业工作，9 人在教育行业工作，5 人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工作，5 人

在批发和零售业工作，4 人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工作，3 人在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工作，2 人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工作，2 人在农、林、牧、渔业工

作，2 人在卫生和社会工作业工作，2 人在住宿和餐饮业工作，3 人在其他行业工作。（具

体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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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就业简报 

一、研究生毕业生情况 

（一）整体情况 

2020 年，我院毕业研究生共 790 人,其中硕士毕业生 727 人，博士毕业生 63 人。截

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总落实 726 人（含参加工作、国内升学、出国深造和自主创业

等四种途径），毕业研究生总落实率为 91.90%。其中，博士研究生落实 42 人，占参加就

业博士生人数的 66.67%；硕士研究生落实 684 人，占参加就业硕士生人数的 94.09%。

在总落实的 726 人中，直接参加工作 705 人，占总落实人数的 97.11%；国内升学 16 人，

占总落实人数的 2.20%；出国（出境）深造 5 人，占总落实人数的 0.07%。（具体见下图） 

 

（二）分类情况 

1.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1）博士研究生 

在总落实 42 名博士研究生中，有 21 人进入高校工作或学习，6 人进入国有企业工

作或学习， 6 人进入党政机关工作，3 人进入事业单位工作，6 人进入民营企业工作（具

体见下图）。 

 

（2）硕士研究生 

在总落实的 684 名硕士研究生中，有 213 人进入国有企业工作，275 人进入民营企

业工作（含 10 人自主创办了民营企业，1 人自由职业），20 人进入高校就业或深造，89

人进入三资企业工作，49 人进入党政机关工作，14 人进入事业单位工作，8 人进入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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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单位工作，4 人进入医疗卫生单位工作，5 人出国出境，3 人进入中初教育单位，2

人暂不就业拟升学，2 人暂不就业拟出国出境。（具体见下图） 

 

2.去向地域分析 

（1）博士研究生 

在 2020 届所有落实毕业去向的 42 名博士研究生中，9 人在湖北省工作或学习，6 人

在北京市工作或学习，4 人在上海市工作或学习，4 人在江苏省工作或学习，4 人在广东

省工作或学习，3 人在河南省工作或学习，3 人在安徽省工作或学习，2 人在山东省工作

或学习，1 人在重庆市工作或学习，1 人在四川省工作或学习，1 人在陕西省工作或学习，

1 人在内蒙古工作或学习，1 人在辽宁省工作或学习，1 人在江西省工作或学习，1 人在

广西省工作或学习（具体见下图）。 

 

（2）硕士研究生 

在 2020 届所有落实毕业去向的 684 名硕士研究生中，有 252 人在湖北省工作或学习，

174 人在广东省工作或学习，59 人在上海市工作或学习，57 人在江苏省工作或学习，36

人在北京市工作或学习， 17 人在河南省工作或学习，17 人在浙江省工作或学习，10 人

在湖南省工作或学习，9 人在安徽省工作或学习，9 人在四川省工作或学习，39 人在其

他省份工作或学习，5 人在国外工作或学习（具体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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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业职位类别分析 

（1）博士研究生 

在 2020 届所有正式就业的 42 名博士研究生中（不含出国出境、国内升学人数），

职业类别为教学人员 18 人，科学研究人员 7 人，金融业务人员 5 人，公务员 5 人，经

济业务人员 1 人，金融研究员 1 人，产品经理 1 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 人，其他人

员 2 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1 人（具体见下图）。 

 

 （2）硕士研究生 

在 2020 届正式就业的 658 名硕士研究生中（不含国内升学、出国深造、自主创业

人数 26），就业职位类别为金融业务人员 191 人，工程技术人员 55 人，经济业务人员

54 人，公务员 41 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7 人，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24 人，产品经理

18 人，运营专员 18 人，金融研究员 15 人，教学人员 8 人，新闻出版和文化工作人员 5

人，法律专业人员 3 人，科学研究人员 3 人，体育工作人员 1 人，文学艺术工作人员 1

人，其他人员 157 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37 人（具体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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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届毕业生就业简报 

一、整体情况 

2019 年，我院毕业研究生共 749 人，其中硕士毕业生 679 人，博士毕业生 70 人。

截至 2019 年 7 月 16 日， 总落实 720 人（含参加工作、国内升学、出国深造和自主创

业等四种途径），毕业研究生总落实率为 96.13%。其中，博士研究生落实 64 人，占参加

就业博士生人数的 91.43%；硕士研究生落实 656人，占参加就业硕士生人数的 97.2%%。

在总落实的 718 人中，直接参加工作 692 人，占总落实人数的 96.4%；国内升学 18 人，

占总落实人数的 2.5%；出国（出境）深造 7 人，占总落实人数的 0.5%；自主创业 1 人，

占总落实人数的 0.01%。  

 

二、分类情况： 

（1）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①博士研究生 

在总落实的 6 名博士研究生中，除 2 人拟升学外，有 40 人进入高校工作或学习，

12 人进入国有企业工作或学习， 6 人进入党政机关工作，4 人进入事业单位工作，2 人

进入民营企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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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硕士研究生 

在总落实的 656 名硕士研究生中，有 232 人进入国有企业工作，266 人进入民营企

业工作（含 3 人自主创办了民营企业），16 人进入高校就业或深造，77 人进入三资企业

工作，39 人进入党政机关工作，14 人进入事业单位工作，4 人进入科研设计单位工作，

2 人进入医疗卫生单位工作，6 人出国出境。 

 

（2）去向地域分析 

①博士研究生 

在 2019 届所有落实毕业去向的 64 名博士研究生中，16 人在湖北省工作或学习，9

人在广东省工作或学习，7 人在北京市工作或学习，3 人在上海市工作或学习，4 人在重

庆市工作或学习，2 人在四川省工作或学习，2 人在江西省工作或学习，3 人在湖南省工

作或学习，2 人在广西省工作或学习，1 人在贵州省工作或学习，1 人在河北省工作或学

习，5 人在河南省工作或学习，3 人在江苏省工作或学习，1 人在山东省工作或学习，1

人在山西省工作或学习，1 人在福建省工作或学习，1 人在内蒙古工作或学习，1 人在吉

林省工作或学习，1 人在陕西省工作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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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硕士研究生 

在 2019 届所有落实毕业去向的 656 名硕士研究生中，有 207 人在湖北省工作或学

习，152 人在广东省工作或学习，55 人在上海市工作或学习，55 人在北京市工作或学

习，17 人在江苏省工作或学习，17 人在浙江省工作或学习，17 人在河南省工作或学习，

130 人在其他省份工作或学习，6 人在国外工作或学习。 

 

（3）就业职位类别分析 

①博士研究生 

在 2019 届所有正式就业的 62 名博士研究生中（不含出国出境、国内升学人数），

职业类别为教学人员 38 人，科学研究人员 3 人，金融业务人员 5 人，经济业务人员 4

人，公务员 6 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 4 人，产品经理 1 人，工程技术人员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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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硕士研究生 

在 2019 届正式就业的 631 名硕士研究生中（不含国内升学、出国深造、自主创业

人数 25），就业职位类别为金融业务人员 184 人，经济业务人员 49 人，金融研究员 10

人，工程技术人员 44 人，公务员 32 人，科学研究人员 4 人，专业技术人员 30 人，商

业服务人员 24 人，运营专员 15 人，产品经理 19 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8 人，教学

人员 10 人，法律专业人员 2 人，新闻出版和文化工作人员 1 人，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

人员 1 人，综合类人员 17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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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届毕业生就业简报 

一、整体情况 

2018年,我院毕业研究生共 442人,其中硕士毕业生 376 人，博士毕业生 66人。 截

至 2018年 8月 18日，总落实 414人（包括参加工作、国内升学、出国深造和自主创业

等四种途径），毕业研究生总落实率为 93.67%。其中，博士研究生落实 59人，占参加就

业博士生人数的 89.39%；硕士研究生落实 355 人，占参加就业硕士生人数的 94.41%。

在总落实的 414人中，直接参加工作 381人，占总落实人数的 92.03%；国内升学 24 人，

占总落实人数的 5.8%；出国深造 9人，占总落实人数的 2.17%；自主创业 2人（2人同

时也签订了就业协议书），占总落实人数的 0.48%（具体见下图）。 

 

图 1 2018届毕业研究生去向统计图 

二、分类情况 

（1）去向地域分析 

①博士研究生 

在 2018 届所有落实毕业去向的 59名博士研究生中，21人在湖北省工作或学习，5

人在广东省工作或学习，4人在北京市工作或学习，1人在上海市工作或学习，1人在天

津市工作或学习，1人在江西省工作或学习，4人在湖南省工作或学习，3人在广西省工

作或学习，2人在贵州省工作或学习，7人在河南省工作或学习，3人在江苏省工作或学

习，3人在山东省工作或学习（具体见下图）。 

 

图 2 博士研究生就业去向地域分析 

②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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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届所有落实毕业去向的 355 名硕士研究生中，有 79 人在湖北省工作或学

习，85 人在广东省工作或学习，50人在上海市工作或学习，30人在北京市工作或学习，

7人在江苏省工作或学习，12人在浙江省工作或学习，4人在河南省工作或学习，79人

在其他省份工作或学习，9人在国外工作或学习。（具体见下图）。 

 

图 3 硕士研究生就业去向地域分析 

（2）就业职位类别分析 

①博士研究生 

在 2018 届所有正式就业的 54 名博士研究生中（不含出国出境、国内升学人数），

职业类别为教学人员 29人，科学研究人员 7人，金融业务人员 5人，金融研究员 2人，

经济业务人员 1 人，公务员 4 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 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2 人，

其他人员 3人（具体见下图）。 

 

图 4 博士研究生就业职位类别分析 

②硕士研究生 

在 2018届正式就业的 327 名硕士研究生中（不含国内升学、出国深造人数），就业

职位类别为金融业务人员 127人，经济业务人员 28 人，金融研究员 22人，工程技术人

员 9 人，公务员 14人，科学研究人员 1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3人，教学人员 7人，

商业与服务业人员 7 人，其他人员 8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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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硕士研究生就业职位类别分析 

（3）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①博士研究生 

在总落实的 59 名博士研究生中，有 32 人进入高等教育单位工作，7人进入国有企

业工作， 7人进入党政机关工作，2人进入科研设计单位工作，4人进入其他企业工作，

其余分别升学或出国出境（具体见下图）。 

 

图 6 博士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②硕士研究生 

在总落实的 355 名硕士研究生中，有 131 人进入国有企业工作，130 人进入其他企

业工作，16 人进入三资企业工作，22 人进入党政机关工作，6人进入事业单位工作，1

人进入科研设计单位工作，9 人进入高等教育单位工作，其余分别升学或出国出境（具

体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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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硕士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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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影响与推广 

（1）方德斌教授获评武汉大学第八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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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党员好故事】方德斌：爱一行钻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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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40 周年院庆主题报告会，方德斌教授作《新商科背

景下经济与管理学科双一流建设的思考》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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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2 中国制冷学会大会，方德斌教授在作《双碳战略下电-碳市场协同发展

机制研究》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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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

的“支撑国家双碳战略的政策与管理体系构建”专项立项研讨会，方德斌教授作

《跨区域能碳市场协同理论与政策研究》主题报告 

 

 

（6）李青原教授在 2022 年度全国 MPAcc 教学管理工作研讨及培训班上做主题

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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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邹薇教授受邀参加省长王忠林主持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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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研究生教育大会：立德树人，追求卓越，全力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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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辜胜阻教授出席研究生新生教育活动 

 

 

（10）学院召开学位论文质量提升工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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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学院高质量完成研究生教育各项阶段性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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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博士研究生余博林（导师：方德斌）获评 2021 年度“十大珞珈风云学子”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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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9“榜样经管”学生年度人物郝鹏（导师：方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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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经管学院荣获“武汉大学 2019年研究生原创研究群体奖”与“武汉大学 2019

年研究生学术科技活动优秀组织单位”两项大奖；2017 级金融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周上尧同学荣获“武汉大学 2019 年度研究生学术创新奖”特等奖 

 

 

（15）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王强获评湖北省 2021 年度“大学生自强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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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经管学院教师在武汉大学第二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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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蚂蚁集团来经管学院商谈课程共建 

 

 

（18）武大经管与中国民生银行武汉分行举行战略合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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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举办第二十八届康腾大学生商业案例分析大赛决赛 

 

 

（20）举办“数字经济全国博士生跨学科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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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武汉大学珞珈经济与管理春季学术论坛成功举行 

 

 

（22）武汉大学 2020 级 EMBA 移动课堂——走进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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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强教授来我院交流讲学 

 
 

（24）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来我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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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来我院进行管工类专业建设调研 

 
 

（26）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来我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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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来我院进行学科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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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吉林大学、广西大学来我院调研 

 
 

（29）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来我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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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学院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31）学院访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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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研究生相关规章制度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2 年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武汉大学《关于做好 2022 年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我院接收 2022 年全日制推荐

免试硕士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 

一、组织管理 

（一）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订学院接收推免生工作具体方

案并组织实施；审核和提出各专业的拟录取名单，受理考生申诉并进行解释，公

开有关信息。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宋 敏 杜晓成 

副组长：方德斌 邬明建 王 滨 

成 员：李 好 汪 涛 李青原 余 振 沈作霖 

（二）在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成立接收推免生工作组、疫情防控组

和后勤保障组。接收推免工作组负责复试考核的具体内容、实施以及成绩评定等

工作；疫情防控组负责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保证现场人员的防护安全和环境

卫生安全；后勤保障组提供复试后勤保障与服务。 

（三）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按照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要求，

进行资格审核、组织协调考核工作、发放待录取通知等工作。 

二、接收推免生计划：不超过 265 人 

具体接收专业计划见附件 1(各专业接收推免生指标为参考性指标，实际录取

人数将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 

三、接收条件 

（一）拥护党的领导，愿为国家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身心健康。 

（二）学习成绩优秀，总评成绩名列本学院同年级、同专业前茅，必修课成

绩均为及格及以上；身心健康；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全国竞赛等活动，

表现突出者优先接收； 

（三）本科所在学校须为国内高水平大学和全国重点大学；非经济与管理类

专业学生需辅修过经济学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以及工商管理类专业双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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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熟练掌握英语，并至少满足以下其中一项条件：国家大学英语六级考

试（CET-6）成绩达到 425 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成绩（两年内有效）达到 6.0

分及以上者；或 TOEFL（IBT）成绩（两年内有效）达到 80 分及以上者。 

（五）诚实守信、学风端正，且无任何剽窃他人学术成果以及其他违法、违

纪、处分纪录，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前取得学士学位与本科毕业证书。入学前，

未取得学士学位与本科毕业证书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2014 年起，教育部建立“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

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以下简称“推免服务系统”，网址:http://yz.chsi.com.cn/tm，

2021 年 9 月 28 日“推免服务系统”开放），作为推免工作统一的信息备案公开平

台和网上报考录取系统。推免生资格审核确认、报考、录取以及备案公开等相关

工作均通过“推免服务系统”进行。具有推免资格的考生名单以“推免服务系统”备

案信息为准，未经推荐高校公示及“推免服务系统”备案的考生不得接收为推免生。 

四、工作流程、操作指南与时间安排 

（一）工作流程、操作指南 

1.发布接收办法和专业目录 

学院制定《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2 年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

生工作实施细则》，经研究生院审核后在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和学院网站上对

外公布。由学校汇总并形成《武汉大学 2022 年接收推免生专业目录》，通过“推

免服务系统”向社会公开。 

2.考生填报志愿 

获得推荐资格的考生在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中注册并关联学籍，选择报名

志愿前须填写基本信息、上传照片及网上缴费。考生可同时填报 3 个志愿，每个

志愿 48 小时内不可更改。 

3.资格审核及发送复试通知 

根据考生填报专业筛选、查询考生志愿，并完成资格审核工作。研究、确定

复试名单后，在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向考生发放复试通知，并视情况灵活安排

复试。 

4.发放待录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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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接收推免生计划和复试综合成绩排名，确定接收推免生的拟录取名单，

并上报校研究生院。名单经审核通过后，在学院网站上公示，同时向考生发放待

录取通知。 

考生须在回应时限内对待录取通知进行接受或拒绝操作，一旦操作不可更改。

未在要求的回应时限内接收待录取的考生，视为放弃待录取。 

（二）注意事项 

1.考生只能接受一个待录取通知； 

2.待录取通知在考生接受或拒绝操作前，学院可以撤消； 

3.通过武汉大学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预报名系统”报名的考生(包括获得我

院夏令营优秀营员资格的推免生)，需在 9 月 28 日上午 8 点前在教育部“推免服

务系统”中完成报名。考生须在回应时限内对待录取通知进行接受或拒绝操作，

未在要求的回应时限内接收待录取的考生，视为放弃待录取。 

4.学院将在 9 月 28 日中午 12 点开始发放待录取通知。 

5.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是接收推免生工作的重要环节，思想品德考核不

合格者不予录取； 

6.推免生录取名单及新生学籍注册均以“推免服务系统”备案信息为准，未经

公示及“推免服务系统”备案的考生不得录取。 

五、复试内容 

按二级学科（群）开展复试工作。复试分两个部分进行，即：背景评估和综

合面试（含专业英语测试及专业综合面试）。 

1.背景评估 

主要根据考生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评估，包括：考生的教育背景、学习成绩

及平均绩点（GPA）、科研能力、外语水平以及遴选推免时的综合成绩和名次、发

展潜力等。 

2.综合面试 

综合面试包括专业英语测试及专业综合面试，主要测试考生心理素质、专业

英语能力、掌握本专业系统知识的情况、攻读硕士学位的目的与科研计划等。重

在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专业能力倾向）以及对本

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等。心理素质不合格者不能进入拟录取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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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小组由不少于 5 名本专业的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同等学术水平）、

办事公正、无亲属报考本专业研究生的教师组成，设组长一人。面试流程为：一

分钟中文口头自我介绍-专业综合答题-专业英语答题-考官自由提问。面试时间一

般为 15 分钟左右。 

3.复试考核综合成绩计算 

复试综合成绩、背景评估成绩、专业英语成绩及专业综合面试成绩均为百分

制。 

复试综合成绩＝背景评估×40%＋专业英语成绩×10%+专业面试成绩×50%。 

专业英语面试和专业综合面试折合百分制均需为 60 分及以上。 

六、应急管理 

根据学院《硕士研究生考核疫情防控工作预案》,考生在参加前应尽量减少到

人群密集场所活动，复试当天应佩戴口罩。若复试前三天出现发烧等疑似症状，

应立即联系并告知学院疫情防控组高老师（电话:027-68752883），并及时提供核

酸检测报告方可参加复试。对出现发烧症状不及时上报并产生不良后果者，取消

其复试资格。学院设立检查点对考生进行体温测量。 

七、推免生奖励措施 

（一）所有推免生（定向就业推免生除外）一律享受学业奖学金和国家助学

金。 

（二）研究生新生奖学金政策按研究生院政策执行。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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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实施细则 

一、活动目的 

促进大学生相互交流，增进校外优秀大学生对武汉大学及经济与管理学院的

了解，激发优秀学子对经济学科与管理学科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全面提升

一流人才发现水平，面向海内外延揽优秀生源。 

二、活动时间 

2021 年 7 月 6-7 日，为期 2 天 

三、活动方式 

网络远程面试。请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进入指定活动平台(腾讯会议和钉

钉软件)参加线上面试。 

四、申请条件 

（一）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全国重点大学的本科三年级在校生（2022 届毕业

生）； 

（二）大学本科期间专业为经济学或管理学类。非经济与管理类专业学生需

辅修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以及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双学位。如被录取，将在

新生入学后 3 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获得的双学位证书进行复查； 

（三）学习成绩优异，本科前五个学期专业学习成绩在本专业年级排名位于

前 15%之内，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学生和有突出科研成果者（如有科研

论文发表在核心及以上重要期刊），可适当放宽至 25%。所有申请者专业必修课

成绩均须及格以上； 

（四）对所报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有较强的科研潜力； 

（五）熟练掌握英语，并至少满足以下其中一项条件：国家英语六级水平考

试成绩 425 分以上;雅思成绩 6.5 分以上;TOEFL 成绩 80 分以上； 

（六）身心健康。 

五、申请流程 

（一）网上申请 

6 月 2-16 日 ， 申 请 人 登 录 “ 武 汉 大 学 研 究 生 招 生 服 务 平 台

（http://yz.whu.edu.cn）”（以下简称“夏令营系统”，请使用 Google Chrome 浏览

器），选择“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申请选拔”报名项目，根据系统要求在线填写申请

表和个人陈述，并上传照片。上传要求参见 http://gs.whu.edu.cn/info/1056/8371.htm 

http://gs.whu.edu.cn/info/1056/8371.htm


 

 193 

特别说明： 

（1）申请人所在学校必须注明全称（与高考招生目录一致）； 

（2）参加科研工作需列出参与的项目名称，仅需上传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

书或结题证明； 

（3）所发表科研论文需上传论文和检索报告； 

（4）获奖情况一栏应列出校级以上获奖情况，但仅需上传国家级获奖证书。 

（二）6 月 30 日前，学院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初审并公布参营名单，申请人

需参营名单公布之日起 3 日内通过“夏令营系统”确认是否参加，逾期未确认视为

放弃资格； 

（三）申请人确认参营资格后，下载打印申请表和个人陈述。申请表须有本

人所在学校院系推荐意见和教务部门盖章； 

（四）申请人在参营名单公布之日起 3 日内将签字盖章后的申请表和个人陈

述按照“专业+姓名.PDF”（一个文本）彩色格式发送到 yujingjing@whu.edu.cn。 

六、选拔考核 

（一）考核方式 

夏令营活动期间，将按二级学科(群)开展优秀营员的选拔考核工作，选拔为

网络远程面试形式。 

（二）考核内容 

（1）背景评估 

根据营员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评估，主要包括营员的学习经历、学习成绩、

科研能力、外语水平等情况。 

（2）综合面试 

综合面试包括专业英语测试及专业面试，主要测试营员心理素质、专业英

语能力、掌握本专业系统知识的情况、攻读学位的目的与科研计划等。心理素质

不合格者不能评为“优秀营员”。 

综合面试分小组进行，面试全程视频录像，面试小组当场给出评语和分数。 

每人综合面试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面试流程为：自我介绍-英语答题-专业

答题（两题）-考官自由提问。 

（三）选拔考核综合成绩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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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考核综合成绩、背景评估成绩及综合面试成绩均为百分制，计算公式为：

选拔考核综合成绩＝背景评估×40%＋英语面试×10%＋专业面试×50%。专业面

试成绩或英语面试成绩不及格者（按百分制未达到 60 分）不能评为“优秀营员”。 

“优秀营员”的选拔考核综合成绩作为复试综合成绩使用。 

（四）选拔考核综合成绩运用 

获得“优秀营员”者，可自行在系统中下载、打印“武汉大学 2021 年优秀大学

生夏令营优秀营员证书”。 

取得所在学校推免资格的“优秀营员”，在规定时间内进入教育部推免系统

报考我校推免生，且报考专业与获得“优秀营员”专业一致，可优先接收为我校

2022 年推免生。 

七、优秀营员计划接收指标 

计划接收参营营员人数为 245 人，“优秀营员”人数不超过 162 人。 

八、工作安排 

（一）6 月 5-16 日，申请人登录武汉大学“夏令营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http://yz.whu.edu.cn）； 

（二）6 月 30 日前，网上公布营员名单。营员需在名单公布之日起 3 日内通

过“夏令营系统”确认是否参加，逾期未确认视为放弃资格； 

（三）7 月 6 日-7 月 7 日，远程网络夏令营活动，具体分组安排另行公告； 

营员需采用双机位，一台设备用于远程面试（腾讯会议），一台设备用于环境

监控（钉钉）。营员应选择安静、相对封闭、整洁的空间，桌上有没有其他物品，

如书籍、水杯、眼镜。手机到使用支架固定，调整好摄像角度。详见《经济与管

理学院研究生网络考试技术要求（考生端）》； 

（四）7 月 15 日前，确定优秀营员名单，经研究生院审核同意后在学院网站

上公示。 

九、其他事项 

(一) 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新生（定向生除外）一律享受学业奖学金和国家助学

金。设立“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奖励等级分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 

（1）特等奖，奖金 10000 元，奖励对象为来自高水平大学，或所在学科在

最新一轮国家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以下简称“学科评估”）中排名前 10%的高

校，且学习成绩在生源学校本专业排名前 1%且为第 1 名的研究生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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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等奖，奖金 5000 元，奖励对象为来自高水平大学，或所在学科在最

新一轮学科评估中排名前 10%的高校，且学习成绩在生源学校本专业排名前 5%

的研究生新生。 

（3）二等奖，奖金 3000 元，奖励对象为来自高水平大学，或所在学科在最

新一轮学科评估中排名前 10%的高校，且学习成绩在生源学校本专业排名前 10%

的研究生新生；以及来自全国重点大学，或所在学科在最新一轮学科评估中排名

前 20%的高校，且学习成绩在生源学校本专业排名前 3%的研究生新生。 

详见《武汉大学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评选办法》，以学校批准发布为准； 

（二）欢迎访问经济与管理学院网站 http://www.ems.whu.edu.cn/主页或者硕

士栏目（招生信息/通知公告）了解更多学院情况。咨询方式：经济与管理学院研

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余老师，咨询电话： 027-68753847 ，咨询邮箱：

yujingjing@whu.edu.cn； 

（三）本次夏令营接收申请的专业仅限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报名参

加夏令营的学生只能申报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被夏令营录取的学生只能

填报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 

（四）夏令营活动面向校外学生。校内推免生和未获得“优秀营员”的校外推

免生可参加我院 2022 年推免预报名考核（10 月份，请关注学院网站主页）。 

欢迎有意报考我院研究生的优秀学子踊跃报名！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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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实施细则 

在学校统一部署下，我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以提高选拔质量为核心，按需

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根据学校《关于做好 2021 年硕士研究

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我院 2021 年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实施细则。 

一、组织管理 

（一）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学院研究生招生整体工作。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宋 敏 杜晓成 

副组长:王 滨 邬明建 汪 涛 方德斌 

成 员: 李 好 李青原 余 振 沈作霖 

（二）在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成立学院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制订学院招生工作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审核拟录取名单，受

理考生申诉并进行解释；按照学校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要求，指导和协调疫情防

控安全工作等。 

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宋 敏 杜晓成 

副组长：方德斌 邬明建 王 滨 

成 员：李 好 汪 涛 李青原 余 振 沈作霖 

（三）在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学院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

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成立复试工作小组、疫情防控小组、后勤保障小组。复试工

作小组负责复试考核的具体内容、实施以及成绩评定等工作；疫情防控小组负责

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保证现场人员的防护安全和环境卫生安全；后勤保障小

组提供复试后勤保障与服务。 

疫情防控小组、后勤保障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沈作霖 

成 员：罗 睿 高国安 

（四）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按照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要求，

负责考生咨询、考生资格审查、组织协调考务工作、信息公开和发放录取通知，

协助疫情防控等工作。 

二、指标分配、复试分数线及复试比例 

按照学校制定的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的划线原则，我院采取差额复试方

式。根据各类学科专业招生计划、考生报考及成绩分布情况，制定各学科专业研

究生复试基本分数线。 

三、调剂政策 

1.调剂基本原则 

上线人数不足计划数的专业，或经过复试后仍有剩余招生计划的专业可接收

调剂。调剂复试一次完成并满足以下原则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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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学校及我院招生简章中规定的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含招生专业

目录中外国语语种要求），初试成绩须达到调出学科专业国家线及学院调入学科

专业复试分数线。 

（2）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且在同一一级学科范围内。 

（3）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应相同或相近，其中全国统考科目应相

同。 

（4）申请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

遴选进入调剂复试考生名单。 

（5）申请调剂的第一志愿复试未录取考生，须参加调剂复试。 

2.调剂程序 

（1）所有申请调剂考生必须通过教育部指定的“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

统”进行(https://yz.chsi.com.cn/yztj/)。 

（2）调剂复试于 4 月 15 日前完成，具体调剂安排另行通知，请关注学院网

站 www.ems.whu.edu.cn 

3.接收调入的专业及人数 

可接收调入申请的专业 所属一级学科 可接收调入的人数 

世界经济 理论经济学 3 

产业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1 

数量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3 

金融工程 应用经济学 1 

保险学 应用经济学 2 

旅游管理 工商管理 2 

技术经济及管理 工商管理 2 

总计  14 

说明：在出现考生放弃所报考专业复试或出现考生不符合录取条件的情况下，

若该专业出现多余指标，将及时在学院网站上公布接收调入专业和人数，考生依

照本细则前述程序提出申请。 

四、复试流程和内容 

1.资格审查 

参加复试的考生须持以下材料到经济与管理学院（亮胜楼）二门厅，办理复

试手续，当场签署《诚信复试承诺书》（附件二，可提前下载签署）并领取复试

资格审核单。 

资格审查材料： 

l 本人身份证； 

l 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应届毕业生持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l 初试准考证 

经审查不符合报考条件者，不予复试。考生不按时参加资格审查及复试的，

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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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理素质测试 

考生凭复试资格审核单参加心理素质测试。心理素质测试不计入综合复试成

绩，但将作为录取的重要参考。 

3.综合复试 

考生凭复试资格审核单参加综合复式，综合复试为线下面试。面试包括外语

面试和专业面试,以考官提问、考生回答的方式进行。外语面试测试外语听和说的

能力；专业面试突出考察考生的治学态度、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创新能力、表

达能力、动手能力、治学态度、心理素质等综合素质和培养潜力。面试考官将通

过考生学习成绩单、毕业论文、科研成果等，对考生既往学业、一贯表现、科研

能力、综合素质和思想品德等情况进行全面考察。面试流程为：一分钟自我介绍、

专业答题、英语答题。 

面试分小组进行，面试小组由不少于 5 名本专业的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办

事公正、无亲属报考本专业研究生的教师组成，设组长一人。同一学科（专业）

各面试小组面试方式、时间、试题难度和成绩评定标准原则上统一。每个面试小

组由专人对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和全程视屏录像，面试小组当场给

出评语和分数。 

4.成绩核算 

入学考试的总评成绩（初试成绩和复试综合成绩加权分）和复试综合成绩均

为百分制。复试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40%；复试综合成绩不及格者（按百分制未达

到 60 分，下同）不予录取。根据各学科专业培养要求和考试形式，总评成绩各

项目构成和计算公式如下： 

类型 专业 总评成绩各项目构成和计算公式 

学术学位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

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

理四个一级学科下各专业 

总评成绩=[（初试政治课成绩+初试外语

成绩+初试数学成绩/1.5+初试专业课成

绩/1.5）÷4]×60%+专业面试成绩×30%+外

语面试成绩×10%]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等项目服务

期满、考核合格的考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退役后的考

生，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

录取；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等项目服务期满、考核称职以上的考生，

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其中报考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初试总分加 15 分；享受少数民族政策考生（指工

作单位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范围且为原单位委托培养的少数民族在职人员，即：

“双少”考生，不含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其复试基本分

数线总分或单科可降低 10 分。 

符合教育部相关规定，且享受研究生招生加分政策后达到培养单位复试分数

线的考生请于 3 月 22 日前联系学院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余老师（027-68753847）

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经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准予参加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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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急管理 

根据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疫情防控工作预案》,考生在参加复试前应尽

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复试当天应佩戴口罩。若复试前三天出现发烧等疑

似症状，应立即联系并告知学院疫情防控组高老师（电话:027-68752883），并及

时提供核酸检测报告方可参加复试。对出现发烧症状不及时上报并产生不良后果

者，取消其复试资格。学院设立检查点对考生进行体温测量。 

五、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1.对复试考生进行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是保证入学新生质量的重要工

作环节，学院将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做好考核工作。思想品德考核不合

格者不予录取。 

2.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 

3.学院将对考生在报考时填写的考试作弊受处罚情况进行认真核查，将考生

诚信状况作为思想品德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还会根据情况采取

“函调”或“派人外调”的方式进行核查。 

拟录取名单确定后，将向考生所在单位函调人事档案和本人现实表现等材料，

全面审查其政治思想情况。函调的考生现实表现材料，需由考生本人档案所在单

位的人事、政工部门加盖印章。 

六、体检 

拟录取考生（含推免生）将在入学前组织体检，体检事宜另行通知。根据教

育部、卫生部、残联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

3 号）及《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

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文件标准，体检不

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 

七、录取原则、录取类别及奖学金 

1.录取原则 

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和宁缺毋滥”原则，严格按照培

养单位招生计划和复试录取《实施细则》进行录取。原则上一志愿录取工作结束

后，才能录取调剂志愿考生。 

2.录取类别 

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 

3.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全日制，即全脱产在校学习。 

4.学费及奖学金 

硕士研究生的学费标准、学业奖学金及助学金的发放标准均按学校有关部门

文件执行(参阅《武汉大学 2020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八、复试工作具体安排 

1.日程安排 

2021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三 

14:00-14:45 资格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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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经济与管理学院（亮胜楼）二门厅 

资格审查材料（缺一不可）： 

本人身份证； 

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应届毕业生持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初试准考证 

《诚信复试承诺书》（附件二） 

15:00-15:30 心理素质测试 

地点：实验中心 A326-1 

考生凭资格审核回执参加心理素质测试 

2021 年 3 月 25 日星期四 

考生凭资格审核回执和心理素质测试回执参加面试。考生应准备个人简历。 

2.3 月 28 日前，成绩汇总、核对和复核工作。 

3.3 月 29 日前，学院研究生工作招生领导小组依据复试结果确定初录名单，

上报学校研究生院审核。 

4.3 月 31 日前，公布拟录取名单，请留意经管院官网公告。 

九、信息公开 

拟录取名单公示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考生可登录“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网

站 ”(网址： http://gs.whu.edu.cn)、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网站 (网址

http://ems.whu.edu.cn)查询有关工作通知及录取名单。 

具体咨询与联系方式：校研究生院招生工作处电话：027-68754125 

经济与管理学院科学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学院 B136 办公室)：027-

68753847(工作时间接听)。 

十、考风考纪 

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即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取消

录取资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入学后 3 个月内，将按照《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

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十一、纪律监督 

学院研究生复试工作由学院纪检工作人员全程监督，并通过监督举报电话、

邮箱接受校内外监督。监督举报电话：027-68752413，邮箱：EMS@whu.edu.cn，

联系人：沈老师。 

温馨提示：复试参考书目请登陆“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网站，在“硕士”

栏目“下载专区”中查看。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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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2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选拔实施办法》和《武汉大学 2022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结合本单位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招生计划及报考条件 

2022 年经济与管理学院一般计划招生计划共 73 人，其中已招硕博连读生 23

人，全日制非定向类招生计划为 50 人。各专业招生人数详见招生目

录 https://gs.whu.edu.cn/info/1150/9087.htm。我院接受跨一级学科考生报考。 

二、组织管理 

（一）学院成立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整

体工作：负责制订学院招生工作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组成考核专家组，确定专

家组组长；确定候选人名单、初录名单，对候选人及初录名单负责；负责信息公

开及公示工作，对公示内容负责；受理各类申述，完成调查与处理、反馈工作;按

照学校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要求，指导和协调疫情防控安全工作等。 

（二）在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成立疫情防控小组。疫情

防控小组负责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保证现场工作人员的防护安全和环境卫生

安全。 

（三）招生程序主要包括：网上报名、资格审查、外语综合水平考试、专业

课程笔试、提交材料、确定候选人、现场确认、综合考核与录取。 

三、网上报名及资格审查 

申请者在 2021 年 11 月 22 日—12 月 19 日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含 2022 年 9

月入学的硕博连读生），详见《武汉大学 2022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根据申请者上传的申请材料，学院对报名资格进行严格审查。不符合报考资

格者，不予准考。学院将在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资格审查，确定准考名单。考

生可于 2022 年 1 月 4 日 17：00 以后登录报名系统查询准考结果。 

四、外语综合水平考试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免除外语综合水平考试（各类专项计划、非全日

制定向就业考生除外）： 

1.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认定的 B 类及 B

类以上英文期刊发表论文至少 1 篇，期刊分类和名录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学术期刊分级方案》（http://ems.whu.edu.cn/info/1597/10046.htm）。 

2.雅思（IELTS）成绩 6 分及以上或托福（TOFEL）成绩 90 分及以上或 GRE

成绩 300 分及以上(有效期内)。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CET-6）合格。 

获准免除外语水平考试者，符合条件 1 的考生，外语成绩按 80 分计； 雅思

（IELTS）成绩 7 分及以上或托福（TOFEL）成绩 100 分及以上或 GRE 成绩 320

分及以上(有效期内)，或大学英语六级考试（CET-6）成绩达到 540 分及以上，外

语成绩按 80 分计；雅思（IELTS）成绩 6 分—7 分（不含 7 分）或托福（TOFEL）

成绩 90 分—100 分（不含 100 分）或 GRE 成绩 300 分—320 分（不含 320 分）

(有效期内)，或大学英语六级考试（CET-6）成绩 425 分—540 分（不含 540 分），

外语成绩按 70 分计。 

申请外语综合水平考试免试的考生请于邮寄申请表及相关支撑材料前填写

问卷星：经管院 2022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免除外语综合水平考试申请

https://tp.wjx.top/vj/eX4fwre.aspx 。填写问卷星后，请于网报结束前（2021 年 12

月 19 日）向经济与管理学院邮寄申请表及相关支撑材料（英文期刊论文需提供

https://tp.wjx.top/vj/eX4fwr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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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报告原件扫描件和论文全文），经学院审核批准后可免试外语，未提交申请

表的或不符合条件的视为无效申请。（2022 年外语综合水平考试免试申请表在武

汉大学 2022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下载） 

考生免试申请材料的接收事宜：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情况，为确保邮件

快速安全送达，请考生选择顺丰快递邮寄申请材料。快递上请注明“经管院+申请

专业+姓名+外语免试材料”字样，防止材料丢失。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

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 B134，联系人：徐老师，

联系电话：027-68753185。 

五、专业课程考试 

所有考生均须参加专业课程笔试。专业课程笔试由学院统一组织，主要考查

申请者掌握专业基础知识的水平和科研素质。专业课程考试的具体安排如下： 

1.考试时间：2022 年 3 月或 4 月。具体时间以学院公告为准。 

2.考试地点：具体地点以学院公告为准。 

3.考试科目。按二级学科专业进行专业课程笔试，每个二级学科专业课程笔

试考试科目为 1 门。考试内容必须涵盖学科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各学科专业课

程笔试具体考试科目见表 1。 

表 1  各学科专业课程笔试考试科目表 

学科专业代码及名称 考试科目 

020102 经济思想史 020102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理论和经济思想专题研究 

020104 西方经济学 020104 西方经济学（宏观微观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 

020105 世界经济 020105 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20106 经济发展理论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20202 区域经济学 020202 经济学综合知识和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政策 

020203 财政学 020203 经济学基本理论与财政学 

020204 金融学 020204 宏微观经济学和金融理论与实践 

020205 产业经济学 020205 现代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 

020209 数量经济学 020209 计量经济学与宏观微观经济分析 

0202Z1 金融工程 0202Z1 宏微观经济学与金融工程研究 

0202Z2 保险学 0202Z2 现代经济理论与保险理论 

020208 统计学 020208 统计理论与经济学方法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100 管理学与运筹学 

120201 会计学 120201 管理学与会计理论（含微观经济学） 

120202 企业管理 120202 管理学理论基础与企业管理综合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120204 经济管理理论与管理科学 

1202Z1 人力资源管理 1202Z1 组织理论与管理研究方法 

1202Z2 市场营销 1202Z2 管理学理论与市场营销理论 

4、考试方式为笔试。专业课程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满分为 150 分。 

5、成绩公布：考生可在学院网站查询本人成绩。若对成绩有异议，考生可

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复查。学院将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复查，并向申请人公布复

查结果，考生本人不得查阅试卷。 

六、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者须在 2022 年 3 月或 4 月专业课程笔试结束后 7 天内将申请材料（纸

质版）按顺序整理后寄到学院。材料内容详见《武汉大学 2022 年招收攻读博士

学位研究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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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的接收事宜：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情况，为确保邮件快速安全

送达，请考生选择顺丰快递邮寄申请材料。快递上请注明“经管院+申请专业+姓

名+博士报考材料”字样，防止材料丢失。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汉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 B134，联系人：徐老师，联系电

话：027-68753185。 

七、确定候选人 

学院根据导师招生计划数和学校比例规定（不超过招生计划数 1：2 的比例）

划定外语水平考试成绩、专业课程笔试成绩和总分成绩合格分数线，达到合格分

数线方有资格作为候选人。（获准免除外语水平考试者，外语成绩按 80 分或 70

分计）。 

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候选人，公示无异议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八、综合考核（含现场确认） 

（一）时间：2022 年 4 月—5 月，具体请见学院网站通知公告。地点：武汉

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二）综合考核内容、形式与成绩计算 

按一级或二级学科组织考核专家组。考核专家组由不少于 5 名本学科专业

（或相近学科专业）的博士生指导教师组成，组长由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确定。 

各学科专业考核专家组对考生进行综合考核，考核采取面试形式，主要对学

生学术道德、专业素养、研究能力和创新潜质等进行综合评价。 

1.综合考核内容 

（1）学术素养。主要考查候选人的专业基础、知识结构、学术研究兴趣及

研究能力等，是否具备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基础及学术研究能力。 

（2）外语水平。主要考查候选人是否具备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应具备的外语

应用能力，包括文献阅读、摘要写作、口语和听力等。 

（3）培养潜质。结合候选人学术研究经历，主要考查候选人的科研创新能

力，是否具备本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潜质。 

2.综合考核形式 

（1）外语水平考核。现场进行口语和听力测试，结合候选人学习和学术背

景、科研成果给出综合评分。 

（2）学术素养考核。候选人以 PPT 形式向专家考核组汇报学习和学术研究

背景、学术研究成果等，陈述对拟从事研究的学科领域及研究方向的认识以及学

习和研究计划（同时提供打印稿）（陈述时间 15 分钟以内）。考核专家组根据候

选人的陈述和学习、学术研究背景给出综合评分。 

（3）培养潜质考核。采取现场抽题回答问题和现场回答专家提问的方式，

考核专家组根据候选人对问题的回答和结合候选人学术研究经历，对候选人的培

养潜质给出综合评分。 

3.成绩计算 

综合考核各部分均以百分制计分。综合考核总评成绩的权重按学术素养 40%，

外语水平 20%，培养潜质 40%的比例确定。 

综合考核总评成绩的计算公式为： 

综合考核总评成绩＝学术素养×40%＋外语水平×20%＋培养潜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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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核应充分，并包含学术道德、思想品德考察。候选人参与直接测试的

时间原则上应不少于 60 分钟/人。考核测试过程应做好记录，直接测试环节全程

录音录像，形成考试档案保存。 

我院接受跨学科考生报考，跨学科报考的考生须加试两门硕士阶段学位课程

（笔试），各学科加试具体考试科目见表 2。考试实行百分制，成绩低于 60 分为

不及格。 

表 2 各学科加试考试科目表 

学科专业代码及名称 考试科目 

020102 经济思想史 ①经济学名著选读 ②西方基本经济理论 

020104 西方经济学 ①国际经济学 ②计量经济学 

020105 世界经济 ①跨国公司理论专题 ②宏观经济学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①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②中级宏微观经济学 

020202 区域经济学 ①区域经济学经典著作导读 ②区域产业经济分析 

020203 财政学 ①财政理论与实践 ②国家税收 

020204 金融学 ①金融经济学 ②西方经济学 

020205 产业经济学 ①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②经济发展理论 

020209 数量经济学 ①统计学 ②发展经济学 

0202Z1 金融工程 ①计量经济学 ②金融工程理论 

0202Z2 保险学 ①中级宏微观经济学 ②保险经济学 

020208 统计学 ①统计预测与决策 ②多元统计分析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①投资项目的评审 ②技术经济学 

120201 会计学 ①财务管理 ②审计理论 

120202 企业管理 ①组织行为学 ②国际企业管理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①管理学 ②技术创新学 

1202Z1 人力资源管理 ①微观经济学 ②组织理论与设计 

1202Z2 市场营销 ①市场营销学 ②消费者行为学 

九、录取 

（一）分配给每个导师的招生指标总数包括导师通过硕博连读等形式招收的

2022 年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人数。 

（二）除专项计划外，我院已公布的招生计划只招收全日制非定向类考生。 

考生报考时的报考类别即为录取类别，请考生在报考时慎重选择。 

十、其他事项 

有关招生专业目录、导师及学院联系方式、报名、考试、录取等方面的信息，

将及时在武汉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210.42.121.116/wdyz/)或研究生

院主页(网址：https://gs.whu.edu.cn/)上公布，并请考生注意查询经济与管理学院

网站（http://ems.whu.edu.cn/）相关内容。 

本细则未尽事项，按照《武汉大学 2022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的相关内容执行。 

监督及咨询电话：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027-68753185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027-68754920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 11 月 23 日 

 

  



 

 205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2 年 MBA/EMBA 提前面试实施细则 

为了切实做好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2 年专业学位硕士（工商管理）

面试工作，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武汉

大学研究生复试工作管理规定》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专业学位硕士（非全日制）

教育实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申请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4.学历或学位符合如下条件： 

MBA 考生学历或学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大学本科毕业后具有 3 年或

3 年以上（从本科毕业到 2022 年 9 月 1 日，下同）工作经验的人员；获得国家

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后具有 5 年或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已获得硕士或博士

学位并具有 2 年或 2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EMBA 考生须符合以下条件：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及以上毕业学历后具有 5

年或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二、面试资格 

按照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2 年专业学位硕士（非全日制）提前面试

招生的有关规定，根据考生网上申请和系统内上传的相关材料，确定拟面试人员

名单。 

特别提醒：2021 年已取得提面成绩为“优秀”，且当年未参加全国联考或初试

成绩未达到复试线的考生，需在 8 月 23 日前回复学院发的电子邮件方可保留优

秀资格。 

申请提前面试的考生可于 8 月 29 日以后，至系统内查询是否获得提前面试

资格。申请考生可选择参加任一批次的提前面试。 

MBA、EMBA 提前面试申请网址：http://mba2021.hugeok.com/ 

三、面试工作流程 

（一）面试程序 

1.办理面试手续的程序： 

网上提交面试申请及资格审查材料——确认面试名单——网上缴费——政

治面试、英语面试、综合面试。 

2.考生参加资格审查需提交查验的资料： 

请 参 加 提 前 面 试 的 考 生 于 7 月 31 日 —8 月 23 日 登 陆

http://mba2021.hugeok.com/ 

填写相关信息及提交资格审查材料的原件电子版。 

（1）网报系统的申请表（提交）； 

（2）高等教育阶段所有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 



 

 206 

（3）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若境外学历，为学历认证报告）； 

（4）本人身份证； 

（5）工作证明（详见附件一，填写并由单位盖章）； 

（6）（选交）若有创业经历，需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及股份协议、最近一年的

年审报表或缴纳员工社保记录； 

（7）（选交）若获地市级以上党委或政府、军队团以上授予的奖励等，需提

供奖状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8）（选交）获得以下职业资格证书，需提供证书：注册律师、注册会计师

证、注册税务师、注册审计师、特许金融分析师、特许公认会计师、中国精算师、

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建造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若获上述多项证书，仅需

提交一项）。 

（9）考生诚信复试承诺书 （详见附件二，签字扫描后上传） 

考生的毕业年限、学历、学位真实性等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

将被取消面试资格，责任考生自负。考生不按时参加面试的，视为自动放弃面试

资格。 

3.缴纳面试费。面试费为 100 元/人。 

由武汉大学收取，通过网上缴费方式进行（缴纳方式详见附件三，均采用网

上缴费方式，请于 8 月 30-8 月 31 日用电脑登陆相关网页办理缴费）； 

4.面试。含政治面试、英语面试、综合面试。 

A.政治面试：采取考官与考生“一对一”方式，即以考官提问、考生回答的方

式进行。面试时间不超过 3 分钟。主要考察考生的思想素养、对党和国家方针政

策的理解以及运用政策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B.英语面试：采取考官与考生“一对一”方式，考生作英语自我介绍，面试时

间不超过 2 分钟。测试考生英语使用与表达的水平。 

C.综合面试：MBA/EMBA 采取考官与考生 “小组对小组”形式，重点考察考

生的基础知识、组织和领导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每小组管理综合面试时间约

为 15 分钟。 

5.考生确认报考志愿： 

MBA1 班、MBA2 班。 

EMBA1 班、EMBA2 班。 

（二）面试时间 

1.第一批面试时间：2021 年 9 月 4 日—9 月 5 日 

2.第二批面试时间：2021 年 9 月 11 日—9 月 12 日 

面试时间和形式须符合疫情防控要求，可能会根据疫情情况调整。 

面试采取网络面试形式，相关要求详见附件四。 

四、面试结果 

面试结果分为“优秀”（优秀名额不超指标数）、“良好”、“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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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面试综合成绩=背景评估*35%+管理综合面试*45%+政治面试*10%+英

语面试*10%。 

面试各项成绩达到百分制 60 分以上为“合格”。 

考生可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左右至提前面试网报系统内查看面试结果。 

未获得”优秀“和”良好“的面试申请者，可继续按正常流程报考我院 MBA 和

EMBA 研究生。 

2022 年提前面试“优秀”的成绩在两年内有效。优秀成绩的第二年保留方式

以 2022 年通知为准。 

五、录取 

1．参加管理类联考且第一志愿报考武汉大学，提前面试成绩为“优秀”的考

生，若初试成绩达到国家线，即可进入拟录取人员名单。 

2．提前面试成绩为“良好”的考生，参加管理类联考且第一志愿报考武汉大

学，若初试成绩达到武汉大学自主划定分数线，按照初试、提前面试加权后的总

评成绩=（（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联考英语）/3）*40%+提前面试成绩*60%排名，

根据可用招生计划从高到低依次拟录取。 

3．未参加提前面试，管理类联考且第一志愿报考武汉大学，若初试成绩达

到武汉大学自主划定分数线，参加复试且成绩“合格”，按综合成绩=（（管理类联

考综合能力+联考英语）/3）*60%+复试成绩*40%排名，根据可用招生计划从高

到低依次拟录取，额满为止。 

六、情况说明 

1．网上报名的信息与事实不符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将被取消面试资格。

不按时参加面试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2.请考生直接登录武汉大学 MBA 和 EMBA 微信公众号或者武汉大学 MBA

教育中心网站查看相关的招生和面试信息； 

3.具体咨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 

■招生邮箱：mba@whu.edu.cn（如有相关问题，7 月 24 日—8 月 30 日暑假

期间可以邮件咨询，我们将尽快予以回复） 

■ 武 大 学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专 业 学 位 硕 士 相 关 信 息 查 询 网 址 ：

http://mba.whu.edu.cn/ 

■并关注微信公众号“武汉大学 MBA 和 EMBA”，可了解最新招生信息。  

特别说明：以上通知若有变化，以最新变化为准，我们将在第一时间通过上

述网站通知，请密切关注上述网站相关资讯。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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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经管函〔2019〕10 号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教育贡献院长奖”评选办法 

学院各单位： 

为进一步促进学院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发展，激发研究生教师投身高层次创新

型人才培养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研究生教学管理队伍建设，根据《武

汉大学研究生教育杰出贡献校长奖评选办法（修订）》（武大研字〔2018〕14 号）

的精神，学院决定开展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教育贡献院长奖”的评选活动并制

定本办法。 

一、评选目的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教育贡献院长奖”是学院研究生教育及教

学管理领域的最高荣誉奖，旨在评选一批在教书育人、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等

方面做出贡献的优秀教师或教学团队；激励和表彰一批在研究生教学管理一线做

出贡献的教师、教学管理人员或教学单位；鼓励广大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积极

投身学院研究生教育教学事业，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评选类型和条件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教育贡献院长奖”下设优秀教师、优秀教学

团队、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三个奖项。评奖条件分别为： 

（一）“研究生教育贡献院长奖”优秀教师的评选条件 

学院承担研究生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符合以下条件者，可参加“研究生教

育贡献院长奖”优秀教师的评选。评选条件如下： 

（1）热爱研究生教学，品德高尚，无私奉献，治学严谨，教书育人，在师

生中具有良好口碑，赢得高度赞誉。能坚持立德树人，为人师表，率先垂范，重

视对学生的道德培养。 

（2）积极承担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近三年每学年均有研究生教学任务，

工作量饱满，公认教学效果好，深受学生和同行好评。能将正确的价值取向和道

德要求融于研究生课程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拓展学

生的世界眼界和未来眼光。 

（3）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形成具有特色的教学理念，积极探索和运用新的

教学方法、评价方法和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4）担任研究生导师的，认真履行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创新研

究生指导方式，潜心研究生培养，师生关系融洽。 

（5）有典型事例或充分的佐证材料。 

（二）“研究生教育贡献院长奖”优秀教学团队的评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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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承担研究生教学任务的课程组、教研室等教学团队，符合以下条件者，

可参加“研究生教育贡献院长奖”优秀教学团队的评选。评选条件如下： 

（1）教学团队长期坚守研究生教学第一线，承担研究生课程或系列课程的

授课任务，团队所有成员近三年每学年均有研究生教学任务，工作量饱满，公认

教学效果好，深受学生和同行好评。 

（2）教学团队负责人应为本学科（专业）的专家，具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和

创新性学术思想，长期致力于本团队课程建设，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为研究生授课；

品德高尚，治学严谨，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较好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 

（3）教学团队结构合理，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了明确的发展目标，

具备良好的合作精神和梯队结构，在指导和激励中青年教师提高专业素质和业务

水平方面成效显著。 

（4）教学团队团结协作，积极开展集体教学研究活动，在教学中注意与社

会、经济发展相结合，了解学科（专业）、行业现状，追踪学科（专业）前沿，及

时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科学，教学手段先进，重视实验或实践性教学，引导

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

力；在教学工作中有强烈的质量意识和完整、有效、可持续改进的教学质量管理

措施，在推动教学建设与改革、创新教学模式、研究生培养等方面卓有成效。 

（5）有典型事例或充分的佐证材料。 

（三）“研究生教育贡献院长奖”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的评选条件 

学院在岗研究生教学管理工作者包括分管研究生教学工作的系（所）负责人、

研究生教指委成员、教研室负责人、课程组负责人、专硕项目主任副主任及内设

机构从事教学管理服务的工作人员等，符合以下条件者，可参加“研究生教育贡

献院长奖”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评选。评选条件如下： 

（1）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教学管理工作，恪守工作纪律和职业道德，

认真履行职责，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 

（2）在研究生教学管理工作岗位上连续工作一年以上。 

（3）熟悉学校的研究生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管理知识和

较强的教学事务处理能力，所在单位研究生教学基本建设与改革成绩突出。 

（4）努力钻研教学管理理论，积极探索先进的管理方法，能将现代化管理

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运用于实际工作，在教学服务工作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5）积极参与教学管理研究，近三年有公开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或撰写了

有关研究生教学工作的公开报道、调研报告、规章制度等。 

（6）对各项教学管理制度执行良好。 

（7）有典型事例或充分的佐证材料。 

（四）其他 

如有教学事故及违反师德师风事项实行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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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选程序 

1.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教育贡献院长奖”优秀教师、教学团队、

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的评选按年度举行。由学院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和党政办

公室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 

2.申报个人或团队自我申请、系（所）推荐或院长提名。学院组织评审委员

会进行评审，确定获奖人选或团队。 

3.每年评选“研究生教育贡献院长奖”优秀教师 0～5 名，优秀教学团队 0～2

个，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 0～3 人，优秀教学管理单位 0～1 个。 

四、奖励政策和措施 

学院对获奖个人或团队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研究生教育贡献院长奖”优秀

教师获奖者奖励 5000 元/人，优秀教学团队获奖者奖励 10000 元/个；优秀教学管

理工作者获奖者奖励 3000 元/人。 

五、其他 

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04 月 08 日 

 

附件一：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年度研究生教育贡献院长奖推荐表（优秀

教师） 

附件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年度研究生教育贡献院长奖推荐表（优秀

教学团队） 

附件三：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年度研究生教育贡献院长奖推荐表（优秀

教学管理工作者） 

 

 

主送：全院各单位 

印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04 月 08 日 

打印：马  亮      校对：沈仕雄                 共印 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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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经管函〔2018〕48 号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高水平学术论文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和服务我院“双一流”建设，充分调动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的

积极性，鼓励研究生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完善研究生科研创新激励机制，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章  奖励范围及标准 

第二条  奖励范围 

研究生在学期间或毕业后两年内，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为第一署名单

位，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在高水平学术期

刊上公开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和 ESI 高被引论文。 

第三条  期刊的认定 

1.高水平学术期刊目录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期刊分级方案》,简

称《分级期刊》）所界定为准。 

2.所有论文均须正式发表且能提供学校图书馆或学院认可的其他权威检索

机构提供的相应证明。 

第四条  奖励标准 

1.对于《分级期刊》中 A 类期刊论文每篇奖励 8 万元，A-类期刊论文每篇奖

励 5 万元，B+类期刊论文每篇奖励 3 万元，B 类期刊论文每篇奖励 0.5 万元，ESI

高被引论文按照 B+论文认定，其他论文不予奖励。 

2.署名顺序： 

（1）学生为第一作者且为通讯作者，全额奖励学生； 

（2）学生为第一作者且无通讯作者，全额奖励学生； 

（3）学生为通讯作者且作者有导师，全额奖励学生；学生为通讯作者但作

者中无导师，按一半奖励学生； 

（4）学生为第一作者，导师为第二作者且为通讯作者，全额奖励学生； 

（5）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且两者有一位是通讯作者，金额

奖励学生；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且两者均非通讯作者，按一半奖

励学生。 

（6）B+以上英文期刊，学生非第一作者非通讯作者，降一级后按照 1/（n+1）

乘以奖励金额予以奖励。 

3.论文分级按学院期刊目录执行。 

第三章  申报与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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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研究生高水平学术论文奖励每年组织申报一次，仅限于申报正式发

表日期在上一自然年度内的学术论文。未如期申报的，视同放弃获奖资格，不再

进行奖励。同一篇论文只能奖励一次。对于符合奖励条件的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

只奖励排名第一的作者。 

第六条  奖励申报与认定流程： 

（1）学院下发研究生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奖励通知； 

（2）符合申报要求的研究生，下载《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水平学术

论文奖励申报表》，导师对研究生的申请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研究生在截止时

间之前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相关材料； 

（3）科研与学科建设办公室按照奖励办法对研究生提交的申请进行初审，

并将初审合格的研究生名单以及相关材料（论文原件和复印件、检索证明原件等）

报送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汇总并存档。 

（4）学院组织相关专家对上报材料进行复审和认定，公示获奖学生名单，

通知学生领取论文奖励。 

第四章  附  则 

第七条  在申报、审核和奖励过程中，如发现弄虚作假，或抄袭、剽窃等学

术不端行为，一经查实，即撤销其获奖资格，追回奖金，并根据情节轻重，按有

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理。 

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起施行，由学院科研与学科办公室、研究生教学

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年 12 月 20 日 

 

 

主送：全院各单位 

印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打印：马  亮         校对：鄢洪平             共印 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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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经管函〔2019〕36 号 

关于 2019 年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班级导师聘任的通知 

全院各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意见》，推进全员育人，规范研究生班级导师相关工作，经学院研究决定，聘任

丁宇澄等34 名老师担任学院研究生 35 个班级的班级导师，聘任情况如下： 

一、2019 级研究生班级导师（12个班级） 

2019 级科硕一班：丁宇澄（新聘）； 

2019 级科硕二班：杨  勇（新聘）； 

2019 级科硕三班：邹镇涛（新聘）； 

2019 级科硕四班：程鸿群（新聘）； 

2019 级科硕五班：卢盛峰（新聘）； 

2019 级科硕六班：陶厚永（新聘）； 

2019 级科硕七班：顾乾坤（新聘）； 

2019 级科硕八班：赵  晶（新聘）； 

2019 级科硕九班：侯伟丽（新聘）； 

2019 级专硕一班：韩国文（新聘）； 

2019 级博士一班：潘国臣（新聘）； 

2019 级博士二班：马莉莉（新聘）； 

以上人员聘任时间自 2019 年8 月至2022年 7 月； 

专硕班班级导师聘任时间自 2019年 8 月至 2021年7 月。 

二、2018 级研究生班级导师（12个班级） 

2018 级科硕一班：李旭超（续聘）； 

2018 级科硕二班：胡  艺（续聘）； 

2018 级科硕三班：赵仲匡（续聘）； 

2018 级科硕四班：郑君君（续聘）； 

2018 级科硕五班：杨  朔（续聘）； 

2018 级科硕六班：周  伟（续聘）； 

2018 级科硕七班：刘颖斐（续聘）； 

2018 级科硕八班：吴  恒（续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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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级科硕九班：魏  珊（续聘）； 

2018 级专硕一班：陈昊雯（续聘）； 

2018 级博士一班：熊  波（续聘）； 

2018 级博士二班：张克群（续聘）； 

以上人员聘任时间自 2019 年8 月至2021年 7 月。 

专硕班班级导师聘任时间自 2019年 8 月至 2020年7 月。 

三、2017 级研究生班级导师（11个班级） 

2017 级科硕一班：苏小方（续聘）； 

2017 级科硕二班：余  江（续聘）； 

2017 级科硕三班：余  振（续聘）； 

2017 级科硕四班：鲁维洁（续聘）； 

2017 级科硕五班：刘  成（续聘）； 

2017 级科硕六班：赖一飞（续聘）； 

2017 级科硕七班：周楷唐（续聘）； 

2017 级科硕八班：潘  旵（续聘）； 

2017 级科硕九班：柯  丹（续聘）； 

2017 级博士一班：熊  波（续聘）； 

2017 级博士二班：肖光恩（续聘）； 

以上人员聘任时间自 2019 年8 月至2020年 7 月。 

特此通知。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09 月 4 日    

 

 

主送：全院各单位 

印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06 月 26 日 

打印：陈琦  陈嘉奇       校对：沈仕雄          共印 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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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经管函〔2019〕11 号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关于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博士学位申请资格论文认定

的规定 

为进一步提高博士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切实保证和提高博士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根据《武汉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资格论文的暂行规定》

（武大研字〔2013〕13 号）的有关精神和 2013 年《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关

于修订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通知》和《武汉大学 2014 年申请博士学位

有关规定》的相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修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关于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博士学位申请资格论文认定的规定》（以下简称“本规

定”）。现就我院博士研究生申请博士学位资格论文作出如下规定： 

（一）普通招考类博士生 

（1）在博士生正常培养年限内毕业的博士生，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博士学

位申请资格论文条件为发表 1 篇 B+级期刊论文；或者发表 2 篇 B 级期刊论文。 

（2）超出博士生正常培养年限 1 年内毕业的博士生，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

博士学位申请资格论文条件为发表 1 篇 B 级期刊论文和 1 篇 CSSCI 期刊论文；

或者发表 2 篇 B-期刊论文； 

（3）超出博士生正常培养年限 2 年及以上毕业的博士生，博士学位论文答

辩和博士学位申请资格论文条件为发表 1 篇 B-期刊论文（重要期刊论文）和 1 篇

CSSCI 期刊论文。 

（二）硕博连读博士生 

（1）在硕博连读博士生正常培养年限内毕业的博士生，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和博士学位申请资格论文条件为 1 篇 B+级期刊论文和 1 篇 CSSCI 期刊论文，或

者发表 2 篇 B 级期刊论文和 1 篇 CSSCI 期刊论文。 

（2）超出硕博连读博士生正常培养年限 1 年内毕业的博士生，博士学位论

文答辩和博士学位申请资格论文条件为 1 篇 B 级期刊论文和 1 篇 B-期刊论文；

或者 2 篇 B-期刊论文和 1 篇 CSSCI 期刊论文。 

（3）超出硕博连读博士生正常培养年限 2 年及以上毕业的博士生， 博士学

位申请学位资格论文条件为 1 篇 B-期刊和 1 篇 CSSCI 期刊论文。 

说明：以上论文录用网上可查即可，但需要提供证明材料。 

（三）署名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应与所在学科专业相关，必须以武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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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或者学院所属教学、科研单位为第一作者单位，且以第一作者

身份（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本人为第二作者）或以通讯作者发表。 

（四）期刊论文以外科研成果的认定 

1.在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仅限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

丛书）独立出版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的学术专著或者研究生本人为第一作者且撰

写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的学术专著（需在专著里对本人撰写字数进行明确说明），

视同为 1 篇 B-级期刊论文。出版的学术专著研究生作者身份的认定以版权页为

依据，研究生在申请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申请博士学位之时必须提交所出版

学术专著的原件 1 册。 

2.博士研究生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重要科研奖项，省部级一等奖、二等奖视同

为 1 篇 B+级期刊论文，三等奖视同为 1 篇 B 级期刊论文，但以上奖项均只认定

学生排名第一（或导师排名第一，学生排名第二）的情况；研究生在申请举行博

士学位论文答辩和申请博士学位之时必须提交所获奖励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3.博士研究生以第一作者身份（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本人为第二作者）

提供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获得政府部门在任省部级及省部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

示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可认定为公开发表 1 篇 CSSCI 期刊论文。 

研究生在申请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申请博士学位之时必须提供批示件

的复印件和被批示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全文。 

（五）其他 

（1）论文分级按学院期刊目录执行。 

（2）本规定从 2019 级博士研究生开始施行。 

（3）本规定解释权归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04 月 16 日   

 

 

主送：全院各单位 

印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04 月 16 日 

打印：马  亮       校对：沈仕雄                共印 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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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经管函〔2019〕41 号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资格论文认定的

规定（修订） 

为促进学院研究生的科研活动，进一步提高学院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

力，切实提高研究生的培养和学位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要求、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的相关精神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有关要求，结合学院研

究生培养实际情况，特修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

和学位申请资格论文认定的规定》。对学院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资

格论文认定提出新的要求，本规定经学院学评会讨论通过、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批，

从 2019 级研究生开始施行，具体情况如下： 

一、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资格论文要求 

1.普通招考类博士生 

（1）在博士生正常培养年限内毕业的博士生，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博士学

位申请资格论文条件为发表 1 篇 B+级期刊论文；或者发表 2 篇 B 级期刊论文。 

（2）超出博士生正常培养年限 1 年内毕业的博士生，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

博士学位申请资格论文条件为发表 1 篇 B 级期刊论文和 1 篇 CSSCI 期刊论文；

或者发表 2 篇 B-期刊论文； 

（3）超出博士生正常培养年限 2 年及以上毕业的博士生，博士学位论文答

辩和博士学位申请资格论文条件为发表 1 篇 B-期刊论文（重要期刊论文）和 1 篇

CSSCI 期刊论文。 

2.硕博连读博士生 

（1）在硕博连读博士生正常培养年限内毕业的博士生，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和博士学位申请资格论文条件为 1 篇 B+级期刊论文和 1 篇 CSSCI 期刊论文，或

者发表 2 篇 B 级期刊论文和 1 篇 CSSCI 期刊论文。 

（2）超出硕博连读博士生正常培养年限 1 年内毕业的博士生，博士学位论

文答辩和博士学位申请资格论文条件为 1 篇 B 级期刊论文和 1 篇 B-期刊论文；

或者 2 篇 B-期刊论文和 1 篇 CSSCI 期刊论文。 

（3）超出硕博连读博士生正常培养年限 2 年及以上毕业的博士生， 博士学



 

 218 

位论文答辩和博士学位申请资格论文条件为 1 篇 B-期刊论文和 1 篇 CSSCI 期刊

论文。 

3.署名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应与所在学科专业相关，必须以武汉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或者学院所属教学、科研单位为第一作者单位，且以第一作者

身份（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本人为第二作者）。 

4.期刊论文以外科研成果的认定 

（1）在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仅限人文社会科学类

学术丛书）独立出版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的学术专著或者研究生本人为第一作者

且撰写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的学术专著（需在专著里对本人撰写字数进行明确说

明），视同为 1 篇 B-级期刊论文。出版的学术专著研究生作者身份的认定以版权

页为依据，研究生在申请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申请博士学位之时必须提交所

出版学术专著的原件 1 册。 

（2）博士研究生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重要科研奖项，省部级一等奖、二等奖

视同为 1 篇 B+级期刊论文，三等奖视同为 1 篇 B 级期刊论文，但以上奖项均只

认定学生排名第一（或导师排名第一，学生排名第二）的情况；研究生在申请举

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申请博士学位之时必须提交所获奖励证书的原件和复印

件。 

（3）博士研究生以第一作者身份（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本人为第二

作者）提供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获得政府部门在任省部级及省部级以上领导肯

定性批示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可认定为公开发表 1 篇 CSSCI 期刊论文。 

研究生在申请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申请博士学位之时必须提供批示件

的复印件和被批示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全文。 

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资格论文要求 

（1）硕士生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需发表 C 刊（含扩展版）以上论文 1

篇。 

（2）论文期刊级别满足学院期刊分级目录 B-级以上期刊，学生为其中署名

作者之一即可；C 刊（含扩展版）需第一作者（或教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 

（3）鼓励课程组联合指导学生，发表论文中教师可为学院教师而非导师。 

（4）论文署名单位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或者学院所属教学、科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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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三、相关说明 

（1）论文级别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期刊分级方案（2019 版）为

标准认定，中文期刊发表以见刊为准，英文期刊 online。 

（2）发刊时间为硕士/博士在读期间。 

四、关于《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三大报纸认定问题 

按照学校要求，经学院学评会投票通过，从 2019 级开始，《人民日报》、《经

济日报》、《光明日报》三大报纸均不能作为研究生学位申请资格论文。 

 

中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29 日        

 

 

主送：全院各单位 

印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10 月 29 日 

打印：李光蕊         校对：马  亮             共印 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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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经管函〔2019〕12 号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审核工作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为“博士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为“博

导”）遴选机制，实现博导“评聘分离，动态上岗”，博导资格与招生岗位分离，强

化导师立德树人、岗位意识与责任意识，调动导师指导学生从事科研的积极性和

工作热情，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

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研[2018] 1 号）、《武汉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

法》（武大研字〔2012〕63 号）、武汉大学《各学科博士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的基

本条件》，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一、岗位聘任候选对象 

已具备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教师。 

新遴选的博士生导师当年不得作为第一导师上岗招生，隔年符合导师上岗条

件后方可招生，且首次最多只能招收 1 名博士研究生。 

二、岗位数 

根据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当年下达给我院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数，由学院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审核决定。 

三、岗位任职基本条件 

（一）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具有高尚的学术道德、严谨的治学态度，能教

书育人、为人师表、遵纪守法、团结协作，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身体健康，每

年能保证有半年以上时间在国内指导研究生。 

（二）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工作经验，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学术

水平应居本学科前列，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达到一定水平，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本学

科发展的前沿及发展趋势，有重要的创新型科研成果。 

（三）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需

求和学科发展对接。作为主持人或重要参与者承担有国家或省部级科研项目和其

它有重要价值的科研项目，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可供培养博士生。 

（四）能胜任研究生教学和指导工作，已完整培养过一届博士生或作为博士

生指导小组成员完整地协助培养过一届博士生，培养质量和就业情况较好。 

（五）被审核者应具有教授专业技术职务，或有重要成果和充足科研经费的

副教授专业技术职称； 

（六）能够提供博士研究生科研津贴。导师向博士生提供津贴的人数和标准

按学校下达的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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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协助其指导博士生的学术队伍。 

（八）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研究生导师必须满足政治素质

过硬，师德师风高尚，业务素质精湛三大基本素质要求。 

（九）博士生指导教师应具备以下科研条件： 

1.科研论著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①近五年（截止时间当年 4 月 30 日，下同）内应以武汉大学为第一作者单

位，且以第一作者身份（或本人排名第二，第一作者为自己指导的学生；或外文

期刊的唯一通讯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下同）在本专业领域 SSCI、SCI、EI、

CSSCI 期刊和学院认定的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及以上，

其中在“学校奖励刊物”或学院期刊列表 B-级以上期刊（包含 B-级）发表学术论

文至少 3 篇，且“学校奖励刊物”或学院期刊列表 B 级以上期刊（包含 B 级）发

表学术论文至少 1 篇。 

②近五年内以武汉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且以独著，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重

要出版社正式出版学术著作 1 部或省级及其他部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三等奖排名第 1 名，并在本专业领域 SSCI、SCI、EI、CSSCI 期刊和学院认定

的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9 篇及以上，其中在“学校奖励刊物”

或学院期刊列表 B-级以上期刊（包含 B-级）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2 篇，且“学校奖

励刊物”或学院期刊列表 B 级以上期刊（包含 B 级）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1 篇。 

③近五年获省部级教学或者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以上至少一项（一等奖个人排

名前二名，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一名）；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

等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 2 名；三等奖个人排名第 1 名，或省级及其他部级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二名，二等奖个人排名第 1 名。 

④近五年内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或《管理世界》（不含《短论》

栏目的论文）正式发表学术论文 3 篇；或近五年内在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分级期

刊中发表 1 篇 A 类期刊论文或 2 篇 A-类期刊论文。 

2．科研项目条件 

近五年独立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含单列学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科学研究项目至少一项（上述课题为自筹经费的，均不计为纵

向科研项目），或近五年主持的科研项目到账经费（限个人科研经费账户的经费）

达到 150 万元。 

四、科研成果要求放宽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科研成果条件可适当放宽： 

1.近五年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或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且近三年主持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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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项目到账经费（限个人科研经费账户的经费）达到 50 万元。 

2.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青年长江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央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首席专家、国家教学名师。 

五、年龄条件 

由学校审批、2002 年及以前招生的博导，有二级教授资格的博导，超过 62

周岁的，一般不再招收博士研究生；由学校审批、2003 年及以后招生的博导，超

过 57 周岁的，一般不再招收博士研究生。 

博导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者不受年龄条件的限制，其他博导均受年龄条件的限制。 

六、指标分配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下达给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年度计划分配数在获得岗位

聘任的博士生指导教师中进行分配。 

综合考虑各指导教师生源状况、招生情况、科研成果、科研经费、培养质量

等情况，本着科学规范、优化配置的原则，确定各指导教师招生指标数。 

（一）每位获得岗位聘任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当年招生博士生不得超过 3 人。 

（二）岗位招生数原则上向以下 5 个方面倾斜： 

1.科研成果突出以及在国内学科领域内有重要影响力的博导。如：人文社科

类专业博导在文科科研奖励刊源（详见《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务考核与

业绩奖励办法》）发表学术论文，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励（一、二

等奖）；或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及以上奖励（一等奖排名第一）。 

2.学科优势突出、师资力量雄厚的专业。博导所在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拥

有一支层次分明、结构合理、集群优势明显的导师队伍，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

的影响力。重点考虑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青年千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国家教

学名师等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 

3.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博导。如：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项目及课题，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项目及课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项目及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及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国务院各部委

重大、重点项目，国防科技项目；重要的国际科技项目；其它部、省级重大项目

等。 

4.生源质量较好和硕博连读生源较多的学科专业及博导。博导和学科专业生

源数量充足，重视生源质量的拓展，学科专业报考生源来自“985”高校的考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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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以上，录取考生来自“985”高校的考生占 50%以上或硕博连读生源较多的学

科专业及博导。 

5.博士生培养质量突出的导师。所指导的博士生科研能力强，科研成果突出。    

七、其他说明 

1.本办法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 

2.资深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不参加此次审核，

直接上《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3.院外兼职博导只能与院内获得岗位聘任的博导联合招生，不能独立招生。 

4.论文以是否获得学校奖励以学院科研外事与学科建设办公室的审核结果

为准。 

发表在其他外文期刊上的论文获得学校奖励的视作权威论文，未获得学校奖

励的论文按学院期刊分级办法认定。 

5. 2014-2018 年权威和核心期刊认定按附件 2 执行，从 2019 年开始权威和

核心期刊认定按附件 3 执行。 

6.已经超过本细则所规定的年龄限制条件的博导，若作为首席专家获批主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博士研究生招生按学院 2013 年的政策执行。 

7.对审核和申报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持有异议者，享有申诉的权利，学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接受其申诉，并组织复议，将复议结果通知本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04 月 16 日   

附件 1：武汉大学社科奖励期刊和出版社 

附件 2：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期刊分级方案（2014 版） 

附件 3：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期刊分级方案（2019 版） 

 

主送：全院各单位 

印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04 月 16 日 

打印：马  亮       校对：沈仕雄              共印 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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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审核工作细则 

为进一步完善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为“博士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为“博

导”）遴选机制，实现博导“评聘分离，动态上岗”，博导资格与招生岗位分离，强

化导师立德树人、岗位意识与责任意识，调动导师指导学生从事科研的积极性和

工作热情，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

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研[2018] 1 号）、《武汉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

法》（武大研字〔2012〕63 号）、武汉大学《各学科博士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的基

本条件》、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编制工

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审

核工作办法》（武大经管函〔2019〕12 号）关于岗位任职条件的有关规定，结合

学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细则。 

一、岗位聘任候选对象 

已具备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教师。 

新遴选的博士生导师当年不得作为第一导师上岗招生，隔年符合导师上岗条

件后方可招生，且首次最多只能招收 1 名博士研究生。 

二、岗位数 

根据武汉大学研究生院下达给我院 2022 年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数，由学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审核决定。 

三、岗位任职基本条件 

（一）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具有高尚的学术道德、严谨的治学态度，能教

书育人、为人师表、遵纪守法、团结协作，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身体健康，每

年能保证有半年以上时间在国内指导研究生。 

（二）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工作经验，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学术

水平应居本学科前列，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达到一定水平，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本学

科发展的前沿及发展趋势，有重要的创新型科研成果。 

（三）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需

求和学科发展对接。作为主持人或重要参与者承担有国家或省部级科研项目和其

它有重要价值的科研项目，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可供培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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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胜任研究生教学和指导工作，已完整培养过一届博士生或作为博士

生指导小组成员完整地协助培养过一届博士生，培养质量和就业情况较好。 

（五）被审核者应具有教授专业技术职务、有重要成果和充足科研经费的副

教授； 

（六）能够提供博士研究生科研津贴。导师向博士生提供津贴的人数和标准

按学校下达的文件执行。 

（七）有协助其指导博士生的学术队伍。 

（八）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研究生导师必须满足政治素质

过硬，师德师风高尚，业务素质精湛三大基本素质要求。 

（九）博士生指导教师应具备以下科研条件： 

1.科研论著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①近五年（2016 年 5 月 1 日~2021 年 4 月 30 日，下同）内应以武汉大学为

第一作者单位，且以第一作者身份（或本人排名第二，第一作者为自己指导的学

生；或外文期刊的唯一通讯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下同）在本专业领域 SSCI、

SCI、EI、CSSCI 期刊和学院认定的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及以上，其中在“学校奖励刊物”或学院期刊列表 B-级以上期刊（包含 B-级）

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3 篇，且“学校奖励刊物”或学院期刊列表 B 级以上期刊（包含

B 级）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1 篇。 

②近五年内以武汉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且以独著，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重

要出版社正式出版学术著作 1 部或省级及其他部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三等奖排名第 1 名，并在本专业领域 SSCI、SCI、EI、CSSCI 期刊和学院认定

的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9 篇及以上，其中在“学校奖励刊物”

或学院期刊列表 B-级以上期刊（包含 B-级）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2 篇，且“学校奖

励刊物”或学院期刊列表 B 级以上期刊（包含 B 级）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1 篇。 

③近五年获省部级教学或者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以上至少一项（一等奖个人排

名前二名，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一名）；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

等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 2 名；三等奖个人排名第 1 名，或省级及其他部级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二名，二等奖个人排名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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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近五年内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或《管理世界》（不含《短论》

栏目的论文）正式发表学术论文 3 篇；或近五年内在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分级期

刊中发表 1 篇 A 类期刊论文或 2 篇 A-类期刊论文。 

2．科研项目条件 

近五年独立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含单列学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科学研究项目至少一项（上述课题为自筹经费的，均不计为纵

向科研项目），或近五年主持的科研项目到账经费（限个人科研经费账户的经费）

达到 150 万元。 

四、科研成果要求放宽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科研成果条件可适当放宽： 

1.近五年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或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且近三年主持的科

研项目到账经费（限个人科研经费账户的经费）达到 50 万元。 

2.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青年长江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央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首席专家、国家教学名师。 

五、年龄条件 

由学校审批、2002 年及以前招生的博导，有二级教授资格的博导，超过 60

周岁的（即 1962 年 6 月 30 日以前出生者），一般不再招收博士研究生；由学校

审批、2003 年及以后招生的博导，超过 57 周岁的（即 1965 年 6 月 30 日以前出

生者），一般不再招收博士研究生。 

博导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者不受年龄条件的限制，其他博导均受年龄条件的限制。 

六、指标分配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下达给学院 2022 年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数在获得

岗位聘任的博士生指导教师中进行分配。 

综合考虑各指导教师生源状况、招生情况、科研成果、科研经费、培养质量

等情况，本着科学规范、优化配置的原则，确定各指导教师招生指标数。 

（一）每位获得岗位聘任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当年招生博士生不得超过 3 人。 

（二）岗位招生数原则上向以下 5 个方面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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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研成果突出以及在国内学科领域内有重要影响力的博导。如：人文社科

类专业博导在文科科研奖励刊源（详见《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务考核与

业绩奖励办法》）发表学术论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奖励；或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及以上奖励（一等奖排名第一）。 

2.学科优势突出、师资力量雄厚的专业。博导所在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拥

有一支层次分明、结构合理、集群优势明显的导师队伍，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

的影响力。重点考虑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青年千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

跨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教学名师等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 

3.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博导。如：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项目及课题，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项目及课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项目及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及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国务院各部委

重大、重点项目，国防科技项目；重要的国际科技项目；其它部、省级重大项目

等。 

4.生源质量较好和硕博连读生源较多的学科专业及博导。博导和学科专业生

源数量充足，重视生源质量的拓展，学科专业报考生源来自“985”高校的考生占

60%以上，录取考生来自“985”高校的考生占 50%以上或硕博连读生源较多的学

科专业及博导。 

5.博士生培养质量突出的导师。所指导的博士生科研能力强，科研成果突出。 

七、审核工作日程安排及程序 

2021 年 10 月 22 日前，制定学院《2022 年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审核工

作细则》。 

2021 年 10 月 22 日～24 日，具有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者填写《2022 年

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基本情况登记表》（见附件 1），并准备科研成果、到账经费

证明材料，将审核简表的电子版本发送至徐凌钦老师邮箱 79065779@qq.com。 

2021 年 10 月 25 日～27 日，科研外事与学科建设办公室完成对申请人科研

成果和科研经费的审核。 

2021 年 10 月 26 日～27 日，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汇总博士研究生指导教

师信息。 

mailto:6354558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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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8 日前，学院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申请人上岗资格进行审核。 

2021 年 10 月 29 日前，对符合上岗资格的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在学院网站

上进行公示。 

2021 年 10 月 29 日前，制作《武汉大学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汇总表》

和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上报研究生院。 

八、其他说明 

1.院士、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不参加此次审核，直接上《武汉大学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2.院外兼职博导只能与院内获得岗位聘任的博导联合招生，不能独立招生。 

3.论文是否获得学校奖励以学院科研外事与学科建设办公室的审核结果为

准。 

发表在其他外文期刊上的论文获得学校奖励的视作权威论文，未获得学校奖

励的论文按学院期刊分级办法认定。 

4. 2014-2018 年权威和核心期刊认定按附件 2 执行，从 2019 年开始权威和

核心期刊认定按附件 3 执行。 

5.已经超过本细则所规定的年龄限制条件的博导，若作为首席专家获批主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博士研究生招生按学院 2013 年的政策执行。 

6.对审核和申报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持有异议者，享有申诉的权利，学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接受其申诉，并组织复议，将复议结果通知本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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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审核工作细则 

为了适应学院学科建设发展及导师队伍建设的需要，全力推进研究生培养

机制改革，依照学科发展规律建设好学科，适度控制规模，提高硕士研究生培

养质量，在导师队伍建设中切实落实“动态遴选、进退有序”的审核机制，根据

《武汉大学关于遴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的暂行规定》、《武汉大学研究生

指导教师遴选工作暂行规定》（武大研字〔2015〕6 号）等文件精神和有关岗位

任职条件的规定，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一、岗位任职对象 

已在学院担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正、副教授，以及获得 2022 年新增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的教师。 

二、岗位数 

根据学院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的需要，参照学院硕士学位授权点数以及

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岗位任职基本条件等确定。 

三、岗位任职基本条件 

（一）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国家和学校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政

策法规和规章制度，为人师表，团结协作，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严谨的治学

态度，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身体健康，每年保证能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国内

指导硕士研究生。 

（二）申请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者应具有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三）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较丰富的科研工作经验，有稳定的研究方向。 

（四）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已担任研究生一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或协助指

导过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 

（五）有协助培养研究生的学术队伍。 

（六）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研究生导师必须满足政治素

质过硬，师德师风高尚，业务素质精湛三大基本素质要求。 

（七）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应具有以下科研条件： 

1．科研成果方面必须具备以下五项条件之一： 

①近三年内（2018 年 5 月 1 日~2021 年 4 月 30 日，下同）在学院认定的核

心期刊及以上发表学术论文 5 篇及以上（其中至少一篇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重

要期刊及以上或被 SSCI、SCI、EI（杂志论文）等检索收录）。 

②近三年内作为第一作者主编学术专著或专业教材 1 部，并在学院认定的

核心期刊及以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3 篇；或近三年内作为第一作者主编学术专

著或专业教材 2 部，并在学院认定的核心期刊及以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1 篇；

或近三年内作为第二作者主编学术专著或专业教材 1 部，并在学院认定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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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及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5 篇；或近三年内作为第二作者主编学术专著或专

业教材 2 部，并在学院认定的核心期刊及以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3 篇。 

③近三年内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或《管理世界》发表学术论

文 1 篇。 

④近三年内在学院认定的重要期刊及以上发表学术论文 2 篇。 

⑤近三年内获武汉大学教学或科研成果二等奖及以上的奖项（特等奖排名

前五名，一等奖排名前四名，二等奖排名前三名）至少 1 项，或省部级教学或

科研成果三等奖及以上的奖项至少 1 项（特等奖排名前六名，一等奖个人排名

前五名，二等奖个人排名前四名，三等奖个人排名前三名）。 

2．科研经费要求： 

近三年内承担了国家、省部级的科研项目或横向咨询课题，2021 年 4 月 30

日以前科研到账经费（指个人到账经费或分解到个人的到账经费）不少于 3000

元。 

3．科研成果与科研经费放宽者的情况： 

①科研成果可适当放宽情况：近三年科研到账经费（指个人到账经费或分

解到个人的到账经费）超过 5 万元者，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科学研究项目等省部级纵向科研项目者。 

②经费要求条件可适当放宽情况：近三年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科学研究项目等省部级纵向科研项目结项

成果被鉴定为优秀等级者；或主笔及作为主要成员提交的咨询报告得到省部级

及以上党政部门和领导肯定和批示采纳（以批示件为依据），或咨询报告被地方

政府、企事业单位采纳产生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者（以咨询报告应用单位

的证明为依据）；或近两年从境外引进的博士（后）晋升为副教授及以上技术职

称者。 

四、年龄条件 

由学校审批、2002 年及以前招生的博导，有二级教授资格的博导，超过 62

周岁的（即申报时 1960 年 6 月 30 日以前出生者），一般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

由学校审批、2003 年及以后招生的博导，超过 57 周岁的（即申报时 1965 年 6

月 30 日以前出生者），一般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不受

年龄条件的限制，其他硕导均受年龄条件的限制。 

五、审核工作日程安排及程序 

2021 年 11 月 10～16 日，具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者填写《经济与管

理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基本情况登记表》（见附件 1），并准备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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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到账经费证明材料，将基本情况登记表的电子版本发送至邮箱

yujingjing@whu.edu.cn 或将纸质版本交到学院 B136 余静静处。逾期未提交上述

材料者视作放弃申请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 

2021 年 11 月 17～22 日，科研与学科建设办公室 B142 对申请人科研成果

和科研经费进行审核，未到科研与学科建设办公室申报个人科研成果的老师，

应提前至 B142 进行成果鉴定与报备。 

2021 年 11 月 23 日～26 日，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汇总整理硕士研究生指

导教师信息。 

2021 年 12 月之前，学院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申

请人上岗资格进行审核，并对符合上岗资格的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在学院网站

上进行公示。 

六、其他说明 

（一）对校、院外聘任的兼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学院给予其硕士研究

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不单独分配其招生指标，可与院内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联合招生（但占院内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招生指标）。 

（二）已提交 2022 年博导岗位审核申请的老师不用提交此次登记表，以所

提交的《武汉大学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基本情况登记表》的信息作为认

定依据。 

（三）已获得武汉大学 2022 年新增博士研究生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

资格的老师（包括跨专业）可不用提交此次登记表，以 2021 年 5 月在线申报的

信息作为认定依据。 

（四）咨询方式 

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 B136，联系人：余静静，电话：68753847,电子邮

箱：yujingjing@whu.edu.cn 

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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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关于做好 2022 年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系、所： 

根据《武汉大学关于做好 2022 年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遴选工作的通知》

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现将我院 2022 年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的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基本条件 

1.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各系所应加强对研究生指导

教师“师德师风”考评，坚决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在研究生导师考核、遴选工作

中严格实行“师德师风”问题一票否决制。2022 年新增研究生导师资格遴选的基

本条件、遴选程序见《武汉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暂行规定》（武大研字

[2015]6 号）https://www.gs.whu.edu.cn/info/1025/6971.htm。 

2.申请博导资格者(限 1966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者)。 

二、申报流程 

1．个人申请 

申请人登录武汉大学信息门户（my.whu.edu.cn），在“导师遴选”应用中完成

新增导师资格申报，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在线申报

指南》。教学成果、科研成果和科研项目等填报期限为 2016 年 5 月 1 日—2021 年

4 月 30 日。 

2．基层组织审核 

申请人完成资格申请表填写后，打印申请表，由所在系、所支部书记对申请

人师德师风等方面进行审核，并在表格中“基层党组织审核意见”一栏勾选意见并

在意见下方签名。 

3．学院评审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遴选材料，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和评议，

表决通过、公示无异议，报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4.学校聘任 

新增博导须经学校社会科学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学部委会表决通

过后，交校研究生院学位工作处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将在研究生院网上公

示两周，无异议后，发文公布。 

5．外校在我院的兼职教授提出申请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程序为：①本人

提出书面申请；②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说明其与本学位点在学术研究和

培养研究生方面的合作情况；③申请人所在单位的推荐意见（包括申请人的职称、

https://www.gs.whu.edu.cn/info/1025/69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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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水平、承担的科研项目等情况）；④登录武汉大学信息门户（my.whu.edu.cn），

在“导师遴选”应用中完成新增导师资格申报，其评审办法与我院教师相同。 

6．遴选工作实行回避和监督制度。凡申请拟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者及可能

影响公正评审的人员，不得参与有关评议及遴选的组织领导工作，不得以任何方

式对评议和遴选工作施加影响。遴选工作接受纪检、监督部门和广大教师干部的

监督。学校将新增的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在研究生院网上公示两周无异议后，

发文公布。 

三、相关说明 

1.为加强青年导师教师队伍建设，科研成果、教学成果等方面特别突出的副

教授申请博士生导师者可申报，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向学部学

位评定委员单独推荐。 

2.对于新引进人才中目前科研经费未到账或暂无科研项目者，学科急需充实

导师队伍，学院将单独上报，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3.聘期 3 年以上(含 3 年)的外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院士等引进专家可直

接聘任博导。 

4.特聘研究员或副研究员申请者需附学校人事部聘任合同或证明。 

5.继续实行博导“评聘分离、动态上岗”的机制。本次新增博导将在 2023 年招

生，并需参加当年博导岗位资格审核。 

四、时间安排 

5 月 24 日前，教师个人递交系统打印申请表交至学院研教办 B136 余静静老

师，电话：68753847； 

6 月 10 日前，学院将新增研究生导师申报材料交研究生院学位工作处，报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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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经管函〔2016〕34 号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MPAcc 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实施办法 

一、遴选目的与遴选原则 

1.贯彻对不同类型研究生实行分类指导和培养的原则，深化 MPAcc 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提高 MPAcc 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 

2.构建和优化 MPAcc 研究生导师队伍的结构，扩大 MPAcc 研究生导师队伍

的规模，提高 MPAcc 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3.逐步提高专任 MPAcc 研究生导师的比例,每位申请人原则上只能在一个专

业学位类别（工程领域）参加遴选。已具备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如果符

合相关专业学位的要求，可以兼任一个专业学位类别（工程领域）的导师。 

4.遴选工作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合理。 

二、遴选条件 

申请担任 MPAcc 研究生指导教师须符合《武汉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

师评聘办法》的要求。特别地，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在会计\财务\审计相应的行业领域具备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与行业领域保

持着较紧密的联系，主持或参与过行业领域相关的课题研发。 

2.熟悉 MPAcc 专业学位教育的性质、特点和培养目标，了解 MPAcc 专业学

位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解决工商管理相关行业领域实际问题和实践技术

的能力，能独立指导 MPAcc 研究生进行实践活动和学位论文工作。 

3.近三年内一般应主持或承担过相关科研项目，有一定额度可用于 MPAcc 研

究生培养的科研经费。 

4.近三年内取得过一定的科研成果，或为实际工作提供调研或咨询报告，完

成会计\财务\审计相关领域的应用性项目，能体现其具有较强的职业素质、业务

能力和较高的学术水平。 

5.申请 MPAcc 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科研成果与科研经费的具体条件与我院《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审核工作细则》的要求相同。 

三、遴选实施细则 

MPAcc 研究生指导教师须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1.按照 MPAcc 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的要求，在指定时间内，提交个人申请

表至 MPAcc 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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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满足我院当年《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审核工作细则》的要求。 

3.近 3 年（截止至申请年度的上一年）承担（过）MPAcc 教学任务，或已确

定安排当年度 MPAcc 教学任务,或为 MPAcc 课程小组成员。 

4.满足以下 3 个条件中的至少 1 个： 

（1）有为行业、企业提供咨询、调研报告经历；（2）有为企业培训经历；

（3）具有行业、企业非学术兼职。 

5.遴选过程由教师提交申请、院科研办科研成果审核、MPAcc 教育中心汇总

统计、学院学位分评定委员会评议决定等环节构成。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6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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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经管函〔2019〕42 号 

关于调整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全院各单位： 

为了加强对学院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工作的管理，进一步深化科学学位

研究生教育改革，坚持“强基础、树标杆、重学术、提质量”的研究生培养总体指

导思想，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创新培养模式，全面提高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质

量，经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成立新一届学院科学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

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 方德斌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范如国、侯成琪、黄敏学、刘林青、刘穷志、潘

红波、田  玲、许明辉、杨  冕、叶初升、张建清、魏立佳 

秘 书（按姓氏拼音排序）：马亮、余静静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10 月 28 日   

 

 

主送：全院各单位 

印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10 月 28 日 

打印：余静静         校对：沈仕雄             共印 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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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名单 

顾  问：周  伟  宋  敏  王永海  潘  敏  

主  任：汪  涛 

副主任：吴  思  刘颖斐  高宝俊  李  斌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杜  旌  冯  华  黄敏学  李锡元  潘红波 

        刘林青  卫  武  肖卫国  谢获宝  许明辉   

游士兵  余国杰  余玉苗  张  军 

秘  书：马  亮  叶  晶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 10 月 14 日 

 

主送：全院各单位       抄送：研究生院 

印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 10 月 15 日 

打印：马亮           校对：沈仕雄             共印 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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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经管函〔2021〕43 号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名称：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 

第二条  性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要任务是对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 MBA、MPAcc、MEM、MF 等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学工作进行指导。 

第三条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的工作活

动接受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指导和管理，对专业学位各教育中心的教学管

理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 

第四条  委员会秘书单位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

室，负责提供教学指导委员会日常运行所需要的各项准备工作，以及具体负责实

施教学指导委员会通过的决议。 

第二章  委员会工作的内容 

第五条  委员会工作活动的内容： 

（一）指导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工作； 

（二）制定和修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审定

教学计划； 

（三）开展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上岗教师的招聘与资格

审定工作； 

（四）实施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工作的质量检查和

监督； 

（五）审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材编写的选题和书稿； 

（六）评审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教师和学员奖励； 

（七）负责其它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相关的工作。 

第三章  委员会的组成 

第六条  委员会的组成： 

（一）委员会由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副主任和若干委员以及 1-2 名委员会秘

书组成。 

（二）委员会主任由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管院长担任，副主任由各专业教

育中心主任担任，委员由经济与管理学院与工商管理学科相关的系（所）负责人

与部分专业核心课程组的负责人担任。 

（三）委员会秘书由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主任、副主任担任。 

第四章  委员的权力和责任 

第七条  委员会成员有下列权利和责任： 

（一）对所研究的有关问题有建议权和表决权； 

（二）对委员会的工作有批评权和监督权； 

（三）对教学指导委员会各项工作的知情权； 

（四）参加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活动； 

（五）完成委员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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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经管函〔2015〕3 号 

学院关于成立教学质量保障（AoL）委员会的通知 

为“以评促建”，更好更快地开展两项认证工作，经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学

院决定成立教学质量保障（AoL）委员会，负责领导、制（修）定和监督实施 AoL

体系（学习目标、课程方案、课程表述（教学大纲）、测评标准等）。 

该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主任：谢丹阳 

副主任：潘敏（负责本科（含双学位）； 

曾国安（负责科硕、博士） 

李燕萍（负责专硕、MBA、EMBA） 

汪涛（负责 EDP） 

秘书：刘学元（负责 AoL 各项具体事务的组织与联络工作） 

成员：文建东、李卓、彭红枫、田玲、邹薇、卢洪友、成徳宁、王学军、郑

君君、严若森、黄静、唐建新（负责各系所之专业、项目） 

AoL 是 AACSB 和 EQUIS 认证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学院赖以向外

界（如潜在学生、企业、政府、资助者以及认证机构）确保学院完成其使命与教

学目标的根本保证，是学院和教师用以衡量、检验及持续改进其教学效果的必要

步骤。AoL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即是负责领导、制定并推广实施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确保各系所专业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的设置符合学院的愿景与使命，并以此制定

和实施教师评价体系等。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主题词：成立  教学质量保障委员会  通知 

主送：学院各系（所）、各内设机构 

印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5 年 1 月 26 日 

打印：刘学元          校对：张  菁             共印 8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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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经管函〔2021〕37 号 

关于调整学院教学质量保障（AoL）委员会成员名单的通知 

为“以评促建”，更好更快地开展两项认证工作，经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学

院决定成立教学质量保障（AoL）委员会，负责领导、制（修）定和监督实施 AoL

体系（学习目标、课程方案、课程表述（教学大纲）、测评标准等）。 

根据工作实际变化，该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名单调整如下： 

组  长：宋  敏   杜晓成 

副组长：汪  涛   方德斌   邬明建   余  振   李  好 

郭  凛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亮   马莉莉   王  芳   王正文   邓新明   卢盛峰 

叶  晶   兰  草   刘  成   刘穷志   刘颖斐   许明辉 

孙  祥   苏  灵   李  斌   李  锴   李辛欣   李雪松 

杨  霞   杨艳琳   吴  思   余  江   余静静   宋凌峰 

张克群   罗  昱   胡  艺   胡  晖   高宝俊   陶厚永 

黄笑微   龚于芹   崔  楠   曾伏娥   潘红波   戴  宾    

AoL 是 AACSB 和 EQUIS 认证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学院赖以向外

界（如潜在学生、企业、政府、资助者以及认证机构）确保学院完成其使命与

教学目标的根本保证，是学院和教师用以衡量、检验及持续改进其教学效果的

必要步骤。AoL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领导、制定并推广实施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确保各系所专业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的设置符合学院的愿景与使命，并

以此制定和实施教师评价体系等。 

本通知自颁布之日起实施，原《学院关于成立教学质量保障（AoL）委员会

的通知》（武大经管函〔2015〕3 号）废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 10 月 14 日 

 

主送：全院各单位             

印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 10 月 15 日 

打印：李辛欣        校对：沈仕雄              共印 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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