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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以“培育卓越财经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是一所突

出经济学、管理学优势和特色，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等多学科协调

发展的研究型大学。学校始建于 1952 年，是财政部、教育部、辽宁省人民政府共

建高校。学校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辽宁省大连市，有全日制在校生 1.7万人，其

中全日制本科生 9901 人，研究生 7115人，现有教职工 1776人，其中专任教师 951

人（含教授 192人、副教授 406人），入选国家级人才支持计划、获得国家级人才

荣誉称号 25 人，通过特聘教授（研究员）、客座教授等形式柔性引进高水平人才

29人。2021年入选“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 111计划）。 

学校以一流学科建设为统领，着力突出学科群的战略地位和引领功能。在教育

部组织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我校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为 A，进入全

国 2%-5%行列；工商管理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为 A-，进入全国 5%-10%行列；统计学一

级学科评估结果为 A-，进入全国 5%-10%行列；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评估结果

为 B+，进入全国 10%-20%行列。财政学、产业经济学、会计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及教

育部、财政部批准的“国家级特色重点学科”，数量经济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

科。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经济学 6

个一级学科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学科 A类。 

学校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和管理科学

与工程 6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管理科

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下设42个二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含自主设置 16 个）；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法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国语言文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和新

闻传播学 10个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下设 73个二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学

位授权点（含自主设置 18个）；有金融、应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险、资产

评估、审计、法律、翻译、新闻与传播、汉语国际教育、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

计、旅游管理、工程管理 16 个类别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在教育部首次

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中，我校工商管理、会计专业学位进入全国 A类行列。 

学校坚持“顶天立地”的科研与社会服务工作方针，坚持科研精品化导向，紧

密结合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和现实问题，及时追踪改革前沿和动态，

积极服务国家、区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科研成果质量显著提升，科研精品不断

涌现。学校连续 12 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数量位居辽宁省高校第 1

名和全国财经高校前列。学校教师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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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多部学术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多项成果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学校积极推动学术交流活动高端化、品牌化，“星海论坛”等高水平学术

会议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学术影响。学校出版社是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国家一级

出版社。 

学校现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个、财政部共建基地 1个、教育

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 1个，辽宁省协同创新中心 1个、辽宁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 9个、辽宁省委省政府省级重点新型智库 2个、辽宁省高等学校新型智库

5 个、辽宁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2 个、辽宁省科技厅重点实验室 1 个、辽宁省经济与

社会发展研究基地 4个，牵头成立省校企联盟 1个，有省级创新团队 20个。以各级

各类科研平台为依托，学校积极推动财经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承担了一大批重大、

重点决策咨询类科研项目，多项资政建议得到国家和省级领导肯定性批示。为助力

建设学习型社会，学校设立了培训与继续教育学院、高级管理者发展与培训（EDP）

中心，为企业、政府和行业的人才培养和人才发展服务。 

学校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即开始实质性国际交流，于 1994 年启动中外合作办

学，并逐步形成“高标准、国际化”的办学思路。截至目前，学校与世界 27 个国

家和地区的 129 所高等院校、8 个国际机构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友好合作关系，与其

中 50 余所大学开展着长期稳定的交往合作。学校有国内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研

究基地，建有孔子学院绩效评价与财务管理研修基地，并与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合作

共建出国留学培训基地。 

学校坚持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构建多形式、多渠道、立体化的对内开放

合作办学新格局。学校与国家发改委价监局等多家单位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与中共

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建立战略合作机制，与大连市人民政府共建东北财经大学辽宁

（大连）自贸区研究院，与山东青岛等外省地方政府共建多所驻外科研机构，不断

深化校政合作。牵头组建“辽宁省金融业校企联盟”，与国内二十余家知名企业联

合共建创业创新实践实训基地和协同创新中心，深入开展校企合作。与多所院校共

建高校合作联盟，共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遵循“博学济世”校训，坚持立足辽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坚持“育人为

本、学科引领、人才强校、质量优先、开放合作、特色发展”六大发展战略，东北

财经大学正向着全面建设“国际知名、财经特色突出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目标迈

进。 

热忱欢迎勇于攀登财经科学高峰、立志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卓

越贡献的中青年来东北财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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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

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

成果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报考条件 

（一）以普通招考方式报考博士生的基本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

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心健康状况符合

我校规定。 

2.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

毕业或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 6 年以上（含 6 年，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

起到博士生入学之日）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 

3.至少有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

书面推荐意见,其中必须包括所报考导师的书面推荐意见（报考会计学院各专业的考生，

可提交所报考专业当年具备招生资格的任一博导的书面推荐意见）。 

4.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还须达到我校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条

件如下： 

报考者须获得学士学位 6 年以上（含 6 年，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博士生

入学之日），且到截止报名时间为止，已在 CSSCI 收录期刊（含扩展版）上独立或

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与所报考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至少 2 篇。未经审核的同等

学力人员报名无效。 

（二）以硕博连读方式报考博士生的基本条件： 

1.符合（一）中的 1、3 条要求， 

2.符合《东北财经大学关于选拔优秀在学硕士生硕博连读的规定（修订）》报

考要求。 

（三）以申请考核方式报考博士生的基本条件： 

1.符合（一）中的 1、3 条要求， 

2.符合《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实施办法（修订）》报

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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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直接攻博方式报考博士生的基本条件： 

1.符合（一）中的 1、3 条要求， 

2.符合《东北财经大学招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暂行

办法》报考要求。 

三、招生计划 

我校 2022年博士生只招生一次，计划招生人数 177人，实际招生人数以教育部

下达的招生计划为准。 

校内全职导师原则上每年招生计划为 1-2 人，其中定向就业博士生不超过 1

人；新认定的校内全职导师，第一年招生计划不超过 1 人，5 年内不招收定向就业

博士生；校外兼职导师只招收非定向就业博士生，每年招生计划不超过 1 人。 

每名导师的招生计划按照《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招生名额分配暂行办法》

执行，考生应提前了解报考导师的招生名额情况。 

四、报名时间及报名方式 

博士生报考采取网上报名与现场审核相结合方式。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2年 3月 1日

至 3月 31日，详见报名系统中的有关说明。 

所有报考类型的考生均需进行网上信息填报。网上报名以信誉为基础，请考生如

实填写个人报考信息。网报期间学校将对考生报考信息进行初审，若发现有弄虚作

假者，我校 5 年内不再接受该考生报考。 

 

报名时重要注意事项： 

1. 考生需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

https://www.chsi.com.cn）查询本人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的学历（学籍）信息，并打印“教

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往届生）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应届生）

以备用。 

2. 学信网上查不到学历的往届考生须取得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获得国外学历学位的考生，须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方可

参加网上报名。 

3. 网上报名时填写的各项信息，必须与本人的自然信息以及各类学籍学历认证信

息完全一致。考生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

由考生本人承担。填写的通讯地址、电话等必须在 2022年 7月底之前接收录取通知书时

仍可使用。 

4. 网上报名常见填写错误：本科毕业误填为本科结业；学历学位证书编号填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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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误填为流水号；证件号码、证书编号、毕业年月等数字填错；应届生的注册学号没

填；姓名中有生僻字电脑无法正常显示，可用汉语拼音代替；取得学籍学历以后更改

过姓名或证件号码，须提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的更改证明；等等。报名信息、自然信

息、认证信息，三者必须完全一致，方可参加入学考试。 

各类认证报告原件在复试资格审核时提交。办理认证的网址如下： 

应届生认证学籍，https://xjxl.chsi.com.cn/index.action； 

往届生认证学历，https://www.chsi.com.cn/xlcx/； 

网上查不到学历的往届生申请认证报告，https://www.chsi.com.cn/xlrz/；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https://renzheng.cscse.edu.cn/。 

5. 报考非定向就业的考生可以直接报名，报考定向就业的考生应征得定向培

养单位的同意。非定向就业需要将考生人事档案调入我校；定向就业不调转考生人

事档案，需在被录取前与我校、定向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如考生与所在单位或定向

就业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纠纷，并由此造成不能调档、不能参加复试、甚至不能录

取等后果，责任由考生自负。 

报考类别以考生网上填报确认信息为准，复试录取阶段不予更改。 

6. 本校教职工须经学校同意方可报考。 

 

五、考试方式及时间地点 

普通招考初试采取笔试形式（初试形式或时间如因疫情有所调整，将另行通知）。 

此外，我校将根据需要，按专业组成专家小组进行其它方式的考核。 

笔试时间：2022 年 4 月 23-24 日 

笔试地点：东北财经大学博学楼 

面试时间于笔试后另行通知。 

考生可于2022年4月21-22日办公时间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领取准考证，并携带以

下材料进行报考资格现场审核： 

1．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网上下载）。 

2．专家推荐书（网上下载）。 

3．具备招生体检条件的医院出具的体格检查合格证明（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体

检时间须在报名日期前三个月以内）。 

体检执行国家招生标准；《体检报告单》可采用就检医院或体检中心提供的表

单，若体检项目不全，请自行补齐。 

4．身份证件，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已获硕士学位人员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

证书、硕士毕业证书、硕士学位证书，同等学力人员的学士学位证书，应届硕士毕



 

- 6 - 

业生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研究生证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获得国外学历学位人员的各阶段“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 

5．同等学力考生要按规定提交相应的学术论文原件及复印件。 

6．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和论文评议书。 

对于不符合报考要求的考生，不予发放准考证。 

 

六、考试科目 

博士入学考试科目包括外国语（英语、日语或俄语）、业务课一（经济学、管

理经济学、管理学或公共管理学）和业务课二（专业课）三门。 

（一）外国语（含听力）。 

外国语考试内容无建议参考书目。 

英语听力采用调频接收方式，请考生自备调频收音机，频率为 74MHz；小语

种听力考试在多媒体教室进行。 

（二）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管理学或公共管理学。 

经济学科各专业考经济学，考试内容无建议参考书目；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各专业考公共管理学，考试内容无建议参考书目； 

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各专业考管理学，考试内容可参考《管理学高级教程》，高良

谋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各专业考管理经济学，考试内容可参考《管理经济学》

（原书第 9 版），（美）克里斯托弗 R.托马斯，S.查尔斯·莫瑞斯；译者：陈章武，

葛凤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 4 月。 

（三）专业课。 

专业课考试内容无建议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考生初试需加试政治理论，复试需加试两门本专业硕士学位主干课程，加

试内容无建议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仅供考生参考，并非考试内容的唯一依据。 

 

七、学习年限 

非定向就业博士生（不含直博生）基本学制为 3 年，定向就业博士生基本学制

为 4 年。博士生培养实行弹性学制，其中非定向就业博士生为 3-6 年，定向就业博

士生为 4-6 年。 

八、录取类别及学费标准 

录取类别按就业方式分为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种，均须缴纳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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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定向就业博士生各专业学费标准为 30000元/3学年，定向就业博士生各专业

学费标准为 40000元/4学年。学费按年度缴纳，每学年 10000元。 

 

九、奖助体系 

学校不断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了国家资助、学校自筹和社 

会捐助相结合的较为完善的资助体系，主要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研究生 

“三助一辅”体系、生源地助学贷款、“信和”校友奖助学金、“光大永明人寿” 助学

金、“CASC”奖学金等。 

 

十、联系方式 

考生可通过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网站查询招生章程等各类招生信息，各项通

知均会通过研究生院网站或东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微信公众号（dufe_graduate）发

布，考生可随时关注。 

电话：0411-84710347 

网址：http://graduate.dufe.edu.cn 

E-mail：graduate@dufe.edu.cn 

通讯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尖山街 217 号东北财经

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11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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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学院、专业代码、专业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001 财政税务学院                                                               0411-84710465 

020203☆财政学 
吕  炜 

孙  开 

张海星 

刘明慧 

谷  成 

李  晶 

金双华 

周  波 

贺蕊莉 

王振宇 

①英日选一②经济学③财政学  

003 工商管理学院                                                               0411-84710388 

120202 企业管理 

1．当代管理理论 

2．企业管理理论 

3．企业组织研究 

 

 

4．战略管理 

 

5．东亚企业管理 

 

郑文全 

陈仕华 

邱国栋 

孟  韬 

白景坤 

韵  江 

高静美 

夏春玉 

①英日选一②管理学③企业管理 

孟韬、韵

江、陈仕

华、高静美

只招英语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1．技术创新管理 

 

2．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邱国栋 

李  宇 

汪旭晖

蔡港树 

①英日选一②管理学③技术经济学  

1202Z2★市场营销 

1．营销与流通理论 

 

夏春玉 
①英日选一②管理学③流通理论与营销管理 

张闯、孟韬

只招英语

 
 注：1.“☆(☆)” 表示该专业为国家级重点（培育）学科； 

2.“★” 表示该专业为经国务院学位办备案，我校在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内自主设置

的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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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代码、专业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2．市场营销 

 

汪旭晖 

张  闯 

孟  韬 

全脱产 

1202Z3★人力资源管理 李  浩 ①英语②管理学③人力资源管理  

1202Z5★公司治理 

 

 

李维安 

李  斌 

陈仕华 

①英语②管理学③公司治理 
李斌还招

日语 

004 公共管理学院                                                               0411-84738696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经济与行政 

 

张向达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国民经济学  

120401 行政管理 赵建国 

张向达 

张军涛 

郭劲光 

史  达 

李富强 

①英日俄选一②公共管理学③行政管理 

张军涛只

招英日、史

达只招英

语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赵彦志 

朴雪涛 
①英语②公共管理学③教育经济与管理 

朴雪涛还

招日语、俄

语 

120404 社会保障 赵建国 

刘晓梅 

李汇华 

①英日俄选一②公共管理学③社会保障理论  

005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0411-84713589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唐加福 

刘德海 

吴志樵 

刘  伟 

刘子龙 

田  甜 

许建军 

Subodha— 

—Kumar 

蒋  炜 

①英语②管理经济学③运筹学基础  

1201Z1★电子商务 朱志国 ①英语②管理经济学③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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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代码、专业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00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0411-84713469 

020105 世界经济 阙澄宇 

王绍媛 

苏  杭 

施锦芳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世界经济 
施锦芳还

招日语 

020206 国际贸易学 

阙澄宇 

王绍媛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国际贸易学  

009 金融学院                                                                   0411-84713242 

020204 金融学 

1．货币理论 

2．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 

 

3．金融理论与金融市场 

 

4．国际金融 

 

5．资本市场与期货理论 

 

 

6．金融管理 

 

 

 

7．金融稳定与风险管理 

 

林继肯 

巴曙松 

何德旭 

康书隆 

张远军 

路  妍 

张  奇 

邢天才 

朱玉辰 

李正强 

王振山 

丁  宁 

王洪章 

戴玉林 

宗计川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金融理论与实务  

0202Z1★金融工程 史永东

王志强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金融工程  

0202Z6★保险学 邢天才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保险理论与实务  

010 经济学院                                                                   0411-84711610 

020102 经济思想史 

1．经济学方法论 
朱成全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经济学方法论  

020104 西方经济学 刘凤芹 

齐鹰飞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外国经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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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代码、专业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王维国 

张抗私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方法 

张抗私还

招日语 

020205☆产业经济学 
刘凤芹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产业经济学  

020207 劳动经济学 张抗私 

周天勇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劳动经济学 

张抗私还

招日语 

020209(☆)数量经济学 

1．经济计量分析 

2．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3．数量金融与经济计量 

4．数理金融与实证金融 

5．微观计量经济分析 

6．计量经济理论与方法 

 

王维国 

陈  磊 

张同斌 

富  宇 

佟孟华 

陈  飞 

石  磊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计量经济学  

011 会计学院                                                                   0411-84738278 

120201☆会计学 
导师组 ①英语②管理学③会计学 拟招 13 人 

1202Z1★财务管理 
导师组 ①英语②管理学③财务学 拟招 6 人 

1202Z6★审计学 
导师组 ①英语②管理学③审计学 拟招 2 人 

从 2022 招生年度起，我校会计学院各专业将试点按专业统一招收博士生，招生环节统一选择“导

师组”进行报名，录取环节以专业内总成绩高低作为录取依据，不再区分报考导师。 

各专业拟招生计划为直接攻博、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和普通招考方式拟招生数的总和，各专业均

不再招收定向就业博士生。 

    待博士生录取入学后，根据会计学院规定，按照师生双向选择的原则确定博士生导师（须为具有

2022 年招生资格的导师）。 

    2022 年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导师名单如下： 

    会计学导师有方红星、陈艳、孙光国、陈艳利、常丽、刘行、甄红线、解维敏、耿云江。 

    财务管理导师有王满、姜英兵、刘凌冰、张晓东、周守华。 

审计学导师有方红星、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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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代码、专业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012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0411-84710473 

120203 旅游管理 

1.旅游体验 

2.旅游产业经济 

3.旅游企业管理 

 

史  达 

戴  斌 

韵  江 

①英语②管理学③旅游学  

0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0411-84710502 

020101 政治经济学 

1.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2.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 

 

吕  炜 

 

朱成全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 

 

015 统计学院                                                             0411-84710466 

0202Z2★国民经济核算 
杨仲山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国民经济核算  

027000 统计学 杨仲山 

王庆石 

王建州 

田成诗 

孙玉环 

马晓君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国民经济统计学  

016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0411-84710435 

020201 国民经济学 

2．投资经济 

 

庞明川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国民经济学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工程项目安全治理 

 

宁  欣 

 

 

①英语②管理经济学③工程项目评价理论与实

务 

 

018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0411-84710510 

020202 区域经济学 张军涛 

齐鹰飞 

王伟同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区域经济学 
张军涛还

招日语 

0202Z3★公共经济与公共政

策 

吕  炜 

孙  开 

鲁  昕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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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代码、专业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019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0411-84710595 

020205☆产业经济学 

1．产业经济学 

 

 

 

 

2．法律经济学 

 

肖兴志 

于  左 

韩  超 

谢  地 

张春英 

于  立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产业经济学 

法律经济

学方向专

业课还考

核部分经

济法内容 

0202Z4★产业组织学 于  左 

林  平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产业组织学  

0202Z5★规制经济学 于  左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规制经济学  

021 应用金融与行为科学学院                                              0411-847103020 

0201Z2★行为经济学 王志强 

宗计川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行为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学  

020204 金融学 

8.金融科技 

 

史永东 

李凤羽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金融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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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导师介绍 
 

001 财政税务学院 

一、学院简介 

财政税务学院成立于 1996 年，由原财政系、税务系合并而成，是东北财经大学较早建立的学院之一。学院现设

有财政学、税收学两个本科专业，其中，财政学专业始建于 1952年，税收学专业源于 1952 年为培养税务干部而设置

的税政专业，迄今已有 60 余年的历史。1981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财政学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并

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8 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11 年获首批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并

开始招生。财政学（含：税收学）1997年被批准为财政部部属院校首批重点学科；2002 年被辽宁省确定为重点学科；

2005 年，财政学专业被评为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首批示范性专业；2007 年财政学（含：税收学）被教育部确定为国

家重点学科；税收教学团队 2008 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税收》课程同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财政学

专业和税务（现税收学）专业分别于 2008 年和 2009 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财政学教学团队 2010 年被评

为省级教学团队；2017 年财税类专业被评为辽宁省创新创业改革试点专业；2019 年财政学和税收学专业获评辽宁省

一流本科示范专业；财政学专业、税收学专业先后入选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教育部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学院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坚持把科研摆在先导位置。近 5 年来共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3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 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 项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16项，其他省市级纵向课题 100 余项。公开出版学术专著、教材 60余部，在国内外

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500余篇。多项咨政成果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省级主要领导批示。学院积极开展国内、

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与国际财政学会以及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的若干所大学经济管理学科建立了学术联

系。 

二、专业简介 

本专业 1998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国内较早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也是东北地区最早获得博

士学位授予权单位。本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扎实深厚的财政学科领域基础理论和全面系统的专业知识，

具有国际化学术视野、准确把握学科发展前沿及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胜任高水平教学和研究需要的高水平、创

新性的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博士生毕业后适合在高校及相关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和相关业务工作。目前本专业拥有

博士生导师共 10 人，其中校内导师 9 人，校外导师 1 人。导师中 2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 人入选中组部首

批万⼈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才、中宣部首批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人社部新世纪百千万⼈才⼯程国家级

⼈选，2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任教育部财政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 人获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称号，1 人入选辽宁省攀登学者， 2 人获辽宁省专业学科带头人称号，3 人被评为辽

宁省优秀专家，5 人入选省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百人层次），4 人入选辽宁省高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 人入选省

级教学名师，6 人入选省级青年骨干教师。6 人担任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国际税收研

究会等）的副会长、常务理事和理事。本专业博士生开设的专业学位课程有：财政经济研究方法论、财政学经典文学

选读、财政学前沿。专业方向课程有：财政理论与政策、财政理论与管理、税收理论与制度、财政理论与制度、财政

理论与财政体制等。 

三、导师简介  

吕炜 

吕炜，男，1969年 11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兼任国务院第

八届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编委等。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

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首批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先后荣获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辽宁省高等学校攀登学者、

辽宁省优秀专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主要研究领域为转轨理论、财政理论与公共政策，近年来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等 20余项。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经济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10余部，

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教育研究》、《财贸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社

会体制比较》、《财政研究》、《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刊发论文 100 余篇，其中有

30 余篇成果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

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刘诗白经济学奖，许

毅财经科学奖励基金优秀科研成果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就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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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开 

孙开，男，1962 年 1 月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管理。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获得者，获辽宁省优秀专家称号，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中国财政学会理事、辽宁省财政学会副会

长。在国内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教材、译著多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政

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首席专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3 项，主持完成教育部、财政部、霍

英东教育基金会、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辽宁省教育厅等资助的科研课题多项，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奖。 

张海星 

张海星，女，1963 年生。东北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辽宁省财政预算执行分析专家。1989

年毕业从事高校教学工作至今。2001 年被评为辽宁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2004 年入选辽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

工程； 2009年被评为东北财经大学“十大杰出女性”。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公共政策。著有《政府或有债务

问题研究》、《财政论》、《国家信用》、《财政学》、《公共债务》等 10 多部学术著作；在国内多种经济学术期

刊——《财贸经济》、《财政研究》、《投资研究》、《税务研究》、《国有资产管理》、《财经问题研究》、《商

业研究》、《紫荆》（香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投资学会课题、财政部协作课题、辽宁社科基金、辽宁省教育厅课题、

辽宁财政科学基金、辽宁社科联项目、辽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等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多篇论文被人大书报

中心《体制改革》、《财政与税务》、《外贸经济、国际贸易》、《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及《中国社会科学院

院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刊物转载。专著、论文、课题获省部、市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

及论文奖励 20 余项。 

刘明慧 

刘明慧，女，1963年 9月生，辽宁庄河人。现任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2010 年被聘任为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财政体制。1988 年留校任教以来，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在《财贸经济》、《财政研究》、

《税务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财政与税务》、《体制改革》转载。主

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部省联合共建课题 1项，省级其他基金项目 11 项；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

出版专著 2 部，论文“完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财政补偿机制的路径”获第五次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成果

三等奖，专著《城乡二元结构的财政视角研究》获得大连市科学著作一等奖，其他省、市级奖励 20余项。 

1998-1999 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于瑞典 Linkōping 大学做访问学者。2004 年和 2007 年分别获辽宁省百千万人

才工程“千人层次”和“百人层次”人选。2014 年 6 月获第十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名师奖。兼任全国政

府预算研究会理事，辽宁省财政学会理事，全国社科基金和辽宁省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库成员，辽宁省财政预算执行分

析专家。 

谷成 

谷成，男，1975 年生，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税收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负

责人，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税收政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美富布赖特学者，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中国财政学会理事，辽宁省优秀专家，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辽宁特聘教授，

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在《学术月刊》、《社会科学》、《财贸经济》、《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管理》、《学术研究》、《社会科

学战线》、《国际贸易问题》、《改革》、《财政研究》、《税务研究》、《经济地理》、《财经问题研究》等期刊

发表论文 100 余篇，多篇成果被《新华文摘》、《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或摘发，多部专著由教育部、辽宁省教

育厅和大连市政府资助出版。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读物项目等课题 30 余项。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

一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年会优秀成果一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政府奖）二等奖、东北财经大学“学

术成就奖”等科研奖励 40余项。 

李晶 

李晶,女，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注册税务师，理财规划师，信用管理师，基金从业资格；辽宁省优

秀青年骨干教师，东北财经大学教学名师、十大杰出女性。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理事，中国税收筹划研究会理事，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税务会计师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税务

系统廉政教育基地 MOBL 平台专家，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教育培训委员会委员，中国大企业税收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专家；辽宁省税务学会理事，辽宁省总会计师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理财规划师

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北京市场外资本市场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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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及说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撰写《银行业增值税纳税申报准备业务规则》、《非居民企业

所得税纳税申报准备业务规则》等。 

10 余部财税专著作者，主持并参与国家级、省级及市级课题 30 余项，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 100 余篇，

40 余项成果分获各级优秀成果奖，多次接受新华社、财经文摘等新闻媒体专访，支持多家企业上市及资本运作，深

谙纳税筹划实务。 

金双华 

金双华，男，1963 年 9 月出生，吉林蛟河人。现任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

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收入分配财税政策。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数量

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学术报刊《经济学（季刊）》、《财贸经济》、《统计研究》、《经济学动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中国人口科学》、《财政研究》、《税务研究》、《人民日报》、《财贸研究》、《财经

问题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学术交流》、《现代教育管理》等发表论文六十多篇；出版专著两部，主编教

材三部。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两项，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训项目一项，财政部共建项目一项，国家

统计局课题两项，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项目一项，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一项，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一项、辽

宁省教育厅基地项目一项、一般项目两项，辽宁省财政厅项目两项，大连市科技局项目一项。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一项。论文获 2014 年度邓子基财经学术论文奖一项；2015年度邓子基财税学术论文奖一项；其它多项成果

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全国统计科研优秀成果奖、东北财经大学“优秀论

文奖”、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等。 

周波 

周波，男，1977年 9月生。主持完成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和部委重大项目 10余项，其中，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2 项，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1 批面上资助项目 1 项，辽宁省科技厅科学技术计

划项目两项，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项目 2项，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2项，辽宁省社科联项目 3项以及

辽宁省财政厅财政科研基金项目 2项；以第一参与人和研究骨干身份参与（或实际主持）完成博士导师寇铁军教授作

为主持人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项，财政部改革发展重大课题 1项、辽宁省创新团队项目 1 项，辽宁省财政科研

基金重大项目 1项。 

出版专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公共政策研究》、《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问题研究》，在《管理世界》、《政

治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贸经济》、《财政研究》、《税务研究》、《改革》、《财经问题研

究》和《中国环境报》等刊物媒体发表 40 余篇学术论文。多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转载，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其中，两项研究成果获中国财政部、中国财政学会优秀成果三等奖，两项成果获辽

宁省自然科学技术成果奖一等奖，研究成果多次被大连市政府和大连市财政局采信。2017 年入选辽宁省特聘教授，

2015 年入选辽宁省百千万层次人才工程百人层次，2014 年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四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入

选辽宁省社会科学界青年社科人才库。 

贺蕊莉 

贺蕊莉，女，1963年 11月生于内蒙古化德县，经济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

任辽宁省财政学会理事、辽宁省教育会计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人大代表，辽宁省人大财经委委员等。 

自 1987 年 7 月留校任教以来，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有区域极化、收入极化、财政

理论与实践等。在《财政研究》、《农业经济问题》、《财经问题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 80 余篇，并被《新华文摘》

和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及省级课题 10 余项；出版专著 3 部；主编教材 5 部，并被评为省

级优秀教材、入选省级规划教材等；研究报告获得省市领导批示 2篇、被中央和省级内参报告刊载 5 篇；获得省市级

科研奖励 10余项。 

王振宇（兼职导师） 

王振宇，男，1963年 11 月生，经济学博士，二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

长，辽宁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地方财政研究》名誉主编、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财政学会会长。

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辽宁省人大财经委智库专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咨询研究专家。 

研究领域为财政制度与政策。近些年来，在财政管理体制、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政策、地方财政风险、财政“三

农”、财政生态环境等领域有较深入系统研究，并在不同阶段形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共组织各类基金计划

项目、国际组织项目和委托项目 30 余项，公开出版专著 6 部，在《财贸经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财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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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社会科学辑刊》、《人民日报内参》、《国内动态清样》等发表文章 30余篇，10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

复印资料、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或摘编，10 余项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副省级以上领导批示，其中中央和国务院领导 6

件次，14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奖励，其中：一等奖 6项、二等奖 8项。 

入选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6），2014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6），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6），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6），辽宁省第四批、第五批优秀专家（2005、

2010），辽宁省第七期高等学校攀登学者（2018）、第三届辽宁省社科成就奖（2020）。 

 

联 系 人：李馨 

联系电话：0411-84710465 

传    真：0411-84711906 

网    址：http://cs.dufe.edu.cn 

Email: csxylx@dufe.edu.cn 

 

 

003 工商管理学院 

一、学院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成立于 1994 年 5 月，是东北财经大学最早成立的全日制学院，由原贸易经济系、物

资管理系和计统系工业经济专业合并而成，其前身可以追溯到 1952 年的贸易经济系和计划统计系。学院拥有完备的

本、硕、博教育体系，现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门类下的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公司

治理 5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技术经济及管

理、公司治理 6 个学术型硕士学点授权点，及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硕士学位点，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

源管理、物流管理 4个本科专业全部入选教育部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辽宁省一流本科专业示范项目，工

商管理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和国家级改革示范专业。 

工商管理学院是教育部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为东北地区唯一院级入选单位，以“培养具有全球

视野、本土情怀、知行合一、鼎新进取的管理精英”为使命，致力于成为以科学研究为基石、引领人才博雅发展、提

供优质社会服务的卓越商学院。学院 1982年开始培养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6 年在工

业经济专业开始培养企业管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1993年获得 MBA教育试点权，是全国第二批 17所 MBA试点院校之

一，并于 2000 年获得 MBA 专业全国评估第二名。1997 年经国务院学位办遴选，我院在 50 余所院校中脱颖而出，获

得企业管理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国内最早拥有企业管理博士点的单位之一。2000 年获得工商管理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国内首批 8 家单位之一。2003 年获批设立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2002 年企业管理学科入选辽

宁省重点学科，2010 年被确定为辽宁省冲击国家重点学科的重点资助学科。2017 年在教育部组织的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工商管理学科评估结果为 A-，位列全国前 5-10%（全国前 24强）。2018年 7 月，我院工商管理硕士在教育部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全国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中获得 A-，与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

校共同位列前 7%-15%。 

学院现有专职教师 63 人，其中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4 人，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1人，国务院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 1 人、教育部工商管理、物流管理等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成员 5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和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人才 11人，98%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三分之一以上的教师拥有英

美发达国家留学或进修背景。 

近十年来，学院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学术论文方面，学院教师在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 70 余篇，

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南开管理评论》《中国工业经济》《中国软科学》等国内一流学术

期刊公开发表论文 700 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与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等期刊全文转载 100 余篇。科研项目方面，

学院教师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各类纵向课题 204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课题 2 项，教育部重大决策攻关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 40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

项目和青年项目 14 项，国际合作项目 6 项。另外，承担政府、企业各类横向课题 37项。 

学院秉承“高标准、国际化”的一贯宗旨，积极拓展与海内外大学和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并设立国际及港澳

台事务办公室专门推动此项工作。学院与包括美国密西根大学弗林特分校、英国萨里大学、德国科隆应用科技大学、

日本北九州大学、韩国忠南大学在内的世界四十多所知名商学院保持着经常性的学术交流，合作项目包括教师与学生

互派交流项目、本科 3+1项目、MBA1+1 双学位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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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简介 

企业管理 

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本专业 1997 年即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 5 所院校同期获得博士学位授

予权。在 2014 年研究生教育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专业排名中位居全国第 9 名，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等并列 5 星级专业；在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 2017-2018年中国大学分专业

排名中位居全国第 6名；在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 2019中国大学工商管理学科专业排行榜中，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等名校并列成为中国 7 星级专业之一，被评为世界知名高水平专业。本科工商管理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

（2008 年）、国家级综合改革示范专业（2013年）、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单位（2019 年）。形成了以教育

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等为核

心、以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为骨干的由 27 名教师组成的高水平研究团队，先后承担国家两大

基金重大课题和一般课题 28 项，研究成果居全国前列。培养的学生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辽宁省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国管理决策模拟大赛”总决赛一等奖等高水平奖励,多就职于国内外著

名公司，并有学生成功创立年销售额数十亿元的上海伽蓝集团，也特别欢迎有志于硕博连读的考生报考本专业。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学院 1988 年即设立本科营销专业，并开始培养市场营销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01 年本专业获批自主设

置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国内最早设立的市场营销专业博士点之一。本专业有着厚重的学术积淀，已经形成一支研究水

平较高、并在国内营销学界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专业师资队伍。目前师资团队中有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1 人，中国市场学会、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及常务理事各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

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 2人，大连市领军人才 2人，《营销科学学报》编委 2 人等，多数教师具有

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丹麦等国家的留学经历。近年来，本专业师资团队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

金、教育部重大项目等重要国家级课题 20 余项，在流通渠道、零售管理、网络营销等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具有较大影

响力。 

人力资源管理 

本专业 2003年即获批自主设置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全国最早设立的人力资源管理博士点之一，并且于 2019年入

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2019-2020 年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

中，本专业在全国 343 所设立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校中排名第 5 。形成了以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为核心、以加拿大毅伟商学院访问学者、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获得者为骨干的由 12 名教师组成的高

水平研究团队，先后承担国家两大基金课题和科技部、教育部课题 20 余项。培养的学生多就职于国内外著名公司的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公司治理 

本专业 1994 年即取得全国领先的研究成果，《公司治理机构及新、老三会关系论》入选代表当年中国经济研究

最高水平的《中国经济学：1994》，2012 年正式设置公司治理博士点和硕士点。形成了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

理学科召集人、教育部工商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江学者等为核心、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为骨干

的高水平研究团队，先后承担国家两大基金重大课题、重点课题与一般课题 20 余项，与南开大学的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有着深厚的学术联系。 

技术经济及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二级学科 2008年入选辽宁省重点学科，2010年划归工商管理学院建设，具有技术经济及管理专

业招生硕士点和博士点，在中国科学评价中心 2011 年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分专业排名中位列第 11 名，居全国财经院校

之首。目前形成了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蒋

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以及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美国堪萨斯州立大

学终身教授为骨干的高水平科研团队。该学科教师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担任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

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等学术职务。近年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科技部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等 20 余项，在 UTD24 国际顶刊，及

《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南开管理评论》、《中国软科学》等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 

三、导师简介: 

郑文全 

郑文全，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辽

宁省特聘教授、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辽宁省优秀科技人才支持计划、辽宁省骨干教师、大连市首届

领军后备人才、东北财经大学杰出学者，兼任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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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工商管理专业培训特聘主讲教授、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管理世界》、

《南开管理评论》等刊物匿名审稿专家，主持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管理学》。现任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主要从事现代企业理论、非营利组织治理和中国式管理问题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3项和教育

部课题 3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5项，主持其他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已在《管理世界》、

《中国工业经济》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 40 篇。先后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辽宁省首届哲学社会学科优秀论

文一等奖、辽宁省优秀博士论文等奖励 10 余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研究，包

括主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乔家字号：一个蕴含着现代企业本质特征的经济组织》、主持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

《身股制：一项挑战西方经典企业理论的制度安排》、2 篇《管理世界》论文。二是非营利组织治理研究，主持 2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大学的本质问题研究：一个科斯式的研究》、《寺庙的高尚治理：一个探索组织长寿秘密的

新角度》，发表《管理世界》论文 2篇。三是中国式管理研究，主持 1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弟子规管理：探

索中国式管理的一把金钥匙》和教育部课题 1 项，发表《管理世界》论文 1篇。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学与企业管理、互联网公司与平台企业治理、跨组织治理比较、长寿企业研究等。为硕士

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开设《案例研究理论与方法》、《组织治理比较前沿》、《国学与企业管理》等课程。特别期望

与具有哲学、宗教社会学、史学、心理学和物理学等学科背景尤其是具有深厚国学修养的同学共同开展研究。 

Email:gxyq61950@163.com 

陈仕华 

陈仕华，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后，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访问学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选，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人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千层次人选，东北财经大学“星海青年学者”，东北财经大学“学术成就奖”，东北财经大

学杰出学者，担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网络治理委员会副秘书长，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现任东北财

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主要从事公司治理领域问题研究，主持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 2 部，在《经济研究》

（2 篇）和《管理世界》（9 篇）等中文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在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ABS3),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ABS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ABS3),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ABS3),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ABS2),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 Economics(ABS2),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ABS2),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ABS2), Asia-Pacific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等英文 SSCI期刊发表 17 篇论文。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经济研

究》、《管理世界》、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等 CSSCI/SSCI刊物匿名审稿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战略型领导与公司治理，重点是基于行为理论研究公司治理问题。研究主题包括董事联结、并购

行为，以及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等议题。为博士研究生开设《高级管理学》、《管理研究方法》、《行为公司治理》、

《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 

Email:shihua9872@163.com 

邱国栋 

1960 年生，男，管理学博士，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企业管理和科技创新管理

两个领域的研究及人才培养工作。我校技术经济及管理（“辽宁省一流学科重点建设”）的学科带头人。现招收“企

业组织研究”和“技术创新管理”两个研究方向的全日制和在职读的博士研究生。自 2003年以来，已招收博士生 40

多人，已培养博士近 20 人（已毕业）。 

近年来，已主持承担 6项国家级课题，其中包括：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软科学项目，

已主持完成 4 项。已主持承担辽宁省社科项目、辽宁省软科学项目、辽宁省重点项目和大连市重大项目等课题 10 余

项，企业课题多项，均已结题。 

在《中国工业经济》，《世界经济》和《中国软科学》等国内权威学术期刊上已发表论文 100余篇。在经济科学

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等出版著作 5部。 

担任“国家软科学研究会”理事，大连市政府“智库专家”，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担任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议专家，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项目评审专家，

已多次评审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曾担任辽宁经济社会发展项目评审专家等。 

曾担任大连万科“管理顾问”，之前曾在河南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工作，先后任中、高层经理，高级经济师。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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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政协委员期间为大连市提出《关于“大大连=大品牌+大产业”的建议》等多项提案被采用。其中《大连全市错

时错日上下班制度》获得大连市“优秀提案奖”，《让科技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为大连科技产业化创造良好的发

展环境》已作为《大连市委市政府建设创新型城市发展规划方案》的主要参考。 

孟韬 

孟韬，男，1975 年生，陕西汉中人，产业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执行

院长。英国萨里大学、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公派访问学者，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变革、网络

组织、创新战略。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应急项目《分享经济的组织性质与组织模式研究》、面上项目《大众生产理论视角下

的分享经济组织形成机制研究》、《大众生产的组织模式与网络机制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老工业基地的

集群创新战略研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课题、全国教育规划课题等。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 2 项，

主持省部级课题十余项。完成著作《互联网时代的大众生产》、《网络视角下产业集群组织研究》、《集群创新:老

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选择》等 5部，主编教材 3 部，都为全国畅销教材。著作《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退出问题研究》

(合著)获“第三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基金学术著作奖”。至今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管理学

季刊》等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十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多篇研究成果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

术成果奖一等奖等国家或省级奖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议专家，《南开管理评论》、《管理评

论》等期刊审稿专家，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审与评估专家。入选“兴辽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辽宁省“百

千万人才”百人层次、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辽宁省青年教育科研骨干、辽宁省青年社科人才库等。 

Email:mengtao@dufe.edu.cn 

白景坤 

白景坤，男，1972 年生，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组织演化与创新管理研

究中心主任。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国家公派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企业创新与产业政策专委会委

员，美国管理学会（AOM）会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议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通讯评

议专家，大连市政府智库专家（企事业单位改革方向），辽宁省和大连市公务员培训兼职教师。 

长期从事组织变革和创新管理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学术专著《组织超越》（2017）、《组织惰性论》（2007）

和《当代中国家族企业转型研究》（2005）等 3部，在《中国工业经济》《中国软科学》《科学学研究》和《社会科

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其中 20 余篇被《新华文摘》《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项目、国家民政部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和特别资助项目、广东省和辽宁省社科规划项目等纵向课题 16 项，获得省部级政府部门颁发的

优秀学术成果奖和国家级学会奖各 3次。 

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发展和变革（ODC）和技术创新管理（TIM），重点关注组织变革惰性，数字化背景下生产性

大企业平台化转型，创新导向的平台组织结构特征与过程，以及演化管理理论研究。主要讲授课程为《演化管理理论》

《组织理论前沿》《组织设计》和《管理学》等课程。仅欢迎热爱学术研究并致力于以学术研究为业的经济和管理类

硕士研究生报考。 

Email: bjk00476@163.com 或 baijingkun@dufe.edu.cn 

韵江 

韵江，男，1977 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工商管理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东北财经大学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精品课《战略管理》负责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

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东北财经大学企业战略与社会创新研究中心（CCSSI）主

任，国家留学基金委“一带一路”旅游管理硕士项目负责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与理论建构青年论坛发起成员，中国

管理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受聘辽宁省“特聘教授”，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辽宁省高等

学校优秀人才”，入选辽宁省“青年社科人才”库，“东北财经大学青年杰出学者”。 

长期致力于战略管理及组织创新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目前公开出版专著《战略演化：组织内透视》一部，

在《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南开管理评论》等

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参编《管理学高级教程》、《管

理学》等多部教材。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青年项目 5项（三项结题“优秀”），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及特别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等各类科研课题 30 余项，获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研

究成果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政府成果奖）”、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大连市自然科学学术成

果奖等奖励。兼任《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管理学报》等多家刊物的审稿专家，科技部现代服务业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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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评审专家，教育部硕博士论文抽检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辽宁省哲学

社会科学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组织创新（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目前主要侧重中国企业战略变革与过程、数字化转型、旅游企业战略创新等问题的研究和探索。现为研究

生及 MBA 等各层次学生讲授《战略管理》、《战略前沿专题》、《管理学》、《商业模式创新》等课程。 

Email:  wwwyunjiang@163.com 或 jiang.yun@dufe.edu.cn 

高静美  

高静美，女，1976年生，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管理学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香槟分校访问学者，曾赴美国、加拿大、韩国、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具有管理学、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跨学

科研究背景，对跨学科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长期从事组织变革与发展、战略变革与创新、变革与创新过程中的组织

行为、比较文化与跨文化管理等相关问题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曾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国外社会科

学》、《经济管理》、《南开管理评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国际经济合作》等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八十余篇，并有多篇论文被《剑桥科学文摘（CSA）》、《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所转载。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中层管理者战略性“意义生成-给赋”行为对组织变革压力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后评估成

绩“优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组织变革理论的科学化与方法论问题研究》（结项成绩“良好”）、辽宁省

创新团队项目（结项成绩“优秀”）、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等课题若干项。 曾被评

为“东北财经大学青年杰出学者”、“东北财经大学科研明星” 等称号、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 千人”层次， 

“辽宁省高等学校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 大连市首批领军后备人才”，其学术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奖项。《南

开管理评论》、《经济管理》、《管理学报》等期刊匿名审稿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

议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和组织理论，对战略变革与创新、 组织变革与发展、新组织发展以及变革中的组织行

为创新等问题尤为关注。 

Email：dlgaojingmei@163.com 

夏春玉 

夏春玉，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留学日本一桥大学、北九州大学。兼任

教育部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专家、国家发改委服务业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等。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

社科重大公关项目等各级各类课题 20 余项，公开出版《流通概论》《现代商品流通理论与政策》《当代流通理论》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中国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研究》等专著、教材 10 余部，在《管理世界》《财贸经济》《经济

管理》《农业经济问题》《现代日本经济》等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荣获建国 60年影响中国流通发展

与改革突出成就奖。主要研究方向为流通理论、市场营销、物流管理、东亚企业管理。 

Email：xiachunyu@dufe.edu.cn 

汪旭晖 

汪旭晖，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辽宁省特聘教授，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大连市领军人才，大连市

优秀专家，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获得者。兼任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青年分会会长；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中国

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副理事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数字

产业与区域振兴专委会主任；教育部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物流管理专业工作组副组长；中国流通三

十人论坛（G30）专家；新零售 50 人论坛（NRF50）专家；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营销专委会常务理事；辽宁省高等

学校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专家；辽宁省太平洋经济合作

委员会常务理事；大连市人民政府智库特聘专家；大连市侨联参政议政委员会副主任；《营销科学学报》，

Journal of Global Scholars of Marketing Science等杂志社编委等。近年来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

济 》 《 南 开 管 理 评 论 》 《 系 统 工 程 理 论 与 实 践 》 ， Tourism Management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公开发表科研论文 15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30 余项。荣获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

响力青年学者、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影响中国流通发展与改革优秀人物奖和优秀论文奖、商务部全国商

务发展研究成果奖二等奖及论著类优秀奖、中国服务业科技创新奖二等奖、全国商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企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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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发展优秀成果一等奖、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辽宁省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中国物流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一等奖、大连市青年科技奖等奖励或荣誉 40 余项。主要从

事市场营销、服务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领域的研究。 

    Email: xhwang666@126.com 

张闯 

张闯，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

学进行研修与学术访问，主要研究方向是 B2B 营销和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公开出版学术专著 3 部，在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Asc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Journal of Business & Industrial Marketing、《管理世界》

《中国工业经济》《中国管理科学》《南开管理评论》《营销科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及特别资助项目

等纵向课题 10 项。目前担任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东北财经大学流通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东北财经大

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校贸易经济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商业经济学会青

年分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营销专委会常务理事、《营销科学学报》编委、《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编委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 B2B营销、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及 B2B 电商平台治理，尤其是从网络嵌入、中国本土制度与文化

角度展开对营销渠道行为、企业间关系治理，以及关系营销理论的研究。 

Email: zhangchuang@dufe.edu.cn 

李浩 

李浩，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Ivey（毅伟）商学院访问学者，入选辽宁省高等

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东北财经大学杰出学者，并担任人力资源管理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负责人。现任中国人力

资源开发研究会理事，中国神经管理与神经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神经经济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辽宁省行为科学学会副会长，国家自然基金等项目通讯评委，《南开管理评论》、《中国管理科学》等期刊审稿人。

主持了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省部级课题多项，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在《管理

世界》、《南开管理评论》、《中国管理科学》、《中国软科学》、《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等中文期刊，以

通讯作者在《Journal of Business & Industrial Marketing》等英文 SSCI 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人民出版社等

出版学术专著 3部，获得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和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二等）多项。  

主要研究方向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知识管理与组织学习；团队合作研究；共享人力资源研究等。 

Email:lihaowin@163.com 

李维安（兼职导师） 

李维安，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

工商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评委，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全国工商管理硕士（MBA）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持与公司治理相关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 20 余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置的首个公司治理重点项

目“中国公司治理及其评价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完善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研究”、科技部国

家软科学重大项目“国家大型企业集团创新能力研究”和教育部社科重大攻关课题“中国民营经济制度创新与发展问

题研究”等的研究工作。此外，还主持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等为国家决策服务

的课题 10 余项。获得中国管理学最高奖—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基金

优秀著作奖、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等奖项。 

李斌 

李斌，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获得吉林工业大学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学士学位，吉林大学数量经

济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东北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国家公派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在《世界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中国软科学》等学术刊物发

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 10余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载。 

主持科技部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国家发改委公开招标项目，国家计生委公开招标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高等

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和企业合作研究项目等 20余项。 

Email: binli@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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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 

李宇，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河

滨分校商学院访问学者。现任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连）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高技术

产业发展促进会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议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通讯评议专家，辽宁省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奖评审专家，是《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中国管理科学》、Applied Economics等刊物匿名审稿

人，东北财经大学现代供应链管理研究院合作研究员。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辽宁高等学校杰出青

年学者成长计划、科技部国家科技专家库，大连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企业创新与产业创新战略、知识经济与创新集群。在《管理世界》、

《中国工业经济》、《南开管理评论》、《中国软科学》、Applied Economics 等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多篇论文

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出版《企业成长、创新空间与产业升级：熊彼特假设的理论延

伸与中国证据》等学术专著 3部，主编《技术创新管理》等教材 3 部，参编《管理学高级教程》等教材 2部。撰写资

政建议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零讯》等国家和省市重要决策咨询内刊发表，获多项省市领导批示和党政部门采纳。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 1项，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和特别资助项目等省部级课题 20余项。 

目前在创新管理与创新经济领域为博士研究生开设《技术创新管理》，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技术创新管理》、《工

业创新经济学》和《案例研究理论与方法》，为 MBA 开设《技术与管理创新》等课程。欢迎具有理工各学科背景，以

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外语等学科背景的同学报考。 

Email：liyu417@139.com 或访问创新团队 http://blog.sina.com.cn//u/2355808511 

蔡港树（兼职导师） 

蔡港树，博士，终身正教授，现代供应链管理研究院创院院长，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供应链与运营管理研究

会主任，国际顶级期刊生产与运营管理资深编辑和决策科学副主编，在国际顶级期刊及其它权威刊物上发表文章五十

多篇。荣获过四十多项院级、校级以及国际级最佳教学奖，最佳研究奖和最佳服务奖。 

 

联 系 人：王强 

联系电话：0411-84710388 

网    址: http://sba.dufe.edu.cn 

Email：wangqiang@dufe.edu.cn 

 

 

004 公共管理学院 

一、学院简介 

1999年 9月，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立，经过 20年的不懈努力，公共管理学科获得了长足发展：学院于

2006 年获批社会保障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 年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权点；2012年获准建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目前，公共管理学院拥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

隶属于应用经济学的国民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项下四个二级学科及国民经济学五个硕士

点，以及 MPA 专业学位授权点；拥有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学四个本科专业。我校公共管

理学科是辽宁省一流学科（A类）和特色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位列 20%-30%行列。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2019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公共管理学院准则—— 

在行为上：规范、严谨和磊落； 

在教学上：认真、负责和卓越； 

在学术上：自由、前沿和创新 

愿景——有亲有功、德业其中 

使命——易知简能 

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具有战略思维、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共管理者 

二、专业简介 

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方向） 

国民经济管理方向是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而设立的应用经济学科。研究主

要范围包括：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主要研究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等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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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与方法的应用；国民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转轨中的国

民经济运行、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地区经济与城市发展的理论等。 

国民经济管理方向主要培养掌握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熟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经济政

策和经济管理实践，了解国民经济动态，能够独立从事经济政策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和适

应能力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专业是隶属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一个二级学科，行政管理是一门研究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

科学，是国家公务员和其他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必备的知识。通过研究、传播行政管理知识，培养各级政府及其行政机

构的专门人才，关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与管理，目标是致力于培养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管理人才。其毕业生

适合于在各级党政机关、企业单位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咨询公司、中介服务机构等组织独立从事行政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及相关领域的管理工作，也可在高校从事本专业领域的教学、研究及管理工作。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经济与管理是隶属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一个二级学科，主要运用教育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的发展规律，研究教育领域中经济投入和产出规律、教育事业的跨跃式发展，研

究教育发展中的管理规律等。着力培养在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其他事业单位等从事学校、政府微观和宏

观教育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的人才。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专业是隶属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一个二级学科，主要开展中外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社区社会保障研究、

失业保险与再就业研究、社会保障基金运营与管理研究，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等研究，对促进城乡经济增长，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等具有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培养

具有高素质的领导人才、管理人才、科研人才和教学人才。 

三、导师简介 

张向达 

张向达，男，1964 年 8 月生，内蒙古赤峰人，经济学博士，曾任东北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研究生院院长、学

科建设处处长、MBA学院院长，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财政部评为“财政部跨

世纪学科带头人”，获得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青年杰出学者”称号，是“大连市劳动模范”、“大连市三育人标兵”、

“大连市优秀教师”。主要从事国民经济学(经济与行政方向)、行政管理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近年来，曾先后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软科学》、《统计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

另外，出版专著及合著 4部，主持国家级课题 14项，参加省部级课题 20余项。 

Email：zxd@dufe.edu.cn 

张军涛 

张军涛，男，1963 年 2 月生，河北省石家庄人，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院长，MPA教育中心主任，东北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现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

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大连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辽宁省省级重点学科和“双一流”建设学科带头人，辽宁省教学名师，入选辽宁省百千万

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大连市优秀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管理、城市与区域经济、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其他省部级科学研究项目 20 余项。在《公共管理学报》《地理学报》《地理研究》《经济地

理》《统计研究》《经济学动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90 余篇，出版专著 2部，主编或参编教

材 10 余部，获得省部级奖励 20 余项。 

    Email: jtzhang@dufe.edu.cn 

赵彦志 

赵彦志，男，1968年 5月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现任沈阳大学校长。

2004年 9月至 2005年 8月在英国萨里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

长、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审专家、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联席会秘书长，曾任《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国际化办学咨询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战略及政策，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组织模式与治

理结构，民办高校财务制度、资产管理与成本核算等。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

金项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项目 31 项，其中主持的教育部课题《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质量报告》获李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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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刘延东副总理、教育部袁贵仁部长、郝平副部长等领导的批示或签阅；在《教育研究》、《经济学动态》、《财

政研究》、《经济管理》、《中国高等教育》等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出版著作 4 部；科研成果获奖多项；讲授的

《公司金融》英语授课课程入选教育部“2013年度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 

Email：zyzhi@dufe.edu.cn 

郭劲光  

郭劲光，男，1976 年生，河北唐山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富布赖特(Fulbright)学者、教育

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得者、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入选者、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获得者、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核心研究人员、辽宁省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现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科学研究项目以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并任多家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外审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贫困治理与公共政策、政府治理、福利经济。先后主持有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科

学研究项目；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中国人口科学》、《统计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等核心刊

物发表论文百余篇。著有《脆弱性贫困：问题反思、测度与拓展》、《企业网络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以及多部译著；

曾多次获得辽宁省政府奖、辽宁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和社会科学进步奖等。 

Email：dl_bright@163.com 

史达 

史达，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执行院长。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

者，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网络、网络政治。 

安子介优秀论文奖获得者，霍英东青年教师奖获得者，辽宁省政府中青年决策咨询专家，辽宁省“百千万人才

工程”百人层次。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规划课题、辽宁省优秀人才支持项目、辽宁

省社科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 20余项；担任国家规划教材主编、辽宁省规划教材主编。公开出版学

术专著 2 部，在《政治学研究》、《财贸经济》、《国际贸易问题》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Email：shidadufe@126.com 

赵建国  

赵建国，男，1973 年 8 月出生，辽宁省抚顺人。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曾任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副院长、学科建设处处长、研究生院院长，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第十一届霍英东高

校优秀青年教师奖获得者，辽宁省教学名师，辽宁特聘教授，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才，辽宁省高等学校

优秀人才，辽宁省省级重点学科负责人，东北财经大学青年杰出学者。主要从事公共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政府经

济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目前担任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项目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

审专家、教育部学科评审专家、辽宁省社科联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近年来，曾先后在《人民日

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世界经济》、《经济学动态》、《统计研究》、《财政研究》、《中国人口科学》、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管理科学》等国家级及省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有 10 余篇论文被 SCI、

EI 收录。另外，出版专著及合著 8 部，主编及参编教材 10 余部，主持及参加国家级课题 10 余项，主持并参加省部

级课题 30 余项，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20 余项。 

Email：zhaojg@dufe.edu.cn 

刘晓梅 

刘晓梅，女，1964 年生，曾留学日本广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生导

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现为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学会社会保障学会第一届理事、

大连市养老福利协会会长，大连市委市政府政策咨询专家。曾是日本滋贺大学教授，日本东北福祉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从事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等社会政策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

科基金、亚洲开发银行课题、日本政府的 ODA项目，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课题等 20多项；在国

内刊物上发表论文 60余篇论文，出版专著 3 部，教材 2部。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出版专著 1 部。 

Email: xiaomei90@hotmail.com 

李富强（兼职导师） 

李富强，男，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主要从事数量经济、区域

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曾经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课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学术

文章。 

李汇华（兼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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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汇华博士，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辽宁省攀登学者。长期从事慢性疾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医疗保险政策及管理的相关研究。近些年，以通讯

/第一（含共同）作者在国际心血管顶级期刊 Circulation、European Heart Journal、Hypertension 等发表 SCI 论

文 13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重点项目、科技部 973计划等 10余个科研项目。担任 10余个

国内外杂志的编委或审稿人。在我校的兼职研究领域为医疗保险等方面。 

Email: 4710561@163.com 

朴雪涛（兼职导师） 

朴雪涛，男，1966 年生，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高教所所长，二级教授。兼任中国高教学会理事、

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教学会院校研究分会监事长。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毕业，浙江大

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曾被省政府和国家留学基金委选派到牛津大学和美国东西方中心学习。首批辽宁省“高等学校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首批“辽宁省高等学校特聘教授支持计划”入选者、省高校创新团队“中国大学理念与

制度现代化”团队带头人、省重点学科带头人、省重点专业负责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入选者。主要研

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全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累计纵向经费近 200万元。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知识制度视野中的大学发展》、《现代性与

大学》等著作 6 部，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有

10 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教育》全文转载。成果曾获得教育部高校

人文社科三等奖，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指导的研究生多次获得省优秀硕士论文奖，

获得沈阳市科教工委授予的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称号。 

Email: piaoxuetao@163.com 

 

联 系 人：刘蕊 

联系电话：0411-84738696 

网    址：http://spa.dufe.edu.cn 

Email：grad_db@163.com 

 

 

005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学院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于 1985年在全国率先招收经济信息专业本科生，2000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5 年获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19 年获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17 年 12 月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获得 B+的优异成

绩，进入全国 10%～20%行列，位于财经类院校中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第一。 

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定位与目标是在实施“双一流”学科建设、人才强校、国际化、特色发展战

略征程中，在高水平团队建设和研究成果国际化方面起引领作用、国内一流、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培养卓越管理人才

的重要基地。为此，本学科通过实施《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综合教育改革方案》，提高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和社会服务创新水平，使之成为国际管理科学思想源泉、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培养我国卓越管理人

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中国制造 2025”战略、实施国家大数据和“互联网+”战略、保障国家安全战略、推动国家

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重大管理实践需求、服务国家和辽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

作用。 

学院现有专职教师 4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0人（含校外兼职博导 2人），教授 11人，副教授 31 人，讲师 7人，

76 年后出生的教师约占 70%；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普渡大学、天普大学、亚利桑那大学、早稻田大

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大学等海内外名校博士学位的教师 47 人。教师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1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1 人；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专家评审组成员 1人；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2人；辽宁省教指委副主任 2人。同时，学院聘任 Subodha Kumar、

Sushil Gupta、赵先德、党创寅、张晗、岳晓航、庄峻和汪寿阳、朱云龙、蒋炜等该领域海内外杰出学者作为特聘兼

职教授或兼职教授。近三年来，本博士点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重点项目、国际重点合作项

目、面上和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课题 50 余项，取得的研究成果在 EJOR、IJPE、IJPR、AOR、

JOSR 等国际管理学权威期刊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同时，结合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需求，承担国家铁路

总公司、国资委、环保部等国家部委和企业委托项目。上述各类国家级课题为博士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充足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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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招生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制造系统生产与物流优化、金融服务工程、数据挖掘与

商务智能、服务系统运作管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电子商务与现代服务等。 

二、导师及专业简介 

唐加福 

唐加福，1965 年生，湖南东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

议组成员、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首席负责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授予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辽宁省攀登学者、大连市领军人才。 

现任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科评审专家组成员和国家社科规划基金

专家评审组成员，兼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等常务理事、物流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兼

任建龙钢铁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南大学等多所国内知名大学兼职教授、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访问教

授。 

多年来，唐加福教授担任多个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组织委员会主席和分组主席；担任《Asia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控制与决策》、《系统工程学报》、《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Fronties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期刊编委。 

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点国际合作项目、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 3 项，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和

辽宁省攀登学者项目 2 项，总经费超过 500余万元。近五年来，发表论文 30余篇，其中在 MP，TRB,IJPR，IJPE，EJOR，

ASC、TRC、TRD、TRE，ITOR等 SCI收录的国际杂志论文 25篇。在 SCI发表的论文被国外学者发表的论文 SCI他引 700

余次。出版专著 2 部，辽宁省优秀教学成果奖 1项。已经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 35人。 

Email: jftang@mail.neu.edu.cn , tangjiafu@dufe.edu.cn  

专业与研究方向：制造系统生产与物流优化；医疗与商业服务系统运作管理；大数据挖掘与商务智能。主要研究

问题包括：新型生产组织管理模式下的产品线设计、批调度优化；面向城市的物流配送服务运作管理（通勤、物流配

送、快递物流、商业分销）、O2O即时配送服务资源配置与优化调度；基于医院 HIS系统的排队建模、瓶颈分析与能

力设置；医疗门诊服务预约调度系统的分析、设计与资源优化配置；大数据分析挖掘的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算法；针

对不同类型数据特征的聚类（分类）算法、关联算法（规则）和预测算法；大数据驱动的数据建模与优化决策方法及

商业应用。 

刘德海 

刘德海，1974 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双法研究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第五届理事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

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第九届常务理事会理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会理事；中国双法研究会应急管理专

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务委员兼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应急管理专委会常务委员。入选“辽宁特

聘教授”、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刘德海教授长期从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研究工作，针对中国管理情境下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自然灾害事件、

恐怖袭击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的演化规律和应对措施进行了系统研究。相应研究成果分别在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Social Networks 等 SCI/SSCI 期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管

理科学》、《公共管理学报》、《管理评论》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认定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

中，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认定重要期刊论文 50 余篇，SCI/SSCI/EI 期刊论文 10 篇。获得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2013 年科技部“精品期刊顶尖论文平台-领跑者 5000”等奖励。近年来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指导研究生分别获得 2012 、2015 、2016 、2018年辽宁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Email： Ldhai2001@163.com 

专业与研究方向：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各种自然灾害、工程技术和经济社会领域的突发事件对人类文明发展构成了重大

挑战。本研究方向从管理科学视角出发，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并结合数值分析、社会仿真、案例分析等检验手段，深

入剖析中国管理情境下各种类型突发事件的发生机理、演化规律、应急管理措施和绩效评估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总

结中国社会转型期有效处置各种类型突发事件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提炼出中国独特管理情境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

传统智慧与现代经验。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1）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演化机理和应急管理；（2）自然灾害类突发

事件的应急管理；（3）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演化与应急处置；（4）企事业系统应急运作管理。 

吴志樵 

吴志樵，1981 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现代供应链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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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数学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高等教育管理分会常务理事，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服务

系统工程分会理事。曾任日本东京都市大学客座准教授、美国硅谷 Santa Clara University Leavey 商学院访问学者、

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与系统工程副研究员。曾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吴志樵博士长期从事供应链管理、运作管理与优化决策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教育部中央高校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等项目。围绕上述项目，已在税收有效供应链、智能算法等多个

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杂志 OMEGA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Computers & Operations Research 及《中国管理科

学》等上发表，相关成果曾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其中发表文章被 SSCI、SCI 收录 10篇。 

Email：wuzhiqiao@dufe.edu.cn 

专业与研究方向：供应链管理 

既致力于经典供应链管理领域研究，如采购、生产、库存、运输和配送问题，也关注供应链管理的前沿和热点学

术领域，特别是税收有效供应链（Tax-efficient supply chain）。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物流成本的急剧下降，跨国

公司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举足轻重。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税率存在差异，因此传统的供应链管理与优化理论中普遍忽

视的一个问题逐渐凸显出来，那就是税收。事实上，当前纳税已成为各大跨国公司最重要的单项开销。税收有效供应

链研究将税收因素引入到传统供应链管理领域，进而实现整体税后利润最优的供应链设计与优化。 

刘伟 

刘伟，男，1979 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理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大数据

商务分析研究会理事。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学者。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刘伟教授长期从事信息管理、创新管理及交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围绕新兴 IT 背景下的企业管理变革、技术

创新、产品与服务创新等方面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管理世界》、《经济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管理科学》、《科研管理》等刊物，出

版专著 3 部，相关成果曾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和哲学社会科学奖。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教育部人文社科

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项目等课题 10 余项。主讲课程为：管理信息系统（本科）、数据挖

掘与商务智能（本科）、信息技术战略与管理（学术型研究生）。 

Email：liuweidufe@126.com 或 weiliu@dufe.edu.cn 

专业与研究方向：信息管理与创新管理 

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对个人行为和组织管理产生重要影响，引起社会生活的

巨大变革。从企业的视角来看，新兴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传统企业的战略、组织、管理和运营，也催生许多新兴商业

模式。围绕技术应用而带来的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进行研究，理论上对于进一步完善和拓展管理理论，

实践上对于指导企业提升经营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方向的研究方法论为计量经济学、数据挖掘、调查与案例研究

等方法，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1）信息技术与组织管理创新；（2）互联网环境下产品与服务创新。 

朱志国 

朱志国，1977 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理事，中国运筹学会企业运筹学

分会理事；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入选“辽宁省创新人才

支持计划（2019 年）”、“辽宁省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2014 年）”；入选“国家科技部高技术研究项目专家库”、辽

宁省科技项目专家库以及辽宁省青年社科人才库。 

朱志国教授长期从事“电子商务与商务智能”领域的研究工作。擅长采用数据挖掘技术、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面

向电子商务企业开展客户价值挖掘、客户偏好建模以及智能营销与推荐等方向的研究与探索。目前在上述方向，积累

了深厚的基础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特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和青年基金 2 项、

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省级课题 5 项。成果发表在电子商务与信息管理领域知名国际期刊，以及国家自然基金委管理

科学部认定的 A 类期刊：《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系统工

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管理科学》、《情报学报》上 20 余篇。 

Email：zhuzg0628@126.com 

专业与研究方向：电子商务与商务智能 

从电子商务 1.0 到社会化商务（电子商务 2.0）发展迅猛，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态势更是在国际上备受瞩目。这

其中，电子商务智能一直是学术界和业界的热点领域。特别是在当前大数据与 AI，以及社交媒体盛行的背景下，使

得“智能化+社会化”电子商务的研究愈加火热。本研究方向以数据挖掘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为基本手段，以实际案

例分析、构建数理模型以及数据验证为思路，深入探索电子商务，特别是中国电子商务情景下的客户价值挖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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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兴趣偏好分析以及智能营销推荐与扩散等问题。研究成果将在精准营销、客户关系管理等众多方面服务于电子商

务平台、企业以及用户三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具体的研究问题总结为：（1）电子商务用户兴趣建

模与个性化推荐；（2）社会化商务中的用户关系与互动行为挖掘；（3）智能营销建模与精准营销扩散。 

刘子龙 

刘子龙，1980 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德州

阿灵顿大学、清华大学访问交流。国际信息系统学会（AIS）会员，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学会理事，中国企

业运筹学会理事，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计算机模拟分会等第十七届理事会理事，全国电子商务数字

联盟研究生教育委员会常务副组长，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辽宁省电子商务教指委委员，东北财经大学首批

杰出学者（2013-2017）。 

刘子龙教授长期从事电子商务、信息管理领域研究。着重关注社会化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 IT技术背

景下，电子商务商业模式和理论创新、企业和组织管理理论创新、用户行为规律分析。该方向主要采用调查、实验、

二手数据等实证研究方法。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其中一项在研，一项后评估为优），中国博士后基金 1

项，作为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项。相应成果发表在 Decision Sciences、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Information& Management、International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管理科学》等

国内外信息系统权威期刊（SSCI以及国家自然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认定的 A类期刊）20 余篇。其研究成果多次获得辽

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还在国内外众多知名期刊和国际顶级会议担任领

域副主编和外审专家,其中包括：Information & Management、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Internet Research、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等期刊和 ICIS、PACIS、HICSS、CSWIM等信息系统顶级国际会议。 

Email：zilognlord@126.com 

专业与研究方向：电子商务与信息系统 

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一系列新兴 IT 技术支持下，社会化媒体、虚拟服务、协同创造等新兴

商业模式持续扩展着人们创造、传播和利用信息的范围与方式。本研究方向基于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理

论基础，采用调查、实验、二手数据等实证研究方法，注重关注社会化媒体、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 IT 技术对于

商业模式、企业组织管理、用户行为的影响机理。具体研究问题包括：（1）社会化媒体、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情

境下的隐私安全、技术压力、沉溺等 IT 技术的负面影响（2）O2O电子商务、新零售模式下企业管理模式创新和用户

行为规律分析（3）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用户行为与机器行为交互影响的人机共生。 

田甜 

田甜，1987年生，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获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系博士学位。现任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院院长助理、兼大数据管理与优化研究中心常务主任、兼大数据商务分析实验班项目主任，中国系统工程学

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曾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田甜博士主要从事运作管理与优化决策、商务数据分析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曾参加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丹马士环球物流（香港）有限公司、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吉蜜科技有限公司（共享汽车）等多个企业咨询

项目。近年来在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等国际 B 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在国际学术会

议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受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演讲多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 项。已经指

导 1 位硕士生毕业并就职于今日头条，目前正在指导 4 位硕士生（其中一位在京东实习）。 

Email：tiantian_dufe@163.com 

专业与研究方向：运作管理与优化决策，商务数据分析。 

本研究方向主要是以数学建模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为基础，以优化算法设计与实现和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为手

段，深入探索 O2O 和共享经济等新兴行业中的运作管理与优化问题，主要研究问题包括：集装箱装载问题及其变种

问题，020即时配送服务资源配置与优化调度问题，共享汽车资源配置与优化调度问题，基于数据分析的共享经济需

求预测与定价问题等。 

许建军 

许建军，1969 年生，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运营管理博士，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和西

班牙萨拉戈萨物流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任职于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商业数据分析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

供应链和物流管理、运营管理、动态优化控制等。具体理论研究领域包括动态库存管理、最优生产控制、最优价格

控制、柔性制造资源最优策略等。其研究成果已发表在 Operations Research,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IISE Transac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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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Economics，Naval Research Logistics, Operations Research Letters 等国际知名期刊。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联合申请欧盟 Horizon 2020 项目 2 项，参

与欧盟项目多项。  

Email: xujianjun@dufe.edu.cn  

专业研究方向: 供应链管理, 运营管理, 库存管理, 随机优化, 商业分析  

主要研究问题包括: 多渠道采购动态库存系统最优策略, 捆绑销售下生产和库存最优控制, 互补多产品动态系

统生产和价格最优控制, 供应链转运库存最优策略, O2O 即时配送服务区域划分, 选址及资源配置, 多渠道销售环

境下运营策略, 柔性制造系统生产和库存最优控制。  

Subodha Kumar（兼职导师） 

Subodha Kumar，1975年出生，东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美国天

普大学教授。Subodha Kumar 教授现任国际 TOP期刊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值班编辑和栏目主编，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和 Decision Science 副主编。 Journal of Database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in IT、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Journal 等期

刊编委。Subodha Kumar教授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媒体分析、医疗健康管理、零售、供应链分析、项目管理、电子商务、

组合优化、数据库管理、网络安全等，科研活跃，创造力强，研究成果丰硕。近年来在 Management Science、Operations 

Research、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等 UTD24 国际 TOP 期刊以及

其它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Subodha Kumar 教授为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讲授核心课程或学科最新

前沿选修课程。先后荣获 2016 年德克萨斯 A&M 大学杰出教学成就奖、2014 和 2015 年梅斯商学院夏季教学绩效基金

等教学奖励。作为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指导在读博士 10 人，已毕业博士 6 人并分别在华盛顿大学、印第安纳

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任职副教授。 

Email：whdufe@126.com 

专业与研究方向：运营管理、信息管理       

蒋炜（兼职导师） 

蒋炜，1968 年出生，东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运营管理系主任。研究领域为金

融科技与创新; 现代质量管理理论与方法；数据挖掘与商业智能应用等。蒋炜教授获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CAREER

奖（2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

等奖项和荣誉。蒋炜教授在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篇。同时这些理论成果也在商务智能和信息管

理等多个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有 4篇论文被美国工业工程学会会刊《工业工程师》的“研究专栏”特别推荐先后

主持并参加多项科研课题，包括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宇航局（NASA）、香港政府

RGC、澳门政府研究基金以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中国工商银行，双钱集团等企业咨询项目。蒋炜教授曾任

美国运筹学与管理科学学会（INFORMS）数据挖掘分会主席（2008）、服务科学分会理事（2011-2013）和国际自动控

制联合会（IFAC）经济、商业与金融系统（Economic, Business, and Financial Systems）技术委员会委员。现为

Naval Research Logistics、IIE Transactions 等国际管理学主流 SCI 期刊副主编，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客座主编。 

Email：jiangwei@sjtu.edu.cn 

专业与研究方向：大数据管理、产品与服务质量管理 

 

联 系 人：宋老师 

联系电话：0411-84713589 

网    址：http://smse.dufe.edu.cn 

Email：songjia@dufe.edu.cn 

 

 

00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一、学院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前身为辽宁财经学院对外经济贸易系，创建于 1960 年，是东北财经大学最早

建立的院系之一。1999 年 9 月更名为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建院六十多年来，学院秉承“传承创新、追求卓越”的精

神，坚持服务于我国外经贸事业，在奋斗中稳步发展，以独特的发展定位和稳健的办学风格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学院始终致力于培养具有“复合型、开放式、国际化” 素质的国际经贸创业型人才，为国家培育和输送了一大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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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物和优秀人才。  

学院学科建设历史悠久，成绩斐然。1981年首批获硕士研究生招生权，1990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8 年获国

际贸易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2年获世界经济博士学位授予权,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现设有国际贸易学、世界经济二个

博士点。学院下设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为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是我校唯一的由教育部备案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经济全球化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研究

团队、全球金融治理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团队为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2018 年国际商务实训基地获批辽宁省专

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2020 年我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成功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际贸易

学、世界经济专业为辽宁省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学院科研成果丰硕，近五年，学院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8项（其中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1 项），部省级课题 32项；出版学术著作 23 部；在《China and World 

Economy》、《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国际贸易》、《财贸经济》、《管理世界》、《数

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南开经济研究》、《亚太经济》等权威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 5人 。 

二、专业简介 

国际贸易学  

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国际间商品与劳务交换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及有关上层建筑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经济学科中一个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也包括国际贸易政策以及国际贸易发展的具体历史

过程和现实情况。  

国际贸易学博士专业培养掌握本学科领域全面而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能够在本学科领域进行

创新性研究工作的从事经济实际业务、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工作的德才兼备的专门高级人才。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是研究正在走向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的运行绩效和机制变迁的规律，同经济学、政治学

和管理学等相辅相成，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和加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

贸易关系提供决策依据。  

世界经济博士专业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主要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具备坚实世界经济理论基础，努力做出

具有理论性、前瞻性、应用性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研究型和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三、导师简介 

阙澄宇 

阙澄宇，女，1962 年 8 月生，经济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和硕士研

究生均毕业于北京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分别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

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享受大连市政府特殊津贴。大连市首批领军人才，

辽宁省高等学校“全球金融治理与区域经济合作”创新团队带头人，辽宁省高校新型智库“‘一带一路’交通与区域

合作研究中心”负责人，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一带一路’交通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东北财

经大学国际贸易学学科带头人，辽宁省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目前兼任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美国

经济学会副会长。曾先后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和中国国际经济

合作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中国对外开放与区域经济合作等。近年来，主持承

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6 项，在《经济研究》、

《Harvard Asia Quarterly》、《财贸经济》、《国际贸易问题》、《国际金融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

出版专著、译著 6 部，主编和主审教材 10 余部。部分研究成果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信息网等摘编或全文转载，并获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 

Email：chengyu@dufe.edu.cn 

王绍媛 

王绍媛，女，1963 年生，辽宁省大连市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任职有中

国美国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理事、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理事、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对外贸易及国际服务贸易的教学与研究，曾入选辽宁省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被评为辽宁省普通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出版《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与规则》、《中国对外贸易》、

《国际服务贸易》等著作，主持过各类课题多项，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mail：ciet@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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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锦芳 

施锦芳，女，1971 年生，云南大理人。日本专修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东京大学客座研究

员、日本滋贺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专修大学特别研究员、日本小樽商科大学客座研究员、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辽宁世界经济学会理事、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留学归国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日本学刊》杂志

匿名评审专家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经济及国际经济合作。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留学归国基

金、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科技厅项目等多项。在国内外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保险

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现代日本经济》、《国际贸易》、《财政研究》等刊发中日文论文 60 余篇。多次

荣获辽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及辽宁省软科学学术年会征文奖。研究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 

Email：jinfangbeibei@aliyun.com 

苏杭 

苏杭，女，1975年 4 月生，辽宁大连人，经济学博士。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经济、对外直

接投资与全球生产网络。在《管理世界》 《经济学动态》 《国际贸易》 《当代亚太》 《日本学刊》 《现代日本

经济》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并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出版专著《日本中小企业发展

与中小企业政策》、《角色论争中的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主编教材《国际物流学》、《世界经济》、《跨境电商

物流管理》；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制造业 ODI网络化发展与价值链升级研究》，主持完

成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以及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项目多

项；多项研究成果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以及辽宁省自

然科学技术成果奖。 

Email: suhangyouxiang@163.com 

 

联 系 人：刘伟 

联系电话：0411-84713469 

网    址：http://ciet.dufe.edu.cn 

微信公众号：guomaoyouyan(国贸有研） 

 

 

009 金融学院 

一、学院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是在 1952 年财务信用专业基础上，经过 60 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形成的二级学院，是学校

办学规模较大的教学单位。学院的学科点为金融学，也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学位点之一，1981 年获得全国首批硕士学

位授予权，1986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94年被评为财政部和辽宁省重点学科，2000年获准设立博士后流动站。

2014 年金融学科获批“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特色学科”建设项目。在全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水平评估中，东北财

经大学金融硕士排名位居全国第一层次。 

金融学院设有金融学、保险学、金融工程、投资学 4 个本科专业，金融学、保险学、金融工程、金融硕士、保

险硕士、MBA高级金融管理 6 个硕士专业（含专业硕士）和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 3个博士专业。学院设有辽宁

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辽宁期货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辽宁省金融保险业紧缺人才培养基地、辽宁省高校

金融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创新团队、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创新团队、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

发展创新团队等省级研究平台，建有金融研究所、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所、保险研究所、华信信托研究所、金融工程

研究中心、开发性金融研究中心、碳金融研究中心等校级研究机构；有金融学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国家级金

融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有金融学和保险学两个国家级特色专业，金融学和证券

投资学两个教学团队为国家级教学团队，《货币银行学》等课程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学院现有专职教师 55人，其中：教授 15 人，副教授 27人，博士生导师 18 人（含兼职）、硕士生导师 155人（含

兼职）。教师队伍中有 1 人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1人为第二届全国“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教学名师），4 人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5 人为国家二级教授，1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 人为辽宁省攀登学者，1 人

为辽宁省特聘教授，2 人为辽宁省优秀专家，3 人为辽宁省高校教学名师，3 人为辽宁省创新团队首席专家，6 人为

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 

金融学院积极扩大与国内外大学、科研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合作与交流。2012 年，金融学本科专业成为美国 CFA

协会大学“注册金融分析师”（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项目合作伙伴，位全国七所大学之一。学院先后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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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美国 CFA 协会、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密苏里大学和丹佛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的专家学者来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先

后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合作开办各类精品课程，与“一行二会”、银行、证券、

期货和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建立实习实践基地，合作培养硕士研究生，构建与行业领军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 

二、专业简介 

金融学 

主要研究方向：货币理论、金融理论与金融市场、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国际金融、资本市场与期货理论、金

融管理、金融稳定与风险管理 

金融学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有 2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该专业现有教授 10

人，副教授 16人，讲师 7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6 人（含兼职）。多年来，博士生的培养一直是学院教学和科研工

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博士生层次的金融学专业，旨在培养深入掌握现代经济和金融学理论，牢固掌握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包括

定性和定量），通晓国内外金融发展的历史演变、前沿课题和发展趋势，充分认识本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动态，深入

了解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的实际运行状况，具有独立的理论创新能力和政策研究能力，具有发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适合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活动，或者在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从事宏观经

济和金融研究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主要专业课程有：现代宏观金融建模、高级公司金融、

投资组合理论与投资分析、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金融理论前沿专题、经典文献选读

以及研究方向课等。  

保险学 

保险学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和辽宁省重点支持专业。该专业现有教授 2人，副教授 4人，讲师 3人，其中，博

士生导师 1人。该专业以金融与保险融合研究为特色，培养能够胜任国内外金融与保险领域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

业人才，以及金融保险教学科研工作的学术人才。  

博士生层次的保险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保险理论基础和熟练的保险业务操作技能，具备风险管理、保险

法律和资本市场管理的复合知识结构的应用性保险专门人才。学生应能够掌握金融学、保险学、投资学、社会保障学、

保险精算学以及风险管理学的基础理论，系统地掌握保险学业务知识，具有较强的数理分析技能，熟悉保险法律法规、

方针、政策和国内外保险精算与保险公司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具备较强的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科研能力；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现代宏观金融建模、风险管理理论与应用技术、保险精算理论与应用技术、高

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保险理论前沿专题、经典文献选读等。本专业下设：保险理论与

应用、保险市场监管、保险精算、保险投资管理等主要培养方向，要求学生具备较好的数理功底和外语水平。 

金融工程 

现有教授 3人，副教授 7人，讲师 3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 人。本专业将金融数学、工程学、行为科学应用于金

融管理，注重经济数学、微观金融教学以及金融实务操作技能的培养，具有鲜明的技术性和应用型特色。 

博士生层次的金融工程专业，旨在培养深入掌握金融学、经济数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微观金融业务原理与操作实

务，具有较扎实的数理分析基础，熟练掌握现代信息化分析工具的应用，熟悉有关法规、政策和国际金融业的通行规

则，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态。具有从事银行、证券、保险、投资、风险管理等相关业务的能力与专业素质的高层次金

融人才；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现代宏观金融建模、资产定价、随机过程、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

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金融理论前沿专题等。该专业下设风险管理、金融市场、行为金融、证券投资等主要培

养方向，要求学生具备较好的数理功底和外语水平。 

三、导师简介 

1.兼职导师 

巴曙松，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金融市场监管、企业融资

问题与货币政策决策。Email：bashusong@163.com。 

何德旭，男，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

Email：hedexu@vip.sina.com。 

李正强，男，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金融期货、资本市场、金融监管。Email：lizq@uibe.edu.cn。 

朱玉辰，男，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金融期货、金融市场、银行管理。Email：

eugenezhu@qq.com。 

王洪章，男，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高级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商业银行和金融调控、金融监管。Email：

whz24@sohu.com。 

戴玉林，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投资学、财政税收、货币银行。Email：

mailto:eugenezhu@qq.com
mailto:whz24@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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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l815815@126.com。 

张远军，男，辽宁大学经济学博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金融市

场、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Email：xtc@dufe.edu.cn。 

张奇，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银行管理、金融市场风险管理。Email：

zhangqi1.zh@ccb.com。 

2.校内导师 

林继肯 

林继肯，男，汉族，1930 年 5 月生，浙江省青田县人，1952 年 7 月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系，现为东北财经大学

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对社会主义经济和金融问题有长期、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

丰硕的研究成果。是中国金融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开山鼻祖，国内外金融界久负盛名的

资深学者和教育专家，是我国经济学界第一代博士生导师，也是当时最年轻的金融学博士生导师。辽宁省优秀专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教材工作委员会委员，财政部学位委员会

委员等。2012 年荣获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在 60多年的金融学教学、

研究生涯中，林继肯教授在全国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或教材十余部。其部分代表作有：《基

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供应量》、《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和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对通货膨胀若干问题的

重新思考》、《稳定通货续论》、《货币数量新论》、《货币神奇论》《林继肯选集》等。 

邢天才 

邢天才，博士，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国家二级教授，全国“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领军人才，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辽宁省高校金融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金融与经济社

会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辽宁省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是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金融学）

负责人，金融学、保险学国家级特色专业负责人、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金融学）负责人、“十二五”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金融学）负责人、国家级教学团队（证券投资学）负责人、国家级精品课程主讲人；入选中国校友

会发布的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先后获评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辽宁省经济与社会发展（教科文卫）十大新

闻人物、辽宁省教育科研先进个人、辽宁省优秀教师、辽宁省教学名师、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大连市首批领军

人才、大连市第六批优秀专家等荣誉称号。兼任首届全国金融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学科建设委员会常务理事、辽宁省高校金融学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金融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

孙冶方金融创新奖评奖委员会评委、金融学杰出教师奖评奖委员会评委、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评奖委员会评委、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专家

等。主要从事金融市场风险管理、资本市场与期货理论、区域经济与金融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专著、教材 15 部；

在《经济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统计研究》、《保险研究》、《光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70 多篇；承

担或主要负责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 4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财

政部、工信部以及省级科研项目 20余项，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等多项科研成果奖。 

Email：xingtiancai@126.com 

王振山 

王振山，男，1964 年生，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货币银行学

专业。1987 年留校任教，历任东北财经大学金融系主任、金融学院院长、东北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学科建设处处

长等职。曾先后荣获辽宁省优秀博士论文、大连市优秀教师、大连市劳动模范、东北财经大学第一届本科课堂教学大

奖赛一等奖、东北财经大学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人选。现任职东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王振山教授长期从事金融学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先后担任《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

《金融机构管理》和《公司金融》等课程主讲教师。教学活动中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内容的国际化，致力于培养

学生独立的专业思维和综合素质。 

王振山教授积极从事金融学相关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涉及金融企业管理、金融体制改革、公

司金融、货币与资本市场等专题，同时广泛参与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及各类企业的金融问题的咨询与研究活动。累计

出版专译著 2 部，主持完成课题 8 项，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主要代表作有专著《金融效率论——金融资源优化配

置的理论与实践》、译著《衍生产品概论》、学术论文“中国商业银行运行效率研究”（收入《中国金融学前沿 II》）、

“上市公司年度业绩预告的信息效应研究”、“基于内生性的公司治理效率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CEO权力与公

司风险承担——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调节效应研究”、“股票投机性与股权融资成本——基于中国 A股市场的经验研究

mailto:xtc@dufe.edu.cn
mailto:zhangqi1.zh@ccb.com


 

- 35 - 

等”。 

Email：wangzhenshan@dufe.edu.cn 

史永东 

史永东，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应用金融与行为科学学院院长，应用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博士后。国家“万人计

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辽宁省优秀专家，辽宁特聘教授，辽宁省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培养计划百人层次、大连市第二批领军人才培养工程。主要研究方向：金融工程、

风险管理、资产定价、债券设计、行为金融和金融科技。 

兼任中国金融学年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理事，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国

际年会常务理事，Review of Behavioral Finance 杂志编委，《金融学季刊》杂志副主编，《投资研究》杂志编委，

《中国证券期货》杂志编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曾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辽宁省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奖二等奖（省政府奖）、辽宁省自然科学成果特等奖，辽宁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证券业协会优

秀课题二等奖、上证联合研究计划优秀成果奖等国家和省市奖励 20多项。 

先后在《经济研究》（3 篇）、《管理世界》（1篇）、《世界经济》（7 篇）和《金融研究》（9 篇）及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SSCI);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SSCI); SIAM J. MATH. ANAL.(SCI)等国内外学术

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多篇，出版专著 6部、译著 2部、教材 2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 3 项（含重大项目 1项、重点项目 1项和面上项目 1项）、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 1项、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 1

项、教育部优秀人才项目 1 项，以及辽宁省创新团队等省级课题 20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热钱流动、资产市场

泡沫及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并入选优秀成果文库和成果要报。 

Email：ydshi@263.net 

王志强 

王志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兼研究生教育中心主任。1986 年 7 月毕业于北

京大学概率统计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94 年 3 月毕业于天津大学技术经济系，获工学硕士学位；2007 年 6 月毕业

于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内蒙古工学院（现为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任教。在东北

财经大学工作期间，先后两次到香港中文大学（CUHK）工商管理学院财务学系进行短期合作研究。 

在《银行与财务杂志》（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荷）、《管理世界》、《世界经济》、《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研究》、《财贸经济》、《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金融学季刊》等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

论文 60余篇，其中“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获 2006 年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

果奖学术论文类一等奖；完成国家级课题 4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为优秀；出版学

术专著 6 部，译著 1 部，其中《中国一体化政策与 MA 模型》获 2006 年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学术著作类二等奖。 

2013年，荣获第九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名师奖；2015年，荣获“辽宁省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Email：wangzhiqiang@dufe.edu.cn 

路妍                                          

路妍，女，1964 年 4 月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 年获辽宁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并先后于东

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2006年 8月-2007年 2月在美国密苏里大学从事金融学博士后研究

工作。主要从事国际金融与国际银行管理研究。兼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教育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中心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规划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通讯评

审专家、第七届大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近年来在《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经济管理》、《宏观经济

研究》和《投资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近 70 篇；出版学术专著 3 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

项目、教育部项目和省级项目近 20 项；主编或参编教材近 10 部；科研论文获奖 30 余次。其中：《跨国银行国际竞

争力研究》学术专著荣获 2009 年大连市学术专著成果奖一等奖，先后荣获辽宁省首届政府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次，

荣获辽宁省第六届政府奖三等奖一次。2020年负责的大学慕课《国际金融学》荣获辽宁省线上一流课程，主编的《国

际银行管理》教材荣获 2020 年辽宁省首届研究生教材建设奖。 

Email：ly107233@sohu.com 

丁宁 

丁宁，女，1973 年 6 月生，经济学博士、美国密苏里大学博士后、现为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方向为金融管理与规制、银行效率与风险、银行信贷管理、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国际金融管理。曾获国家留学

mailto:ydshi@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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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委公派先后赴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和美国德州大学研修访问各 1 年；教育部公派德国科隆应用科技大学研修 6 个

月；美国密苏里大学商学院博士后期间被聘为客座教授；2018 年被聘为美国 Hofstra 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客座教授，

英文讲授两门金融专业课。研究方面，在国际级和全国性学术刊物累计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在国际知名学术期

刊发表英文论文 9 篇，SSCI 检索论文 5 篇；在《金融研究》、《财经问题研究》、《投资研究》等国家核心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获得辽宁省和大连市自然科学优秀成果奖和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项。2019 年，

获第十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优秀学术论文特等奖；2014 年独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累计独立主持省级

重点和一般项目 18 项，多项成果获得优秀结项证书；2011年荣获辽宁省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杰出青年学者项目；出版

国家级专著 3 部，译著 3 部，主编国家级教材 2部，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教学方面，是学校首批双语讲授金融

专业课教师，教学改革研发的本科新生研讨课主讲教师，也是学校研究生金融专业双语精品课《公司信贷分析与风险

管理》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案例》的主持人，2019 年为外国留学生主讲的全英文课程《国际金融》获省级来华留

学生外语精品课，2020 年主讲的《金融服务营销》课程获得省级精品课；2016年和 2018年分别获第二届和第四届全

国金融硕士教学案例大赛奖；2016 年，教改论文获第七届全国金融教育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2013 年获得学校教学

大奖赛三等奖，独立主持省级教改项目 3 项，其中一项获辽宁省“十二五”规划优秀中期成果二等奖。2019年和 2020

年连续两次获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获 2020 年校级教学名师称号。目前是全国博士后基金的外审评委、教育部全

国硕士和博士论文的外审专家、辽宁省社科专家库专家等。 

Email：dingning610@hotmail.com 

宗计川 

宗计川，男，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和商学院（泽尔腾实验室），并获

得经济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任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主任、东北财

经大学建设银行普惠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现担任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学会副理事长，Experiment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ehavior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管理科学学报》、《世界经济》、《南开管理评论》、《经济学动态》等多家

国内外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在《世界经济》、《管理科学学报》、《经济学动态》、《中国工业经济》、《中国行

政管理》、《南开管理评论》、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等

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等国家级项目 3 项，提交并刊发

国家级内参报告 15 份。主要研究领域：行为与实验经济学、金融稳定与发展、行为金融。 

Email：zongdufe@163.com 

康书隆 

康书隆，男，1979 年 7 月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 年获大连理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并先后

于东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和金融学博士学位。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荷兰蒂尔堡大学、芬兰中央银行以及挪

威中央银行访问学者。现任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货币政策的传导

机制、商业银行竞争理论、养老金经济学、家庭金融等领域。在《世界经济》、《金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

研究》、《经济管理》、《财经问题研究》等期刊发表文章 10 余篇。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与自然基金。担

任《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经济学（季刊）》、《财经问题研究》等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Email：shulongkang@dufe.edu.cn 

 

联 系 人：谭永志 

联系电话：0411-84713242 

传    真：0411-84713242 

网    址：http://sf.dufe.edu.cn 

Email：dufemfi@126.com 

 

 

010 经济学院 

一、学院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于 1997 年 9 月 12 日，其前身是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系。2002 年 8 月，改建成立经济

学院。2015年 5月，学校进行学科重组，原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的数量经济学科调整至经济学院，成立新经济学院。 

自建院以来，学院禀承“经邦济世，学本求真”的院训，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目

前共有教师 56 人，全部拥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 21 人（博士生导师 12人），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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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模范教师 1人，辽宁省优秀专家 1人，辽宁省教学名师 1人，辽宁特聘教授 4 人。学院包含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

济学两个一级学科，拥有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数

量经济学等七个专业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 

学院包含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经过二十余年的建设与发展，学院的学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构建了以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特色的本科、硕士及博士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除具有经济学学士学位授予权

外，拥有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七个

专业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理论经济学还增设了经济哲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产业经济学为国家重点学

科，数量经济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经济学院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先导”的办学方针，不断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着力加强科研创新能

力建设。“计量经济学”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及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经济计量分析类课程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优秀

教学团队；多项教学成果获国家级或省级教学成果奖；多名教师被省、市及学校授予“教学名师”称号。多位教师指

导学生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并获奖。近 5年来，学院科研成果丰硕，共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和其它省部级科研项目 90 余项；出版了 40 部高水平学术著作；在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统计

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500余篇；获教育部优秀成果奖、省级教学成果奖、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省自然

科学学术成果奖等各类奖励 90余项。 

学院注重国内外学术交流，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等国家著名大学建立了密切的学术合作关系，聘请美

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Aman Ullah 教授、南加洲大学萧政教授、华盛顿大学范延琴教授、堪萨斯大学蔡宗武教授多名

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担任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聘请新加坡管理大学余俊教授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学院一直秉承高、精、尖的目标，培养经济学基本功扎实、知识结构合理、理论与实践应用能力相结合的优秀人

才。截至 2021年 1月，已累计为社会培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210 人，硕士研究生 1422 人。近年来，共有 2名博

士毕业生和 6 名硕士毕业生获辽宁省优秀学位论文奖，有 3名博士毕业生和 2 名硕士毕业生分别获辽宁省优秀博士和

硕士学位论文提名奖。目前在读博士研究生 137 人，硕士研究生 208 人。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始终保持 95％以上，

连续位居学校各院系就业率前列。 

二、专业简介 

经济思想史（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方向） 

经济学方法论是隶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二级学科——经济思想史下的研究方向。经济学方法论在西方通常被称

为经济学哲学、经济学认识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马克·布劳格甚至认为，经济

学方法论就是科学哲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这一学科在西方已比较成熟，其名著或论文也琳琅满目。 

经济学方法论它既要研究一般经济学方法的功能和特点，也要研究其在总体上的相互联系。它不仅仅是对经济学

方法的概括和总结，还应该是对这些方法进行的反思。 

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学的基础，是对经济学方法进行理论探讨而形成的一门学说。几乎所有经济学学派都有其代

表人物所创立、论证、概述的方法论。因此，经济学发展史上各学派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的原因就在于其方法论之间的

关系。没有其方法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就没有各学派之间的继承和批判。 

该研究方向的研究内容包括：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的范围、经济学的作用、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学理论和

现实的关系；经济学与哲学，尤其是与科学哲学的关系，包括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和经济学对科学哲学的启发；

实证或证伪方法对经济学的影响，包括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和计量方法的大量应用；理性假设在经济学中统治地位的

确立，其背后的还原论含义，以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对其提出的挑战。 

该研究方向将培养高素质的学贯哲学和经济学的复合理论人才。该研究方向目前开设的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与名著选读、经济学方法论原著选读、哲学原著选读等。 

经济史 

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各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

发展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它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

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和政策提供历史背景。经济史如按地域范围划分，有

国别经济史、地区经济史、世界经济史等；如按行业或部门划分，有工业经济史、农业经济史、银行发展史等；如按

历史断代划分，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等。世界经济或某一国家经济现状的研究也属于现代经济史

范围。 

东北财经大学的经济史学科历史悠久，底蕴丰厚。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建校之初直至 90 年代，著名经济史学家

马大英教授在中国财政史方面的研究就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的《汉代财政史》、《中国田赋史》等一系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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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性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学校的经济史学科奠定了学术根基，而且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的重要贡献。经济

学院组建以后，重新整合了学术研究队伍，建立了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教学部，从而使经济史学科在学术团队建设、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学术交流等方面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2002 年，经济史专业开始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从

而使本学科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目前，本学科在既往积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财政史”、“明清时期贸易史”、

“经济制度与文化史”和“中外经济发展比较”等学科方向。 

经济史专业的毕业生可以承担高校教师和与经济史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出版、文化传媒等部门的工作。 

本专业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史研究方法与文献选读、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研究、中国古代与

近代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等。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主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流行的经济理论以及根据这些理论制定的经

济政策的学科，是理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西方经济学运用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理论逻辑和数

学模型，揭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以及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居民实现效用最大化、政府机构通过宏观调控实

现充分就业，保证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的条件、机制和手段。通过学习和比较，有利于建立学生的理性思维，为今后的

学习和工作奠定坚实的经济学基础。 

东北财经大学西方经济学学科由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汪祥春教授创立，并分别于 1998 年、2002年获得硕士

学位与博士学位授予权。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东北财经大学西方经济学学科目前有博士生导师 5 人，教授 6 人，副

教授 7人，讲师 3人，且全部具有博士学位。东北财经大学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坚持高起点、国际化的思路，瞄准

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领域和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并紧密结合自身队伍与学术资源的特点，逐步形成

了“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等具有显著特色的学科方向，相关老师在《中国社会科

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了一批高水平学术论文。学科带头人杜两

省教授于 2012 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财经大学西方经济学学科极为重视学生从事学术研究和创新性工

作能力的培养，本学科研究生多次获得省优秀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奖。 

本专业的博士、硕士及本科学士毕业生大部分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工作。 

主要开设的课程：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学说史、西方经济学流派、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人口发展、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之间关系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

教育部将其设置为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体系起源于 20世纪 90年代，作

为一个新兴学科，近年来迅速发展，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丰富。该专业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将较系统地掌握经济学基

本理论和方法，具备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揭示、分析人口经济过程以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本规律和

辩证关系，评价和指导制定相关政策的能力。本学科研究成果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东北财经大学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是教育部最早设立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

授权点院校之一。本学科依托经济学院的辽宁省“一流学科”重点建设规划项目及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的经济学科优势，

侧重于将人口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相融合的交叉理论与应用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区域

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资源与环境政策管理，人口经济学等。本专业在全国模范教师为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下，研究团

队获得本门学科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省部委等科研项目 30 余项；出版本领域 6 部

高水平学术著作；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 100余篇。本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师资研究团队已经积累

了丰富的本学科研究生培养经验，课程设置多样化并与国际接轨。在人才培养方面，本专业培养的专业人才是与区域

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高层次理论和高级研究人才，能够承担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相关资源与环境

政策管理部门的高级管理和规划工作。 

本专业目前开设的主要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中

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前沿问题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方法、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等。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或称产业组织学，是从微观经济学细分出来的独立学科，是关注产业内部产业组织状况、具有竞争关

系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关系及政府产业政策的一门应用经济学学科。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建立于 20世纪 30年代，形

成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数据，为产业界、高校、研究机构及公共部门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产业经济学的研

究成果为现实产业运行与政府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人才支撑与智库支撑。数位经济学家因在

产业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始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是国家级

重点学科，也是我校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之一，在全国该专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拥有本领域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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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产业经济学专业师资力量雄

厚，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众多，有很多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者。研究成果丰硕，近些年来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

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大量产业经济学专业著作和译著。毕业生就业范围广泛，分布于高校、产业界与

政府部门，从事教学研究、专业咨询、产业监管等领域。 

主要开设的课程：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规制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反垄断经济学、中国产业组织研究、制度经

济学、消费者行为分析与竞争策略等。 

劳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及其结果进行考察的一门学科。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分支，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后来经过 40 年代和 60 年代的两次跨越式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

其研究重点从最初对工会、政府机构等劳动力市场制度方面，扩展到涵盖就业、工资、教育、歧视、激励、人事、社

会保障等领域，多位从事劳动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证工作的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东北财经大学的劳动经济学学科始建于 1998年，是辽宁省重点学科，并于 2009年成功申请辽宁省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经过 20 年的发展和积累，已经成为具有一定特色和全国影响力的应用经济学科。学科目前拥有一支

理论知识基础扎实兼具国际视野的教学和科研团队。在各类国家级和省级核心期刊累积发表论文近 300篇，专著与译

著近 20 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含重点项目）和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国际合作项目、省级科研课

题 60 余项。学科围绕几位核心成员，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方向，如人力资本理论、性别歧视和大学生

就业、动力流动和转移等。 

本专业目前开设的主要课程：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劳动经济学、社会保障学、企业经济学、人事管理经济学、

劳动关系理论、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等。 

数量经济学 

东北财经大学是国内数量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起步最早的单位之一，早在 1982 年，许开甲教授主持翻译了 A•科苏

扬尼斯著《经济计量学理论—经济计量方法概述》，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计量经济学的著作。1984 年，东北财

经大学集中全校相关学科骨干力量，成立“数量经济研究所”，并于 1985 年经教育部批准获得数量经济学硕士学位

授予权。1998 年经教育部批准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东北财经大学也是全国最早获得数量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

予权的院校之一。2000年建立数量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数量经济学专业知识覆盖面广，旨在培养数学与经济兼通的复合型、应用性人才，要求学生应具备系统扎实的数

学理论基础和经济理论基础，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较高的外语及计算机应用水平，具备运用数量经济学方法对经济

管理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和科学决策的能力。数量经济学专业下设五个研究方向：经济计量分析、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数量金融与风险管理、数理金融、资本市场统计与分析。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科研实践

活动，现已培养出 1 名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这是东北财经大学、辽宁省省属高校人文社科学科首次获此殊

荣，获得省教育厅、省政府学位委员会的通报表扬。此外，培养的研究生还多次获得省优秀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 

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主要课程有：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高等数理统计、

时间序列分析、数理经济学、经济计量分析、金融实证分析、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模拟、经济周期分析与预测等。 

三、导师简介 

陈飞 

陈飞，1973 年 1 月生。经济学博士，2017 年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辽宁省数量经济学会理事，

《经济研究》杂志特约匿名审稿专家，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专家。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第一、

二层次），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微观计量经济分析、福利经济学、农业经济问题研究。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数量

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中国人民银行 PBC 版 X13AS 系

统招标项目，同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 6 项。专著《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周期波

动——理论、方法及实证分析》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人文社科类）二等奖，并获得辽宁省人文社

科成果奖、辽宁省自然科学成果奖、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优秀论文奖等奖励 1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农业经济地

区差异及成因分析》，并担任《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 应用与实例（第 3 版）》副主编。现招收数量经

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Email: cfei2000@163.com 

陈磊 

陈磊，男，1963 年 2 月生，经济学博士，辽宁特聘教授，国家二级教授。2008 年评为博士生导师，现任经济学

院副院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副院长、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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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处副处长（主持工作）、辽宁省数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1984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留校任教后先后取

得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2000 年 9 月进入东北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和金融学院工作，2000

年 12 月破格晋升为教授。先后公派前往英国拉夫堡大学、牛津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问留学。兼任中国数量经

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常务理事。2004年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

2006 年享受大连市政府特殊津贴，2010 年入选“大连市归国留学人员创业英才”；先后三次获大连市委、市政府颁

发的“大连市优秀专家”称号；2018年获“辽宁省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长期从事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应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曾参与建立我国宏观经济监

测预警系统和金融决策支持系统。先后负责完成 1 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监测和预测研究》、

4项国家级项目和 6项省部级项目，在我国经济与物价周期波动的测定和分析、金融与经济周期、企业景气调查分析

和宏观经济预测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在《管理世界》、《世界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贸经济》、

《统计研究》等高水平期刊和系列《经济蓝皮书》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独立撰写《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定和理论

研究》，参与撰写专著多部。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2 次，辽宁省和大连市

优秀成果奖 14 次。已培养研究生 50余人。 

Email：chenlei@dufe.edu.cn 

富宇 

富宇，男，1982 年 5月生，理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数据科学与人工

智能学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应用数学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优选法经济数学与统计

学研究分会理事，经济数学与管理数学分会理事，大连市数学学会常务理事，大连市科技重大创新项目评审专家，美

国数学会 《Math Review》评论员，国内外二十余个 SCI期刊的评审人。  

目前主要从事数理经济学，数理金融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已在国内外一流学术期刊《Adv.Math.》、

《Proc.Amer.Math.Soc.》、《中国科学》、《数学学报》等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包括 SCI 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

一部。研究成果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和大连市市优秀学术论文奖一等奖多项。主持完成或在研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3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及面上一等资助、辽宁省自然科学面上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技项目、辽

宁省百千万人才项目等十余项；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获东北财经大学杰出学者称号等。 

先后与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罗马尼亚、比利时、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所等国内外学者开

展广泛交流与合作，所取得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Google 学术 h 指数为 12，近五年他引 300

余次。 

Email：yufu@dufe.edu.cn 

刘凤芹 

东北财经大学教授、产业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之企业理论学术带头人，

民盟中央农业委员会委员。现担任东北财经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食品安全研究会理事。1984 于北京师

范大学经济学系毕业，获学士学位，1997 年就读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研究生，2003 年于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产业

经济学专业博士毕业，获博士学位。2003-200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2004年公派高级

访问学者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研修。主要从事制度、产权、企业理论、现代合约等方面的研究。担任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国家社科基金专家、教育部基金等同行评议专家。担任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专家、大连市

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担任《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财经问题研究》等杂志评审专家。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项目等 15 项。在《经济

研究》、《管理世界》等杂志发表论文 70 余篇，出版专著《农地制度与农业经济组织》、《制度经济学》、《产权

与经济增长》等 5部。从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学研究方法、产权与合约、现代企业理论、制度经济学等

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工作，多次获得东北财经大学优秀教师称号，教学综合打分 90分以上。 

Email：lfq33@163.com 

齐鹰飞 

齐鹰飞，男，1975 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兼）、

高等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财贸经济》

执行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等学术刊物发表数

十篇论文，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

出版《短期通货膨胀动态：理论和中国实证》《货币政策实施：理论、沿革与现状》等专著、译著近 10 部。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石油价格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交叠影响及其最优货币政策应对：基于全球视角的研究”（批

准号：7157303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企业创新的财政资助政策优化研究：基于融资约束与政

mailto:chenlei@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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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关联视角”（批准号：15JJD790003）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部分应用研究发表于内参刊物，为政府决

策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借鉴，并得到辽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研究成果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三等奖等奖励。 

Email：qiyingfei@dufe.edu.cn 
佟孟华 

佟孟华，女，1965 年生，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数量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后

（2007-2009），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罗宾逊商学院访问学者（2015）。 

主要研究领域为数理金融与实证金融。近年来，研究主题包括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及传导机制、低碳排放视角

下的银行绿色信用风险、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以及基于公司治理对股价崩盘风险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工作。分别于 2007

年与 2011 年出版了学术专著《流动性溢价与资产定价—基于上海股市的实证研究》和《中国证劵市场流动性溢价及

其稳定性和效应计量研究》。2014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译著《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引论》（第二版）。

2018 年编写“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数理金融——资产定价的原理与模型》（第 3 版）。在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财经问题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国际金融研究》等国内

核心期刊杂志发表论文 60 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和

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专项项目 7项。 

Email: tongmenghua@dufe.edu.cn 

王维国 

王维国，1963年 10月生。经济学博士，2000 年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首批特聘教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

副校长，国家二级教授，2010 年 12月-2011年 6月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兼任第八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经济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留美经济学学会副会长。担任《数量经济技

术经济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管理科学》、《财经问题研究》等期刊编委。荣获全国模范教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财政部学科带头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百人层次人选、辽宁省教学名师，大连市首批领军人才

等称号。 

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计量分析、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分析等。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

Economics Letters EJOR、IJPE等 SCI/SSCI国际期刊，以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统计研究》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 150 余篇；出版《协调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沿海开放城市人口

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大连市跨世纪人才发展战略研究》等 5部学术著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主持或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5 项，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题研究 12 项。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省优秀教学

成果一等奖等教学奖励 4项；获得国家统计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辽宁省统计科技进步

一等奖、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科研奖励 13 项。负责“计量经济学”课程被教育部确定为第三批国家级

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项目，带领的“经济计量分析类课程教学团队”被批准为国家级教学团队。指导的研究生中，1

名博士毕业生获得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 名博士毕业生获得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1 名硕士毕业生获

得辽宁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 名硕士毕业生获得辽宁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提名。现招收数量经济学和人口、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两个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Email: wwguo@dufe.edu.cn 

张抗私 

张抗私（女,1963-）,辽宁省特聘教授，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管理学院

兼职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留学基金、教

育部基金、辽宁省社科基金等同行评议专家，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日本一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日本政府厚

生劳动省劳动政策研究与研修机构特约研究员，日本大学、日本东亚大学、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等客座教授。 

从事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近二十年。先后 3次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 1 项，主持“研究和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同时，主持完成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教育部、国家信息产业部、财政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西部人才开发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

重大重点项目 16项，辽宁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院、人事厅、财政厅项目以及大连社会科学项目等 30余项，主持完成

国际合作课题 4项。 

出版《当代劳动经济学》、《就业问题：理论与实际研究》、《就业与和谐社会发展》、《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

问题研究》、《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与社会性别排斥》、《要素市场的转型升级：大学生就业质量的评价与检验》、

《市场与观念的考验：女大学生就业实况调查》等著作，在《中国人口科学》、《管理世界》、《宏观经济研究》、

《经济学动态》、  《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东社会科学》、《财经问题研究》、《九州国际大学学

mailto:wwguo@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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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日文）等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近 60 余篇。 

发表论文曾荣获辽宁省第三届省政府奖一等奖；辽宁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

类一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等 20余项奖励。撰写的专著及论文被 CSSCI 检索 47次，被

《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 12 次、《高等教育文摘》转载 1次，国际劳工协会转载 1次，入选国际会议 11次。 2009

年获“第二届大连市归国留学人员创业英才”、“大连市侨界巾帼之星”荣誉称号。获“国家优秀博士后”、获“东

北财经大学优秀教师”荣誉、两度获得“毕业生心目中最有影响力的恩师”等称号。 

E-mail:kangsi@126.com 

张同斌 

张同斌，男，汉族，1985 年 7 月生，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

生导师，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东北财经大学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

校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议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评估专家，入选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青

年拔尖人才、东北财经大学“杰出学者”。 

以产业问题为中心进行扩展研究，形成了“产业+宏观”、“产业+政策”、“产业+创新”、“产业+环境”、“产

业+国际”五个研究方向，目前正开发经济网络分析框架、探索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在经济问题中的应用。出版学术专

著 2 本、译著 2本，主编或参编教材 3本，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统计研究》、

《财贸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财经研究》、《经济科学》、《经济学动

态》、《经济管理》等权威、重点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60余篇。 

主持或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综合

局委托项目 1 项，主持开发国家经济景气监测预测软件系统和模型系统各 1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3 项、

其他国家级项目 10 余项。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辽宁省高等

学校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获得商务部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省政府奖）、中国数量

经济学会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等。 

Email：tongbinzhang@126.com 

朱成全 

朱成全，男，1963 年生，江苏省扬州人。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从事政治经济学、经济哲学、经济学方法

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2004 年评为博士生导师。 

出版《以自由看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哲学前沿问题研究》等专著 10余部。主编《形式逻辑学概论》

《企业文化概论》等 10 余部教材。总策划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哲学文库》。 

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在比较中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自信（新知新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

的当代意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哲学源泉》《论经济学的工程学传统及其伦理转向》《基于 HDI 的生态文

明指标的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财富与自由：原理及其启示》。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主持、完成中国

博士后基金项目《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人文经济学的转向》。主持、完成辽宁省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大研究项目《习

近平治国理政经济战略思想研究》。主持、完成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或一般项目）《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批判思想的当代意义》《经济学哲学名篇中元经济学问题研究》《科学哲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等 10 余项。     

评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5 年度影响力人物。曾获“辽宁省优秀教师”荣誉称号、辽宁省第十届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名师称号、辽宁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大连市优秀专家等。《以自由看发展》获辽

宁省自然科学成果奖一等奖、2011-2012年度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第五届省政府奖）优秀著作三等奖、大连

市第十五届社会科学特殊贡献奖。《经济学方法论》获首届辽宁省政府奖优秀著作三等奖。 

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委、教育部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马克思主

义学会副会长、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辽宁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大连哲学研究基地主任、大连市哲学学会副会长。 

石磊（兼职导师） 

石磊，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云南省云岭学者。现任云南财经大学统计学学科首席教授，统计与数学学院院长，应用

统计与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云南同创科学计算与数据挖掘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数理统计，应用统计，计量经济，

行为决策，演化博弈理论，大数据分析等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外统计学期刊 PNA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Science 

Advances，Nature Communication，IEEE Transaction 系列期刊，Biometrika, American Statistician,《中国科

学》等发表论文 100余篇，出版专著 5部。主持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五项、重点项目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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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现场统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现场统计学会生存分析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现场统

计学会大数据统计分会副理事长，云南省统计学会副会长，云南省数学学会副理事长。担任《统计研究》、《数理统

计与管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统计与决策》编委。教育部统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应用统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曾获第七届霍英东高校优秀青年教师

一等奖，云南省教育功勋奖，中国数量经济学学会杰出学者奖等 20余项奖励。 

 

联 系 人：项连超 

联系电话：0411-84711610 

网 址：http://www.econ.dufe.edu.cn/ 

Email：xiang@dufe.edu.cn 

 

 

011 会计学院 

一、学院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成立于 1995年 12 月，是全国第一家高等院校下设的会计学院，目前是东北财经大学最大

的教学单位之一。会计学科点于 1981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是东北地区第一个会计

学博士点单位。会计学科于 1997年被评为财政部重点学科，2002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再次被确定

为国家重点学科。2019 年，学院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1 年，学院资

产评估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会计学院现有会计学系、财务管理系、审计系、资产评估系等 4 个教学组织。设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省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会计信息化重点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中德管理控制研究中心、税务会计研究中心、

会计准则研究中心、资产评估研究中心、管理会计研究中心、财务管理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基础设施一流、实验配

置先进、数据资源丰富。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截至 2021 年 6 月，共有专任教师 75 人。其中：教授 26 人，副教授 24 人，博士生导师 14

人。获得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等荣誉称号各 1人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人、财政部全国会计名家培养工程 2人、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1人、

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 10 人。省级教学名师 9 人 、“辽宁特聘教授”2 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百人

层次 3人、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4人、“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人。会计学教学团队荣获省级

黄大年式教学团队称号。 

会计学院经过长期建设，形成了以会计理论、财务理论为研究基础，以财务呈报、公司理财、会计监管、内部控

制、价值评估等相关领域为研究重点的研究特色，科研工作成绩斐然。近五年来，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

The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等国内外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获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在内的

27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获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奖 18 项。 

学院在培养过程中，注重开展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大力推行现代化教学手段，成果显著。会计学专业为首批国家

级特色专业和辽宁省重点支持专业；财务管理专业为辽宁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财务管理教学团队为首批国家级优秀

教学团队。学院曾十余次获得国家和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注重实践型、启发型教学，培养和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战

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人才，为人才强国战略添砖加瓦。 

会计学科已基本实现了“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建设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注册会计师专业方

向毕业生问卷调查研究报告：能力调查与分析》，我院会计学专业（CPA方向）毕业生的平均得分排名第一。2017年，

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2017—2018 中国大学本科教育专业排名报告》，会计学专业排名第一，资产评估专业

排名第二，财务管理专业排名第六。2018 年，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以会计学科为重要支撑的工商管理学科获

评 A 类学科。2019年，在“2020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工商管理学科排在全国第 24名，学科的办学水平居全

国前 8%。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布了 2019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我院会计学、财务管理

2 个专业入选。2020 年 3 月，全国第三方大学评价咨询机构艾瑞深校友会网（Cuaa.Net）发布“2020 中国一流专业

排名”，会计学专业全国排名第八，会计学的办学层次达到“世界高水平专业”。2021 年 6 月，高等教育评价专业

机构软科正式发布 2021“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学院资产评估、财务管理专业获评 A+，进入全国排名前 2%，会

计学专业获评 A，进入全国排名前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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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卓越，社会赞誉斐然。学院紧密围绕学校建设“国际知名、财经特色突出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

目标定位，致力于“高素质、国际化、应用型”财会专业人才的培养，为我国各级政府机构、各类高校、大型集团公

司或上市公司、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和跨国公司输送了大批高级会计专业人才。学院与国（境）外多所大学和科研单位

有学术往来活动，与十多所大学的相关院系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二、专业及导师简介 

会计学 

会计学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研究领域涉猎领域众多，既涉及企业微观层面，又涉及会计准则（制度）制定

与修订等宏观层面。在微观领域要根据企业面临的会计、财务、税务等问题，结合会计理论，运用科学严谨的方法进

行研究，进而加以解决。一方面可以拓展会计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会计理论研究解决实务问题。在宏观层

面结合会计理论研究会计实务工作中的问题，制定或修订会计准则，可以指导实践、解决实务中的问题。 

会计学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胜任高校教师及与会计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大型企业、金融机构等的会计、财务、

税务等相关研究与咨询工作。 

本专业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财务与会计研究方法、会计理论研究、制度经济学与公司治理研究、资本市场会计研

究、高级计量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等。 

方红星 

方红星，男，1972 年 7 月生于湖北省。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招生专业为会计学、审

计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基于资本市场的会计、审计和内部控制研究。近 5 年来公开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40 余篇，其

中：SSCI、EI、ESCI检索英文论文 12篇，《会计研究》、《金融研究》、《审计研究》等中文 CSSCI来源期刊论文

28 篇；出版学术著作、译著 6 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课题 10 余项；获省级以上优秀学术成果奖 6项、

国家级及省级教学成果奖 5 项。主要学术兼职包括：中国会计学会理事、财务成本分会会长、内部控制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财政部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委员、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组成员、

专业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会计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审计学会会长，多家中外学术期刊编委等。近年来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首批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财

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及特殊支持计划、辽宁特聘教授支持计划，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mail：hxfang@dufe.edu.cn。 

陈艳 

陈艳，女，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负责人、东北财经大学十大杰出

女性和优秀教师，以及国家公派留学回国人员。现任美国会计学会（AAA）的会员，美国舞弊检查协会(ACFE)的会员，

中国会计学会会员，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等学术职务。多年来一直从事会计学与财务学的教学和

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计信息分析、会计舞弊研究、管理会计、内部控制研究以及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等。近年

来先后撰写和翻译十余部学术著作，其中《基于会计信息分析的证券投资风险控制的研究》为代表性专著，《会计理

论》为代表性译著。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市级及校级研究课题三十余项，其中主持《认知偏差视角下的国有企业

CEO职务舞弊行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会计舞弊形成机理和控制策略》（教育部

人文社科项目）为代表性课题项目。发表论文九十余篇，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会

计研究》、《财政研究》、《审计研究》、《科研管理》、《宏观经济研究》、《管理科学》、《财贸经济》等国内

外顶级刊物，其中论文“Guanxi and Business Ethics in Confucian Society Today”（SSCI 收录）为代表性论文，

其中多篇论文、专著和研究报告获得国家、省、市政府的不同等级的奖项。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二十余次，并作为发

言人在美国会计学会年会做主题发言。在潜心科研的同时，不断致力于学生的培养，在使学生更全面、深入的摄取知

识的同时，也使相关领域的研究得到更好的传承。 

Email：chenyan2001@126.com。 

孙光国 

孙光国，男，四川宣汉人，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教授。招生专业为会计学。主要研究领域与方向为会计理论、会

计准则、资本市场会计、内部控制等。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企业会计准

则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财政

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全国会计领军人才”项目、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辽宁特聘教授支

持计划”等。近年来，出版著作与教材十余部，在《会计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国会计学会等科研课题十余项。 

Email：sunbin99@dufe.edu.cn。 



 

- 45 - 

陈艳利 

陈艳利，女，1972 年 6 月生于辽宁省。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和英

国进行教研与学术交流，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与方向为资本市场会计与财务研究、会计

准则（财务会计）研究、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等。在《会计研究》、《审计研究》等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 30 余篇；独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财政部共建联合研究

项目和环保部投资绩效管理项目等科研课题 10 余项。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与资源会计专业委员会委

员，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副会长、理事等。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辽宁省百千万人才

工程“百人层次人才”，荣获“辽宁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名师”和辽宁省“兴辽英

才计划”教学名师等称号。 

Email：chenyanli@dufe.edu.cn。 

常丽 

常丽，女，1970年 10月生于辽宁省。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计划招生专业为会计学、

审计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部门会计与财务管理、资本市场与财务信息披露、企业估价及无形资产评估。先后在

《Business Strategy & the Environment》、《会计研究》、《财政研究》、《审计研究》及其他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 20 余篇；出版两部学术专著，主编和参编多部教材；独立主持并完成博士后基金项目和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各 1

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主持完成其他省部级课题多项；独立完成财政部

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向国务院等上级部委和机构报送的研究报告多篇。主要学术兼职包括：财政部政府会计

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财政部中国会计学会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资产评估实验教学研究会副

秘书长、大连市资产评估协会理事等。近年入选“全国会计（学术）领军人才”培训项目并获得毕业证书。 

Email：18641181626@163.com。 
刘行 

刘行（1984—），男，管理学（会计学专业）博士。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计

划招生专业为会计学。主要研究领域为税务会计、财务会计、公司财务。先后在 The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经济研究》《管理世

界》《经济学（季刊）》《会计研究》《金融研究》等中外顶尖学术期刊发表 30 余篇学术论文；主持两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与两项省级科研项目；出版一部学术专著。教育部 2020 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辽宁省“兴

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财政部全国会计学术领军人才。长期担任

Journal of Businiss Ethic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会计研究》《金融研究》等中外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专

家。学术成果获财政部中国会计学会年度会计学优秀论文二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全国商务财会

学术论文一等奖等奖项。 

Email：liuhang@dufe.edu.cn。 

甄红线 

甄红线，会计学博士，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访问

学者，辽宁省创新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金融研究》等期刊匿名评审人。招生专业为会计学。主

要研究领域为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质量、债务契约。。  

近十年来，在《科学出版社》独立出版了关于终极控制权研究的专著 1部，作为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在《管理世

界》、《会计研究》、《金融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工业经济》等期刊发表了公司治理与财务会

计方面的 CSSCI论文二十多篇；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2项、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1项、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1项、辽宁省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 1 项等。主持在研教育部人文社

科基金等省部级项目多项。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获得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辽宁省自然科学

学术成果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第 16届、第 18 届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年会优秀论文奖等多个奖项。 

Email：zhx223@163.com。 

解维敏 

解维敏，男，1981 年出生，辽宁省庄河市人。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招生专业为会计

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治理、公司创新与资本市场财务会计等。入选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学术类）

项目、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东北财经大学杰出学者。在《世界经

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软科学》等期

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独立出版学术专著二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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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和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多项课题研究；主要学术兼职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议专家、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多家期刊匿名审稿

专家；研究成果曾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辽宁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成果奖一等奖、辽宁省

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二等奖等多项奖项。 

Email：xieweimin1981@126.com。 

耿云江 

耿云江，女，1977 年 9 月生于山东省，会计学博士，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曾赴澳大利亚科廷大学进行教研与学术交流。招生专业为会计学。主要研究领域为管理会计、社会责任与

可持续发展等。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成本研究会理事，多家期刊

匿名审稿专家。入选“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学术类）”培训项目、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辽

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荣获“全国高端会计人才”、“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名师”等称号。 

近年来，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独立出版专著 3部；作为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在《ICIC EXPRESS LETTERS》

《会计研究》《财政研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持完成或正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辽宁省社科联项目等科

研课题 10 余项。研究成果荣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中

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大连市政府科学著作奖三等奖”等多个奖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负

责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主讲人，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辽宁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东北财经大学教学

优秀奖一等奖等奖项。指导学生获得美国管理会计协会（IMA）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赛全国总冠军、中国 MPAcc 学生

案例大赛全国二等奖等；完成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入库案例 2 篇。 

Email: gyjiang@dufe.edu.cn。 

审计学专业： 

审计学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研究领域涉及微观企业层面、中观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层面、以及宏观审计准则

（制度）制定或修订层面等方面。可以研究企业层面存在的审计问题、注册会计师行业如何对企业（单位）进行有效

监督治理，并制定或修订审计准则以更好地实现监管职能。 

审计学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胜任高校教师及与审计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大型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等涉及的审

计研究工作。 

本专业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财务与会计研究方法、会计理论研究、制度经济学与公司治理研究、资本市场审计研

究、高级计量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等。 

方红星 

方红星，男，1972 年 7 月生于湖北省。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招生专业为会计学、审

计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基于资本市场的会计、审计和内部控制研究。近 5 年来公开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40 余篇，其

中：SSCI、EI、ESCI检索英文论文 12篇，《会计研究》、《金融研究》、《审计研究》等中文 CSSCI来源期刊论文

28 篇；出版学术著作、译著 6 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课题 10 余项；获省级以上优秀学术成果奖 6项、

国家级及省级教学成果奖 5 项。主要学术兼职包括：中国会计学会理事、财务成本分会会长、内部控制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财政部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委员、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组成员、

专业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会计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审计学会会长，多家中外学术期刊编委等。近年来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首批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财

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及特殊支持计划、辽宁特聘教授支持计划，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mail：hxfang@dufe.edu.cn。 

常丽 

常丽，女，1970年 10月生于辽宁省。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计划招生专业为会计学、

审计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部门会计与财务管理、资本市场与财务信息披露、企业估价及无形资产评估。先后在

《Business Strategy & the Environment》、《会计研究》、《财政研究》、《审计研究》及其他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 20 余篇；出版两部学术专著，主编和参编多部教材；独立主持并完成博士后基金项目和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各 1

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主持完成其他省部级课题多项；独立完成财政部

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向国务院等上级部委和机构报送的研究报告多篇。主要学术兼职包括：财政部政府会计

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财政部中国会计学会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资产评估实验教学研究会副

秘书长、大连市资产评估协会理事等。近年入选“全国会计（学术）领军人才”培训项目并获得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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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18641181626@163.com。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研究涉猎会计、财务、管理、金融等领域，运用领域也较为广泛。主要利用

财务管理学的相关理论研究企业财务管理、资产管理、战略管理、兼并收购等业务和问题，为实现企业的战略管理目

标服务。 

财务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胜任高校教师及与财务管理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大型企业、金融机构等投行业

务相关的实务工作。 

本专业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财务与会计研究方法、财务理论研究、制度经济与公司治理研究、资本市场财务研究、

高级计量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等。 

王满 

王满，女，管理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会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会计学会管理

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监事会成员；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协会全

国企业财务管理标准化委员会委员；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中国管理会计学术顾问委员；北亚管理会计智库

CGMA100专家委员；国际管理会计教育联盟专家委员；工业和信息通信业管理会计推广应用联盟专家委员；科技部火

炬中心高新技术企业专家咨询指导委员会财务专业领域专家；IMA《战略财务》期刊学术指导专家；《中国管理会计》

期刊编委会委员；《管理会计研究》期刊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财务管理研究》期刊编委会专家委员；《南开管理

评论》、《财务研究》等杂志匿名审稿人；国家社会科学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评审专家；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和美国阿肯色大学的访问学者；曾获大连市人民政府颁发“大连市企业

管理培训教育优秀教师”、东北财经大学杰出学者等称号。 

现主要从事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基于竞争力的财务战略管理》、翻译《当代财务管理》、

《管理会计》等、主编《财务管理基础》、《公司理财学》、《管理会计》等 10 余部著作和教材；在《会计研究》、

《Applied Economics》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为国内

多所大学的 EMBA 讲授财务管理等课程，为国内石油化工、电力、汽车制造、互联网等行业百余家企业讲授价值链与

战略成本管理、战略财务管理、业财融合与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等等管理会计应用的企业培训课程和咨询工作。 

Email：manwang@dufe.edu.cn。 

姜英兵 

姜英兵，男，1972年 12 月生，辽宁庄河人。本科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铁道电气化专业，硕士和博士毕业于东北

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自 2001 年 7月至今，任教于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于 2012 年获得“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学

术类）证书”。现为教授，财务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 

在资本市场会计和财务问题、环保产业政策等研究领域，形成了富有成果、具有特色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会计准

则执行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会计准则执行的影响因素研究”，出版专著《中国会

计准则的执行：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会计研究》等期刊发表系列论文如，“制度环境对会计准

则执行的影响研究”、“新会计准则与应计异象”等。在资本市场财务问题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发表于《系统工程

理论与实践》、《当代会计评论》、《税务研究》、《宏观经济研究》等期刊，如“大股东增持的市场时机选择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影响控股股东的现金持有偏好吗”、“员工股权激励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吗”、

“谁是更直接的创新者”等。在环保产业政策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包括，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环保

产业政策与企业环保投资研究：动机、机制与影响后果”，多篇论文发表于《改革》、《经济管理》、《产业经济研

究》、《南方经济》、《证券市场导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期刊，如“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影

响：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环保产业政策支持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

证据”等。多篇论文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和中国会计学会优秀论文奖。出版专著、译著、教材 7部。为研

究生讲授“财务管理研究”、“制度经济学专题”等课程。 

Email：jiangyingbing@126.com。 

刘凌冰 

刘凌冰，女，1978年 10月生。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会计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委员，东北暨内蒙古地区高校会计学教师联合会秘书长，大连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财政经济委员

会委员，大连市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议专家，《财务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管理会计

研究》编审委员会委员，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主要从事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等领域问题研究，尤其擅长企业预算管理理论和实践研究，相关论文成果 30 余篇

分别发表在《会计研究》、《中国会计评论》、《财政研究》等学术刊物，多项成果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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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理会计实践索引》转载和收录；曾获“全国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

心优秀案例奖”、“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优秀论文二等奖”、“中国会计学会全国会计信息化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二等奖”、“辽宁省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成果一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等奖励；出版专著 2部，译著 1 部；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

省财政科研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等纵向科研项目及多项横向课题研究项目。入选财政部全

国会计学术领军（后备）人才和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层次人选。 

指导的研究生荣获第八届（2017）“杨纪琬会计学奖优秀会计学位论文奖”和 2019年度“全国会计硕士专业学

位优秀学位论文奖”，2020 年获评辽宁省教学名师。 

Email：liulingbing@dufe.edu.cn。 

张晓东 

张晓东，男，1979 年 5 月生于辽宁，管理学（财务管理专业）博士。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博士

生导师，财务管理系主任，计划招生专业为财务管理，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财务和 IPO 发行定价，以及其他资本市场

财务与会计问题。俄亥俄州立大学和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访问学者，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荣获“辽宁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等称号。先后在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究》、

《保险研究》、《投资研究》等中外顶尖学术期刊发表多余篇学术论文；主持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多项省级科研项目；出版学术专著两部。曾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二

等奖，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和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多项奖励。 

Email：xiaodongzhang@dufe.edu.cn。 

周守华（兼职导师） 

周守华，男，1964年 3月生，湖南省益阳市人，汉族，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2001年 3月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主要工作经历：1987/7-1988/1，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教师；1988/1-1998/12，北京化工大学（原北京化工

管理干部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期间，1992 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 年晋升

为教授；1998年 12月起，任中国会计学会副秘书长；期间，2008/2至今，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兼环境会计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2007/8至今《会计研究》主编。 

目前，兼任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后指导教师，东北财经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院校博士生导师，东

南大学、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兼职教授。曾任财政部会计准则咨询专家、内部控制咨询专家，北京市

注册会计师协会后续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工国际、中远航运、太钢不锈等十余家公司独立董事。 

主要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较早系统的引入西方财务管理理论，较为深入地研究财务管理前沿理论。在编辑出版《现代西方财务管理》

的基础上，又组织国内财务管理方面的知名专家，分理论结构、公司治理、资本结构、财务战略、内部控制，商业模

式与企业价值等 19 个专题，对研究现状、需要研究的问题与未来研究方向等进行了较为深入而且较为权威的分析，

解决了本领域研究生教学著作缺失问题，推动了财务管理理论与教学的发展。 

第二，对于环境会计理论，首次从可持续、外部性、信息披露、成本管理和行为科学等视角对环境会计的研究新

进展进行了评述，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的研究课题，为环境资源会计理论的发展做出

了贡献。 

第三，较早论述会计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对“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的著名论断进行补充，提出“会计

越发展，社会越进步”的判断，以及充分发挥会计功能，服务经济、政治、生态文明的具体建议，为会计改革与发展

进行了有益探索。 

第四，首次提出会计是关于财富计量的观点，正在研究会计与社会财富分配，社会资本流动，社会财富创造之间

的内在联系。 

 

联 系 人：栾辉 

联系电话：0411-84738278  13332272651 

网    址：http://kjxy.dufe.edu.cn 

Email：kjxy_kw@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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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一、学院简介 

    成立于 1995年的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目前已经成为拥有博士、硕士和学士三个完整层次的国内著名旅游高校。

根据《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18-2019）》的排名，我院旅游管理专业排名全国第四。第四轮学科评估工

商管理类 A-。我院的学科建设完全与国际平台对接，已经与香港理工大学、内华达州立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中

弗罗里达大学、格林菲斯大学开展实质性科研合作，为我校博士研究生提供了大量出国访学的机会。我院每年举办各

种层次的国际学术论坛数十场。我院对于博士研究生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鼓励并支持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开

展社会调研，发表高水平的国际论文。学院关注每一个博士研究生的个性化发展，为博士研究生提供其学术成长的充

分空间和支撑。 

学院在 20 年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地努力，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93年，开办旅游专业。1995年，成立

渤海酒店管理学院（2001 年更为现名）。1998年，获得东北地区唯一的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 年，与

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一起，成为全国首批 4 所能够授予旅游管理专业博士学位的大学之一。2002 年承办

了首次在中国大陆召开的亚太旅游协会（APTA）第八届年会。2003 年，在全国旅游院校专业排名中，位列全国旅游

管理专业 50强第 4 位。2006 年，在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专业排名中，位列全国 355所普通本科旅游高

校第 2名；同年，与辽宁省旅游局、大连市旅游局分别签署协议，成立“辽宁旅游业发展研究中心”和“大连旅游业

发展研究所”，构建了良好的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育平台。2008 年，旅游管理学科被评为辽宁省重点学科，并成为中

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单位。2009 年，旅游管理专业被评为辽宁省本科示范性专业；同年，获批国家旅游

局“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基地”。2010 年，成为全国首批取得旅游管理硕士（MTA）专业学位授予权的

高等院校之一；获批教育部国家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资格；加入“中国旅游名校 TOP10 联盟”。2011 年，获

评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优秀教学团队。旅游管理专业获批 2013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2014 年，成为辽宁省旅游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2015 年，辽宁省教育厅发布“辽宁省本科专业综合

评价”结果，我院旅游管理专业位列全省旅游管理专业第一名；成为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咨

询委员单位。2021 年，旅游管理和酒店管理两个专业全部位列“2021 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A+层次。东北财经大

学与国家、省、市旅游管理部门均建立了科研合作平台，对旅游管理学科学术声誉的提升、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影

响力的扩大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如今，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已成为一所充满着勃勃发展生机和鲜明办学特色的新型学院。学院不仅拥有国内著名

的旅游学者，还拥有一支学术力量雄厚、学科结构合理、国际化程度高的师资队伍。在现有的 20 名教师当中，教授

5人（含外聘教授 2人），副教授 9人，具有博士学位 17人，有近 20人次有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学院教师在科研

领域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省部级课题 30 多项，承担各类横

向课题 40 多项；在《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旅游学刊》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0 多篇；出版专

著、译著和教材 160多部。这些研究成果确立了东北财经大学在国内旅游学术界的突出地位。此外，学院还在教学、

科研与实践环节上与许多一流酒店集团和旅游产业界保持着深层次的、紧密的合作关系。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现有各层次在校学生 200 余人，各层次、各类校友 3000 余人。 

二、专业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博士授权点获批于 2000 年，2001年首批招生，是全国最早的四家旅游管理专业博士

学位授权点之一。 

本博士点在专业方向设置上，既充分发挥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科的传统优势，又突出本博士点在旅游基

础理论研究和旅游体验研究领域所形成的优势与特色，既发挥中国旅游研究院（国家数据中心）与东北财经大学全面

合作优势，又突出东北旅游数据建设合作特色，因此设有旅游体验研究、旅游企业管理、旅游产业经济三个研究方向，

每年根据生源情况，采取因材施教的办法，藉以实现旅游管理博士教育高端化、精致化的人才培养战略。 

攻读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和旅游体验研究方向的学生，需要具备较为深厚的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理论基

础，并对旅游基础理论和旅游体验研究领域的前沿领域和问题有所把握。攻读旅游经济与管理研究方向的学生，需要

具备较为深厚的管理学、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基础，并对旅游基础理论和旅游经济研究领域的前沿领域和问题有所把握。

各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都需要在方法论领域有较好的造诣，掌握相关的理论、方法和应用工具。 

本博士点的课程设置，将依照上述原则思想，进行系统设计和实施。 

本博士点设有博士生指导小组，共同负责本博士点的博士研究生在培养方案设计、论文创作和科学研究实践方面

的各项工作。 

三、导师简介 

韵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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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江，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工商管理学科博士后流动

站合作导师，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管理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旅游

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基地负责人、留学基金委“一带一路”旅游管理硕士项

目负责人，受聘辽宁省“特聘教授”，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入

选辽宁省“青年社科人才”库，“东北财经大学青年杰出学者”。 

长期致力于战略管理及旅游创新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目前公开出版专著《战略演化：组织内透视》一部，

在《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南开管理评论》等

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参编《管理学高级教程》、《管

理学》等多部教材。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青年项目 5项（三项结题“优秀”），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及特别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等各类科研课题 30 余项，获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研

究成果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政府成果奖）”。兼任《外国经济与管理》战略管理编委会委员及《管

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管理学报》等多家刊物的审稿专家，科技部现代服务业重大专项评审专家，教育部

硕博士论文抽检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商业模式和旅游企业管理。现为研究生及 MBA等各层次学生讲授《战略管理》、《旅

游企业战略管理》、《商业模式创新》等课程。 

史达 

史达，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院长。教育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文化和旅游部文旅行业智库专家，辽宁省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访问学者。霍英东青年教师奖获得者，辽宁省政府中青年决策咨询专家，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

程”百人层次。大连市旅游教育分会会长、大连市旅游智库秘书长，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sight

副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旅游、旅游与人工智能。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和旅游

部项目、教育部重点规划课题、辽宁省优秀人才支持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 30 余

项；担任国家规划教材主编、辽宁省规划教材主编。公开出版学术专著2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Current 

Tourism Issue，《南开管理评论》、《财贸经济》、《政治学研究》等 SSCI 和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担任

国家双语示范课程主讲教师、辽宁省视频公开课主讲教师。荣获教育部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奖一等奖、辽宁省自然科学成果奖二等奖 20余项。 

E-mail: shidadufe@126.com 

戴斌 

戴斌，经济学博士，教授，毕业于安徽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副教

授、教授、饭店管理系主任、科研处副处长、处长兼学报常务副主编、校长助理兼中瑞酒店管理学院院长，现任中国

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2003 年被北京市教委破格晋升为教授，2005 年入选首批“北京市拔

尖创新人才百人计划”，2006、2007年分别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两次获得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尤利西斯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产业经济、旅游企业管理，在《旅游学刊》、等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500 余篇，多次为《旅游管理》、《中国旅游年鉴》等权威刊物转载，出版专著、译著、教材、文集、研究报告 50

余部。主持编写《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中

国区域旅游发展年度报告》、《中国休闲发展年度报告》、《中国饭店产业发展年度报告》、《中国旅行社发展年度

报告》、《中国景区发展年度报告》、《中国旅游集团发展年度报告》、《中国旅游经济监测与预警研究》、《全国

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等多部年度研究报告，主编《中国旅游评论》《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主持科技部重大项

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文化和旅游部重点研究

项目，以及机构委托课题 80 余项，专题演讲 1000 余场。 

近年来，戴斌老师先后领导创建了中瑞酒店管理学院（中国、瑞士合作项目）、中国旅游研究院、国家旅游局数

据中心等教育科研机构，2016 年中国旅游研究院列入中央级科研事业单位。戴斌老师正在领导“当代旅游发展理论”

体系构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数据体系建设以及中国特色高端智库建设等重大研究工程。 

E-mail：daibin1967@sina.com 

 

联 系 人：孙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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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411-84710473 

网    址：http://sthm.dufe.edu.cn/ 

Email：sthm@dufe.edu.cn 

 

 

0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学院简介 

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全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以及学科发展任务，并

做出了重要贡献。学院获评“辽宁省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第二批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学团队”，

多名教师荣获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省级教学名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带头人、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骨干、优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等称号。多名青年教师在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

师教学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在学科建设方面，学院学科特色鲜明、实力雄厚，拥有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

学科硕士点（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等 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以及政治经济学硕士点。学院拥有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基地、大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研究基地、大连哲学研究基地（大连市社会科学院智库

研究基地）。 

马克思主义学院现共有专职教师近 50 人，大部分教师毕业于全国重点院校，学院师资队伍学缘结构优良，职称

结构合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为省级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获评辽宁省省级精品课。近

5 年来，学院教师共出版著作 19 部，论文 190 余篇。近 3 年来，学院教师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

目和青年项目 10余项，在人民出版社等知名出版社出版专著 10 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自然辩证法研

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重要报刊发表论文多篇。 

二、专业简介 

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本研究方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为基础，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为考察对象，主要围绕经济改革

实践的运行特征、演进历程、主要问题、路径方案、制约因素、发展方向等基础性课题展开，涉及基本制度、经济体

制、发展道路、转型方式和全球化等多个方面的丰富内容。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1）农村改革；（2）国有经济改

革和非公经济发展；（3）财税改革；（4）金融改革；（5）教育体制改革；（6）社会保障制度改革；（7）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8）价格改革；（9）市场体系建设；（10）户籍制度改革；（11）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本方向针对中国各项经济改革内容存在的主要问题，综合运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研究，通过

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模式的归纳与评价，探析中国经济改革的背后逻辑、总结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预判经济改革的

未来走向，从而不断推进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理论的持续、创新发展，并遵循理论指导实践且服务于实践的原则，为

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既强调理论上的创新又有实践应用价值，达到理论与实践

的统一结合。 

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科学理

论，而且在于其哲学基础。通过对经典理论的理性阅读，通过对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经济思想及其经济哲学的形

成与发展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范式；（2）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俄国等国的传

播及发展，主要是研究列宁、布哈林等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经济思想；（3）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重点研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主要从经济学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作用、研究的学科性质等进行反思。 

本研究方向注重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三、导师简介 

吕炜 

吕炜，男，1969年 11月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兼任国务院

第八届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编委等。入选中组部“万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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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首批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先后荣获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辽宁省高等学校攀登学

者、辽宁省高等学校攀登学者、辽宁省优秀专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主要研究领域为转轨理论、

财政理论与公共政策，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等 20 余项。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经济

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教育研究》、《财贸经济》、

《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财政研究》、《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等

刊发论文 100 余篇，其中有 30余篇成果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

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刘诗白经济学奖，许毅财经科学奖励基金优秀科研成果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就奖等。 

朱成全 

朱成全，男，1963 年 2 月生，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现任东北财经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通讯评审组成员、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理事、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基地副主任、辽宁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大连哲学研究基地主任。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哲学。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

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1项。主持完成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人文经济学的转向》

1项。主持辽宁省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大研究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经济战略思想研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的哲学源泉》《比较重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自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当代意义》《经济学方法

论名篇中元经济学问题研究》等 10 余项省级课题。出版《以自由看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哲学前沿问题

研究》等专著 10 余部。总策划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哲学文库》。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5年度影响力人物、

2015 年评为辽宁省优秀教师、2014 年获辽宁省第十届本科优秀教学名师、大连市优秀专家、大连市社会科学院特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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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统计学院 

一、学院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是国内历史最为悠久的统计学院之一。统计学院下设 5 个系（部）：经济统计系、商务统

计系、金融统计系、数理统计系、基础统计教学部；6个研究所（中心）：国民核算研究中心、统计科学研究所、人

口研究所、市场调查研究中心、风险统计研究中心、数据科学研究中心。 

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汇聚了一批全国著名的统计学者，拥有一流的学科带头人和可持续的科研和教学团队。拥

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

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专家、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副理

事长、中国商业统计学会副会长、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辽宁省特聘教授、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辽宁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辽宁省“兴辽英

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辽宁省教学名师、辽宁省优秀专家等高水平人才；统计学院教师团队入选辽宁省高校黄大年

式教师团队；国民经济与社会核算创新团队、环境与经济核算创新团队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社会

经济统计学教学团队入选辽宁省省级教学团队。 

统计学科是东北财经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经过 70 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具有自身优势和特点、在国内有重要影

响的学科。统计学科是财政部、辽宁省重点学科；依托于统计学科的东北财经大学国民核算研究中心是辽宁省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经济统计学专业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家级特色专业、辽宁省本科示范专业、辽

宁省首批优势特色专业、辽宁省首批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应用统计学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统计

学专业入选辽宁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统计学科 2014 年入选辽宁省一流特色学科（第一层次），2017 年入选辽

宁省一流学科（A 类）。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科被评为 A-，进入全国前 10%行列，位列

财经类高校第一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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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拥有完整的“本-硕-博-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是国内统计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本学

科点于 1981年获统计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获统计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2年获国民经济核算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8年获风险统计（2013年更名为金融与风险统计）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年获全国首批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学位授

予权；2011 年获全国首批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12 年成为全国首批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设站

单位；2018 年统计学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获得国内权威专家高度认可。目前，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科硕士

招生专业有统计学、金融与风险统计、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博士招生专业有统计学、国民经济核算。本学科点研究生

招生规模在全国同类学院中位居前列，目前有全日制在读学生约 700 人，本科生、研究生约各占 50%。 

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教学成果显著，获得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辽宁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等多项

国家级和省级教学成果奖项，多门课程入选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和一流课程。其中，国民经济统计学课程是国内统

计类第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并入选首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拥有很好的社会声誉。统计学院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大连市“三育人”先进集体、

大连市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得到各方面的广泛认可。 

70 余年来，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硕士毕业生 2000 余人，博士毕业生 100余人，为国家输送了大批品学兼优的

专门人才，工作岗位遍及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许多校友成为国务院部委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著名

学者、成功的企业家以及所在部门、单位的业务骨干。 

二、专业简介 

统计学院现设有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国民经济核算二级学科博士点。 

统计学 

统计学专业培养具有扎实宽广的经济学和统计学理论基础，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能力，能够在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现实统计问题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国民经济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扎实宽广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良好的统计学背景，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和教

学能力，能够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家机关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高层次

专业人才。 

三、导师简介 

杨仲山 

杨仲山，经济学博士，教授，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国民核算研究中心主任、统计学一级学科负责人；统

计学、国民经济核算博士生指导教师，统计学博士后合作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全国应用统计专业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商业

统计学会副会长、中国统计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统计学会副会长、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中青年决策咨询专

家组成员等；首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国民经济统计学》负责人、国家一流专业《经济统计学》专业负责人等。 

主要从事经济统计、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比较统计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出版了《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论纲》、

《当代国民经济统计学主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SNA）修订问题研究》、《信息经济测度方法的系统分析》

等多部学术著作，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完成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国家级课题多项。是《统计研究》、《调研

世界》、《财经问题研究》等学术期刊编委。 

王庆石 

王庆石，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在联合国人口基金开罗人口培训中心进修学习人口统计；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管理学院进修金融

统计与金融实证分析。1993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00 年晋升为博士生导师。 

曾主持、参与过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研究工作，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30余篇，曾获 2009 年辽宁省高等教育教

学改革优秀成果一等奖、2013年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优秀成果一等奖和 2014年教育部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

奖。研究方向: 资本市场统计与实证分析。 

王建州 

王建州，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学类高被引学者及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从事大数据处理与分析、金融数学模型、数理统计及人工智能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共发表学术论文 136 篇，并在

多个领域做出了有影响力的研究，近五年发表 SCI 检索论文 110 余篇，其中 SCI（JCR 分区 Q1）检索论文 82 篇。其

中一篇学术论文《A case study on a hybrid wind speed forecasting method using BP neural network》被全球

最大的科技出版社 Elsevier 评为 2013 年度最热点的 25 篇文章之一。十篇学术论文被美国 ISI Web of science 基

本科学指标 ESI列为领域学科的高引用论文(Highly Cited Papers)和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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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成诗 

田成诗，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教授，统计学博士生导师。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入选辽

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大连市首批领军后备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统计、经济统计理论与方法、数据分析与建模、资本市场统计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先后在

《统计研究》、《中国软科学》、《资源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中国人口流动规律、动因及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就业的宏观经济决定机制研究》、《政策事件对中国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等学术专

著多部。主持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其中：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1项（基于增加值率的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首席专

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就业决定机制及动态调控的计量模型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技术的中

国人口流动规律、动因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一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

等奖等科研奖励 20 余项。 

孙玉环 

孙玉环，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教授，统计学博士生导师，统计学院基础统计教学部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

学调查中心博士后，美国密西根大学访问学者，全国工业统计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商业统计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大数据统计分会常务理事，辽宁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财经智库专家，入选 2017 年辽宁省高等

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统计分析、数据分析与建模、社会调查方法。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

和面上项目各 1项，省部级项目 7项，市、校级以及与地方政府合作横向项目近 20 项；出版专著 4 部；在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Ecological Indicators 等 SCI、SSCI收录期刊以及《统计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马晓君 

马晓君，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商业统计学会理事，东北财经大学市场调查分析协会指导老师，

ESI高被引学者。《Energy》、《中国环境科学》、《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匿名审

稿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无形资产统计，信用评级、环境能源统计等。先后在《管理世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统计研究》、《人民日报（理论版）》、《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等杂志发表文章 50 余篇；出版 2 部国家级专著；主持并完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项，省部级项目 8项；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

奖（第五届政府奖）等多项科研奖励。 

邱东（兼职导师） 

邱东，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计学学科评议组成

员（召集人），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国家统计局统计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学科评审组成员，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成果集中于国民经济核算、中国统计改革与发展、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可持续发展、宏观调节与区域发展

等领域。曾主持并完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财政部、欧盟国际

合作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重要科研课题研究近 20 项。 

宋旭光（兼职导师） 

宋旭光，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院长。 

主要从事经济统计与国民核算研究，曾主持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

项目在内的十余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研究。曾在《经济研究》、《统计研究》、《财贸经济》、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50余篇，出版著作 5 部，多次获省部级科研奖励。 

 

联 系 人：冷继侃 

联系电话：0411-84710466 

网 址：http://stat.dufe.edu.cn 

Email：lengjikan@dufe.edu.cn 

 

 

016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一、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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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工程管理学院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创建于 1974 年的东北财经大学基建经济系。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秉

承东北财经大学“博学、济世”的校训，依托学校“培养卓越财经人才”的总体培养目标和定位，作为工程管理和工

程造价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单位，投资工程管理学院已经发展为一个办学特色鲜明、学科优势明显、培养层次

全、经济与管理学科相互融合的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办学单位。学院已形成了专业间相互支撑，学科间相互融合

的本科—硕士—博士等多层次、阶梯型的较为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学院下设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本科专业；

在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下招收工程管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在应用经济学一级博士点和

硕士点下招收国民经济学（投资经济）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同时，学院还具有工程管理硕士（MEM）的

招生资格，招收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MEM。    

学院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省级教学团队和省级教学名师，在经济、管理、工程法律、工程技术等方面具有雄厚

的师资力量。现有专任教师 28人，其中，专任教师中，教授 5人，副教授 13 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3 人，硕士研

究生指导教师 22人。在专业建设方面，工程管理专业，在 2003 年首次通过住建部工程管理专业评估，并在 2008 年、

2013 年和 2018 年三次通过复评；2020 年，工程管理专业入选国家一流专业；2021 年，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入选

国家一流专业。在承担科研项目方面，学院教师近年来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多项重要研究课题。结合当前工程建设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学院组建了 BIM

与建筑工业化、PPP 创新应用与项目策划、房地产营销策划三个学科创新团队，形成了以学科建设为引领、符合行业

发展需求的特色研究方向。 

近年来，学院不断拓展办学空间，开展了广泛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建立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现与美国、香港

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知名大学和在国外有影响力的专业认证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机制，搭建了国际化教学平台。在国

际化合作过程中，与美国普渡大学建筑建设管理学院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搭建了教师互访、学生交流以及留学申请

的国际化平台。学院依托学校学科优势，体现财经院校的经济、管理特色，将工程技术知识与财务知识、法律知识等

知识融会贯通，增加建筑信息化方面的教育，进而提升专业人才培养的附加值。 

二、专业简介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程项目安全治理方向） 

经济建设必须与安全生产协调发展，尽管国家不断强化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但当前的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本

研究方向从管理科学的视角出发，从安全管理的现状入手，以工程建设为背景，分析安全事故发机理，进而探究和阐

释事故发生的原因、演化规律，预防措施和安全培育建议等一系列安全问题。从系统科学、管理科学、组织行为学、

信息技术融合的角度将工程安全管理进行深入拓展和补充，全面实现安全生产，提高我国安全应急管理的响应能力。 

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1）安全行为形成的机理分析；（2）基础设施建设安全韧性的评估；（3）重大安全事

故发生的演化规律和应急管理 

国民经济学（投资经济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经济、管理、法律和金融等基础理论和投资经济

专业知识，具备从事宏观投资理论研究与管理、国际投资理论与管理等领域的高级研究与管理人才。 

开设的主要课程：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政府投资理论、国际投资理论、中西方宏观调控

理论等。 

三、 导师简介 

宁欣 

宁欣，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工程安全治理、可持续建设。1979 年出生于大连。2001 年获得沈阳

建筑大学工民建专业学士学位；2004年获得沈阳建筑大学结构专业硕士学位； 2008年获得香港城市大学工程管理专

业博士学位；2009 年 6 月到东北财经大学工作；2017 年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后出站；获得的人才称号是辽宁省百千万

人才工程“千人”层次，2018 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担任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高等教

育管理分会常务理事、中华建设管理研究会理事、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应急管理专委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工程管理研

究分会 BIM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工程管理研究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委，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Safety Science》等 SCI期刊的审稿人；独立出版英文专著 1 部，主编教材 3

本，以第一作者或是通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十余篇。 

Email:ningxin@dufe.edu.cn 

庞明川 

庞明川，1963 年 7 月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1987 年毕业于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并留校从事科研工作。

1990 年调入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系工作；2003 年 5 月调入东北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从事科研工作；2003 年 11

月调入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工作至今。2008 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国民经济学专业），2014 年被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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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对外投资等。近年来在《财贸经济》、《世界

经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改革》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 50 余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

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经济学年鉴》以及新华社《高管信息》、《经济决策参考》、《人民日报》

（内参）等转载和转摘；出版专著、译著等 9 部；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项目以

及辽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与教育厅一般项目 10 余项，主持和参与完成财政部、教育部、商务部委托项目等多项；获

得各级科研奖励多项。 

Email:pmc2004@dufe.edu.cn 

 

联 系 人：张力弘   

联系电话：0411-84710435 

网    址：http://tz.dufe.edu.cn/ 

Email：dufezlh@dufe.edu.cn 

 

 

018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一、学院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是东北财经大学设立的综合性科研机构。研究院

建立于 2003 年 11 月，其前身是成立于 1975 年的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和 2002 年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

现为财政部共建研究基地、辽宁省重点新型智库、辽宁省高等学校新型智库、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辽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基地及辽宁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基地。 

研究院关注理论创新与政策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 5 年来，在 C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 2019

年以来贡献 8 篇中文 top 期刊论文，共出版专著 20 余部，承担国家级、省级研究课题 50 余项。研究院坚持以“中

国问题”为核心的政策研究导向，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形成了有特色的政策研究品牌。分别为财政部、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民用航空局等中央部委提供有针对性的决策咨询服务，30 余项咨政成果得到国家领

导人和省部级领导批示和采纳，成为国家政策或成为国家相关部门制定政策的重要决策参考。 

研究院拥有一支精干的教学研究队伍，其中，1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荣誉称号；1人入选“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 名辽宁省高等学校攀登学者；1 名“辽宁特聘教授”；1

人入选“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1人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百人层次；6人入选辽宁省高等学

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人入选东北财经大学杰出学者。研究院关注人才培养，不断优化专业课程设置，改革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教学管理规范，教学质量达到较高水平。研究院还积极拓展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与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辽宁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省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等政研机构，以及美国、日本、荷兰、俄罗斯、台湾等国和地区的 10所大学建立了紧密的学术联系和战

略合作关系。 

二、专业及导师简介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是隶属于应用经济学的一个二级学科，是一门从宏观角度研究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及各个

区域间的相互关系的经济学科。主要研究国民经济的空间结构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系。具体研究范围

包括：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政策，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我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经济问

题，工业布局与项目评估及环境保护，中外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比较。它是在经济地理、生产力布局、投资经济和

城市经济学基础上形成的，与国民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密切相关。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而各地区发展不够平衡

的国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区域经济学着力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从事区域经济学的科研、教学、区域规划和管

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齐鹰飞 

齐鹰飞，男，1975 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兼）、

高等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财贸经济》

执行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等学术刊物发表数

十篇论文，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

出版《短期通货膨胀动态：理论和中国实证》《货币政策实施：理论、沿革与现状》等专著、译著近 10 部。主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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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石油价格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交叠影响及其最优货币政策应对：基于全球视角的研究”（批

准号：7157303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企业创新的财政资助政策优化研究：基于融资约束与政

治关联视角”（批准号：15JJD790003）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部分应用研究发表于内参刊物，为政府决

策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借鉴，并得到辽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研究成果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三等奖等奖励。 

Email：qiyingfei@dufe.edu.cn 

张军涛 

张军涛，男，1963 年生，河北省石家庄人，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MPA教育中心主任，东北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现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数

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大连

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辽宁省省级重点学科和“双一流”建设学科带头人，辽宁省教学名师，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

工程百人层次，大连市优秀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管理、城市与区域经济、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其他省部级科学研究项目 20 余项。在《公共管理学报》《地理学报》《地理研究》《经

济地理》《统计研究》《经济学动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90 余篇，出版专著 2 部，主编

或参编教材 10 余部，获得省部级奖励 20 余项。 

Email: jtzhang@dufe.edu.cn 

王伟同 

王伟同，男，1980 年生，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现任东北财经大学经济

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入选兴辽英才青年拔尖人才计划、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辽宁省教育厅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辽宁省高等学校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兼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辽宁省财政学会理事、辽宁省人大

财政经济委员会财经智库专家、辽宁省财政经济 30 人论坛副秘书长及特约研究员，担任《经济研究》、《管理世界》、

《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等期刊外审专家。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公共经济、劳动经济相关研究工作。曾在《中

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贸经济》、《世界经济》、《中国

工业经济》、《财经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经济学动态》、《财政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光明

日报（理论版）》等国家级重点刊物发表论文 40 余篇，在 CNKI 数据库中累计他引 1200 余次，多篇成果被《中国社

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2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3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特别资助项目各 1 项）、世界银行

委托项目、财政部共建联合研究项目（2 项）、辽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辽宁财政科研基金等国家级和省市级研究项

目 3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 2部，荣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政府奖）等各种科研成果奖项 10余项。在政策研

究方面，所撰写内参多次获得财政部和辽宁省主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在学生培养方面，擅长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和

逻辑思考能力，与学生合作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经研究》、《财贸经

济》、《经济学动态》等国内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mail：wangweitong99@sina.com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目前本专业拥有科研人员和教师 25 人，教授（研究员）6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11 人，助理研究员 8 人，全

部拥有博士学位，10 余位教师曾赴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荷兰、新加坡访问研究。研究院多位教师先后入选或荣

获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组部“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辽宁省高等学校攀登学者、“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辽

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人才、大连市领军人才、东北财经大学杰出学者等

荣誉称号。 

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分析、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

公共经济理论前沿、公共经济与政策研究专题、公共经济与政策研究方法等。此外，研究院还与财政部、中国社会科

学院、辽宁省政府研究室、参事室及发展研究中心、大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建立起了长期合作关系，可为研究生

培养提供优质的实训实习基地。本专业学生毕业后适合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机构等部门工作及从

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吕炜 

吕炜，男，1969年 11月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兼任国务院

mailto:wangweitong9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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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编委等。入选中组部“万人计

划”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首批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先后荣获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辽宁省高等学校攀登学

者、辽宁省高等学校攀登学者、辽宁省优秀专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主要研究领域为转轨理论、

财政理论与公共政策，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等 20 余项。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经济

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教育研究》、《财贸经济》、

《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财政研究》、《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等

刊发论文 100 余篇，其中有 30余篇成果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

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刘诗白经济学奖，许毅财经科学奖励基金优秀科研成果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就奖等。 

孙开 

孙开，男，1962 年 1 月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管理。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获得者，获辽宁省优秀专家称号，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中国财政学会理事、辽宁省财政学会副会

长。在国内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教材、译著多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政

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首席专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3 项，主持完成教育部、财政部、霍

英东教育基金会、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辽宁省教育厅等资助的科研课题多项，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奖。 

鲁昕（兼职博导） 

 

联 系 人：刘奕琳 

联系电话：0411-84710510 

传    真：0411-84713165 

网    址：http://academy.dufe.edu.cn 

Email：397286893@qq.com 

 

 

019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一、学院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发改委反垄断研究及人才

培养培训基地。中心立足并建设的产业经济学科于 2002 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再次以优异成绩被评为国家

重点学科。 

中心拥有校内、校外和境外三个层面专兼职研究人员，中心现有校内专职科研人员和教师 19 人，全部拥有博士

学位，副高级职称以上 16 人。中心人员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新世纪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辽宁省特聘教授等荣誉。中心下设“产业组织研究室”、 “竞争政策研究室”、“知识产权研究室”、“能源经济

研究室”等研究机构；设有“产业经济学”、“产业组织学”和“规制经济学”三个博士点及硕士点；设有“应用经

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二、专业简介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应用，是国际公认大有前途的应用经济学科。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发展最活跃、最

精彩的大部分内容集中于产业经济学领域。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主要贡献也是集中于此学科。 

产业组织学  

产业组织学多采用博弈论、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产业内、企业间的竞争与垄断问题， 

包括企业理论，企业定价行为，寡头博弈，研发与创新，产业组织政策等。  

规制经济学  

规制经济学以产业组织学为理论基础，主要采用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计量经济学等研究方法，重点研究电 力、

铁路、电信、自来水、燃气、管网运输等自然垄断领域的经济性规制，以及安全、环保、健康等领域的社会规制。  

三、导师简介  

肖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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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兴志，男，1973 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产业经济学一级学术团体——中国工业经济学

会副会长，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辽宁

省委省政府咨询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与产业政策。  

于左  

于左，男，1973 年生，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辽宁省特聘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竞争政

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产业监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交通运输与基础设施专业委员

会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监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

市科学研究会公用事业改革与监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约理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专

家，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辽宁省政协智库专家，辽宁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财经智库专家，数字辽宁建设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大连市政协智库专家，辽宁省公平竞争审查专家，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

断专家，沈阳市公平竞争审查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理论与竞争政策。  

韩超  

韩超，男，1984 年生，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为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规

制经济研究室主任，东北财经大学“星海青年学者”，中宣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政策、

环境规制与应用微观计量。在《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等期刊发表论

文 2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其他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获得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等多项奖励。担任《产业经济评论》执行编委，担

任《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期刊外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入选辽宁省首批“兴辽英

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于立（兼职导师）  

于立，男，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天津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法律经济分析与政策评价中心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

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竞争政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

曾任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 MBA 教

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理论、竞争政策、法律经济学。  

谢地（兼职导师）  

谢地，男，1963 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辽宁大学首位“辽河学者”。现任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辽宁省省委政府决策咨询委员，辽宁省政协智库专家。兼

任中国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全国马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曾为吉林省教学名师，中共吉林

省委决策咨询委员，吉林省人大立法咨询委员及财经委员会预算工委决策咨询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与政

府规制等。  

张春英（兼职导师）  

张春英，女，1965 年生，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办公厅副处长、处长、副

主任、主任、副秘书长，现任辽宁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辽宁省政策协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学科评审组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与企业理论。  

林平（兼职导师）  

林平，男，1959 年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教授，曾任香港岭南大学终身教授，香港经济

学会会长，香港政府研究资助委员会商学和经济学评审委员，香港电讯上诉委员会委员（特首委任），担任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美国律师协会、亚洲发展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和香港特区政府等众多重要的政经组织的

顾问，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等国际著名期刊审稿人和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产

业组织理论和竞争政策。 

 

联 系 人：李寒窗 

联系电话：0411-84710595 

传    真：0411-84710595  

网    址：http://www.io-base.org 

Email：lihanchuang@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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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尖山街 217号东北财经大学 64 信箱 

邮    编：116025 

 

 

021 应用金融与行为科学学院 

一、学院简介 

作为落实教育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中有关新文科建设的重要举措，东北财经大学于 2019 年 1 月组建成立应

用金融与行为科学学院。学院以金融学为学科内核，以金融大数据、金融科技、智能金融等当代科技为技术支撑，以

心理学、社会学等行为科学为辅翼，将国际先进办学理念与本土现实需求相结合，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

名的应用经济学（金融学）跨学科研究平台，建设成为独具特色、全国知名的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学院现有金融科技系和行为金融系两个教学组织，设应用金融研究中心（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社会

与行为跨学科研究中心、金融科技与金融安全重点实验室等科研组织。学院拥有一支富有朝气、蓬勃向上的高水平师

资队伍。其中，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 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 人入选全国文化名

家暨“四个一批”人才，1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 人受聘辽宁特聘教授，2 人获得“兴辽英才计

划”青年拔尖人才荣誉称号，2人被授予“东北财经大学杰出学者”称号。 

学院拥有完整的本、硕、博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学院现有金融科技和金融学（量化金融实验班）两个本科专业，

金融学（量化金融方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行为经济学、金融学（金融科技方向）博士研究生专业。目前，学

院已有 271名本科毕业生和 119 名硕博研究生毕业生，就业方向为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商业银行、证券

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等。 

学院注重与国内外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美国肯塔基大学、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阿斯博商学

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聘请 3 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外华裔学者作为特聘兼职教授，在科学研究和人才联合培养方

面开展深入合作交流。此外，学院还与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

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建设银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推动

产教融合不断深入和发展。 

二、专业简介 

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发展迅猛的新兴学科，历经数十年已然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学科。行为经济学，顾名思义是

关于“行为”的经济学研究，其结合了各种研究方法，引入和采用了大量心理学研究成果，因而在狭义上被定义为“经

济学”加“心理学”。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三大研究手段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其一是以实验室研究方法为

基础的经济实验，其二是以计算机仿真为基础的社会仿真，其三是以脑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神经经济。脑科学方法

更是成为近二十年间行为经济学领域非常重要的数据获取手段，与行为经济学的另外两大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

革命性的影响。 

现代行为经济学对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不仅出现了行为决策理论、行为博弈论、行为宏观经济

学和行为金融学等相对成熟的行为经济学分支，而且还扩展到劳动经济学、财政学、组织经济学等其他传统领域。行

为经济学是作为实用的经济学，它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现今经

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

不足。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广泛涉及经济学、金融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理论，

正在发展成为新兴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金融学（金融科技方向） 

金融科技因其“金融+科技”的专业内涵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特征。本专业注重经济学与金融学、

统计学、计算机技术尤其是软件编程、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突出现代科技在

金融领域融合应用的教学与研究，培养适应当今金融科技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专业人才。金融科技涉及的技术具有更新

迭代快、跨界、混业等特点，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前沿颠覆性科技与传统金融业务与场景的叠加融合。 

金融的科技化是基本趋势，金融科技将会促进我国金融行业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

金融市场中收集和分析数据将更加容易，并更多地减少信息不对称，基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交易和投资策略可以重

新定义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提升交易速度，促进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提升金融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监管机构

可以更高效地分析、预警和防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随着大数据金融、互联网金融以及区块链技术的普及，金融

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可以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贫困人口以更低成本、更为便捷地获得金融服务，分享更多实实在在的改革

成果，实现民生普惠。 



 

- 61 - 

三、导师简介 

史永东 

史永东，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应用金融与行为科学学院院长，应用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博士后。国家“万人计

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辽宁省优秀专家，辽宁特聘教授，辽宁省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培养计划百人层次、大连市第二批领军人才培养工程。主要研究方向：金融工程、

风险管理、资产定价、债券设计、行为金融和金融科技。 

兼任中国金融学年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理事，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国

际年会常务理事，Review of Behavioral Finance 杂志编委，《金融学季刊》杂志副主编，《投资研究》杂志编委，

《中国证券期货》杂志编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曾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辽宁省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奖二等奖（省政府奖）、辽宁省自然科学成果特等奖，辽宁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证券业协会优

秀课题二等奖、上证联合研究计划优秀成果奖等国家和省市奖励 20多项。 

先后在《经济研究》（3 篇）、《管理世界》（1篇）、《世界经济》（7 篇）和《金融研究》（9 篇）及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SSCI);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SSCI); SIAM J. MATH. ANAL.(SCI)等国内外学术

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多篇，出版专著 6部、译著 2部、教材 2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 3 项（含重大项目 1项、重点项目 1项和面上项目 1项）、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 1项、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 1

项、教育部优秀人才项目 1 项，以及辽宁省创新团队等省级课题 20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热钱流动、资产市场

泡沫及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并入选优秀成果文库和成果要报。 

Email：ydshi@263.net 

王志强 

王志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兼研究生教育中心主任。1986 年 7 月毕业于北

京大学概率统计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94 年 3 月毕业于天津大学技术经济系，获工学硕士学位；2007 年 6 月毕业

于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内蒙古工学院（现为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任教。在东北

财经大学工作期间，先后两次到香港中文大学（CUHK）工商管理学院财务学系进行短期合作研究。 

在《银行与财务杂志》（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荷）、《管理世界》、《世界经济》、《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研究》、《财贸经济》、《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金融学季刊》等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

论文 60余篇，其中“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获 2006 年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

果奖学术论文类一等奖；完成国家级课题 4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为优秀；出版学

术专著 6 部，译著 1 部，其中《中国一体化政策与 MA 模型》获 2006 年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学术著作类二等奖。 

2013年，荣获第九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名师奖，2015年获“辽宁省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Email：wangzhiqiang@dufe.edu.cn 

宗计川 

宗计川，男，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和商学院（泽尔腾实验室），并获

得经济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任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主任、东北财

经大学建设银行普惠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现担任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学会副理事长，Experiment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ehavior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管理科学学报》、《世界经济》、《南开管理评论》、《经济学动态》等多家

国内外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在《世界经济》、《管理科学学报》、《经济学动态》、《中国工业经济》、《中国行

政管理》、《南开管理评论》、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等

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等国家级项目 3 项，提交并刊发

国家级内参报告 15 份。主要研究领域：行为与实验经济学、金融稳定与发展、行为金融。 

Email：zongdufe@163.com 

李凤羽 

李凤羽，男，1980 年出生，辽宁抚顺人，经济学博士、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应用金融与行

为科学学院副院长，美国肯塔基大学国家留学基金公派访问学者（2017.9-2018.9），辽宁省“兴辽英才”青年拔尖

人才、东北财经大学杰出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公司金融、公司治理、金融科技。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

《管理科学学报》、《金融研究》、《财贸经济》、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SSCI)等国内外高水平学

mailto:zongduf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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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其中 2 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独立署名学术专著 2部。作为

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辽宁省“兴辽英才”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大连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

奖二等奖 1项，中国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年会优秀论文奖 2 项，第六届中国金融管理年会最佳论文奖 1项，第一

届香樟金融论坛优秀论文奖 1项。兼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管理与决策科学专委会理事，《管理科学学报》、《金

融研究》、《财贸经济》、《会计研究》等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 

Email：alecfly@sina.com 

 

联 系 人：赵鹏辉 

联系电话：0411-84713020 

网    址：http://afbs.dufe.edu.cn 

Email：phzhao@dufe.edu.cn 

联系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尖山街 217 号东北财经大学应用金融与行为科学学院办公室博学楼 306 室 

邮    编：11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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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博士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学院 联系电话 联系人 电子邮件 

001财政税务学院 0411-84710465 李  馨 csxylx@dufe.edu.cn 

003工商管理学院 0411-84710388 王  强 wangqiang@dufe.edu.cn 

004公共管理学院 0411-84738696 刘  蕊 grad_db@163.com 

005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0411-84713589 宋  佳 songjia@dufe.edu.cn 

006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0411-84713469 刘  伟 liuwei1968@dufe.edu.cn 

009金融学院 0411-84713242 谭永志 dufemfi@126.com 

010经济学院 0411-84711610 项连超 xiang@dufe.edu.cn 

011会计学院 
0411-84738278 

13332272651 
栾  辉 kjxy_kw@dufe.edu.cn 

012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0411-84710473 孙家旭 sthm@dufe.edu.cn 

013马克思主义学院 0411-84710502 王  征 b23100@dufe.edu.cn 

015统计学院 0411-84710466 冷继侃 lengjikan@dufe.edu.cn 

016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0411-84710435 张力弘 dufezlh@dufe.edu.cn 

018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0411-84710510 刘奕琳 397286893@qq.com 

019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0411-84710595 李寒窗 lihanchuang@dufe.edu.cn 

021应用金融与行为科学学院 0411-84713020 赵鹏辉 phzhao@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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