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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始建于 1952年，原名为东北财经学院，由东北财政专门学校、东

北银行专门学校、东北计划统计学院及东北人民大学财政信贷系、会计统计系合并

组建，校址在沈阳。其后，东北商业专科学校、东北合作专科学校，东北人民大学

的工业经济专业和东北工业会计统计专科学校的工业统计、工业会计两个专修科，

并入东北财经学院。1958年，东北财经学院与沈阳师范学院、沈阳俄文专科学校合

并，组建辽宁大学。1959年，原东北财经学院的主体，即计统系与财政系，以及部

门经济专业的一部分教师从辽宁大学迁出，与位于大连的辽宁商学院合并，成立辽

宁财经学院。辽宁财经学院是文革期间全国唯一完整保留的财经类本科高校，1985

年更名为东北财经大学。学校曾由国家高教部、教育部、财政部，东北人民政府和

辽宁省人民政府管理。2012年，东北财经大学成为财政部、教育部、辽宁省人民政

府共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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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人

才培养彰显财经特色，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追求卓越品质，突出引领

作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服务并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

民族乃至人类做出贡献。 

东北财经大学是一所突出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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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大学。学校有全日制在校生近 2万人，其中全

日制本科生 1.2万人；硕士、博士研究生 6000 余人，教职工 2000余人，其中专任

教师 900人；博士生导师 141人，硕士生导师 652人。在教师中，有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人，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 1人，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3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3人，国家“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 3人。 

在现有各学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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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 4 个一级学科入选辽宁省一流学科重点建设

规划项目；在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我校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等传

统优势学科均进入全国同类学科前 13%的行列。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 6 个一级学科为辽宁省重点学科；6 个一级

学科入选辽宁省 77个一流特色学科，其中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

理等 4个学科入选第一层次，占 16个第一层次学科的四分之一，理论经济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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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工程入选第二层次。 

东北财经大学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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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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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 8个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

点，下设 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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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旅游管理、工程管理 15个类别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在 19个领域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五个学科门类中，学校均具有教授职称

评审权；在已设立的博士点中，学校均具有博士生导师遴选权。 

东北财经大学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培养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国际视野，

富有社会责任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卓越财经人才。在研究生教育领域，我校在入

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及获得提名论文数量在全国财经高校中居于前

列。 

东北财经大学坚持“顶天立地”的科研工作方针，十分重视科学研究，注重为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学校现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 个，辽宁省协同

创新中心 1个，省级以上重点研究机构及科研平台 16个（其中辽宁省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 9个，辽宁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2个，省级其他类别重点研究机构 4个），

校级科研机构 33 个，有辽宁省省级创新团队 13 个。出版社是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

位，国家一级出版社。多年来，学校立足科研资源与智力优势，以高水平科研成果

为导向，积极服务地方、区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努力打造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高水平财经智库。自 2009以来，学校连续 6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数

量名列辽宁省高校前列。 

东北财经大学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即开始国际交流，于 1994年启动国际合作办

学，并逐步形成“高标准、国际化”的办学思路。经过二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学校

系统引进国外先进的大学教学管理模式，充分利用校内外和国内外的教学资源，逐

步实现教学语言国际化、教材选用国际化、课程体系国际化、学生来源国际化、教

师资源国际化、教学管理方式国际化，并不断发展实施交换学生项目、师资交换项

目，开发国际合作科研平台，提升国际化办学质量与水平。截至 2015 年 10月，学

校已与世界 20个国家和地区的 102所高等院校、7个国际机构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友



 

- 3 - 

好合作关系；有 1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东财萨里国际学院，开展“留学不出国”

的全日制本科与研究生教育；有 6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开展双校园模式的中外合作

办学；与美国南缅因州大学共建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受院校、

孔子学院奖学金接收院校。 

东北财经大学拥有良好的办学条件。整个校园由主、辅、开发区三个校区构成，

总占地 933.27亩，总建筑面积 44.8万平方米。多年来，东北财经大学因校园恬静、

优美，多次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和大连市人民政府评为“绿化先进单位”、“优秀花

园式单位”；并被大连市人民政府授予“绿色大学”称号和“大连市青山工程建设

绿化先进单位”称号。学校有 25000平方米的图书馆，馆藏中、外文书籍 130万册，

中外期刊 9万余册。设有电化教育中心、网络信息管理中心，拥有电子阅览室和多

个多媒体报告厅、多媒体教学实验室、多媒体语音室。学校还建有卫星地面接收站、

闭路电视系统等现代化教学设施。我校的综合教学楼（之远楼）面积 28000平方米，

国际会议厅可承接大型国际会议。研究生教学楼（博学楼）面积为 16000平方米，

可同时容纳 5000余名研究生上课。 

东北财经大学坚持人才强校、国际化、学科引领、质量提升、特色发展战略，

遵循“博学济世”校训，正向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特色突出的高水平财经大学

的发展目标迈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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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普通招考方式报考博士生的基本条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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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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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我校规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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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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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硕博连读方式报考博士生的基本条件： 

除满足上述第 1、3、4 条规定外，招生对象应是我校已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和

考核，成绩优秀，对学术研究有浓厚兴趣，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的学术型

在学硕士研究生，已参加硕博连读实验班学习并通过中期考核。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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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申请考核方式报考博士生的基本条件： 

除满足上述第 1、3、4 条规定外，申请者须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或为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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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毕业生且可在博士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外语水平、科研能力等达到相应要求；

录取以后须以全脱产方式在校学习（人事档案关系转入我校）。详见《东北财经大

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实施办法（修订）》。 

 

重要注意事项： 

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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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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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信网上查不到学历的往届考生必须取得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获得国外学历学位的考生，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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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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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7月底之前接收录取通知书时

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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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认证报告编号填写在网报信息备注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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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jxl.chsi.com.cn/index.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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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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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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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招生计划 

我校 2018 年博士生只招生一次，计划招生人数 168 人，实际招生人数以教育部

下达的招生计划为准。每位导师的实际招生人数须根据生源情况以及近三年科研项

目情况做适当调整，导师的招生资格审核结果将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校内全职导师原则上每年招生人数不超过 3 人，其中在职博士生不超过 1 人；

http://xjxl.chsi.com.cn/index.action
http://www.chsi.com.cn/xlcx/
http://www.chsi.com.cn/xlrz/


 

- 6 - 

新认定的校内全职导师，第一年招生人数不超过 1 人，5 年内不招收在职博士生；

校外兼职导师每年招生人数不超过 1 人。 

 

四、报名时间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五、报名方式 

2018 年博士生报名采用网上报名系统，具体操作办法见报名系统中的《实施细

则》。网上报名以信誉为基础，请考生如实填写个人报考信息。若发现有弄虚作假

者，我校将在 5 年内不再接受该考生报考。 

报考非定向就业的脱产考生可以直接报名，报考定向就业的在职考生须征得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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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就业不需要调转

考生人事档案，但需要在被录取前与我校、定向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如果考生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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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考类别在报名阶段经考生确认以后，复试录取阶段不得更改。 

本校教职工报名须经学校同意。 

 

考生报名应准备下列材料： 

1．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在网上下载）。 

2．专家推荐书（在网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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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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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准考证

时，审核原件留存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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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时提交）。 

考生应于考试前 2 天持本人有效证件到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报到，研招办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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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报考人员的各项证件原件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考生才能领取准考证。对不符合

条件的考生，不能核发准考证。 

 

六、考试时间 

笔试定于 2018 年 4 月 21-22 日，面试时间于笔试后另行通知。 

 

七、考试地点  

东北财经大学博学楼。 

 

八、考试科目及考试方式 

考试科目： 

1．外国语（含听力）。 

英语听力采用调频接收方式，请考生自备调频收音机，频段为 88.025；小语种

听力考试在多媒体教室进行。 

外国语考试无指定参考书目。 

2．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管理学或公共管理学。 

属于经济学科的专业考经济学；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专业考管理经济学；

属于工商管理学科的专业考管理学；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专业考公共管理学。 

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无指定参考书目； 

管理经济学考试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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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学考试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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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专业课。 

专业课无指定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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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方式： 

考试方式为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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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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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习年限 

非定向就业博士生基本学制为 3 年，定向就业博士生基本学制为 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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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录取类别及学费标准 

录取类别按就业类型分为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种，都需要缴纳学费。非定

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各专业学费标准为 30000 元/3学年，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各专业

学费标准为 40000元/4学年。学费按年度缴纳，每学年 10000元。 

录取类别以考生网上报名时填报的报考类别为准，复试录取阶段不得更改。我

校鼓励考生非定向就业全脱产学习攻读博士学位，限制定向就业在职学习攻读博士

学位的录取比例。 

 

十一、奖助体系 

我校提供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面向非定向全脱产学生）、

助教助研助管三助岗位、国家助学贷款、入学“绿色通道”等各种形式的奖助体系。 

国家奖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0000 元，择优评定。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

每生每年 13000 元，资助对象为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有

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学业奖学金设一、二、三等奖三个等级。一等奖每生每年

15000 元、二等奖每生每年 10000 元、三等奖每生每年 5000 元，获奖比例分别为参

评人数的 20%、30%和 30%。 

 

十二、招生专业、导师及考试科目 

考生在报名时须确定指导教师，入学后由导师或该导师组成的导师组进行指导。

详见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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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单位代码：10173                       地址：大连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116025 

联系部门：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电话：0411-84710347                           联系人：宫胜先、孙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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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蕊莉 

金双华 

周  波 

王振宇 

解学智 

闫  伟 

①英日选一②经济学③财政学  

003 工商管理学院                                                               0411-8471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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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良谋 

黄群慧 

陈仕华 

邱国栋 

孟  韬 

李海舰 

韵  江 

高静美 

佘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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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1．技术创新管理 

高良谋 

邱国栋 

蔡港树 

①英日选一②管理学③技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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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Z2★市场营销 夏春玉 

李怀斌 

汪旭晖 

张  闯 

①英日选一②管理学③流通理论与营销管理 

张闯只招

英语全脱

产考生 

1202Z3★人力资源管理 高良谋 ①英日选一②管理学③人力资源管理  

1202Z5★公司治理 
李维安 

李  斌 
①英语②管理学③公司治理 

李斌还招

日语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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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202 区域经济学 张军涛 

冯云廷 

李富强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区域经济学  

120401 行政管理 赵建国 

张向达 

张军涛 

郭劲光 

史  达 

①英日俄选一②公共管理学③行政管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都本伟 

赵彦志 

王凤玉 

①英语②公共管理学③教育经济与管理 

都本伟还

招日语、俄

语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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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春光

汪寿阳 

朱云龙 

①英语②管理经济学③运筹学基础 
唐加福为 

长江学者 

1201Z1★电子商务 
李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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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阳 

阙澄宇 

王绍媛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世界经济 

王绍媛还

招俄语考

生 

020206 国际贸易学 阙澄宇 

王绍媛 

张照勇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国际贸易学 

王绍媛还

招日语考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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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继肯 

刘士余 

巴曙松 

何德旭 

张远军 

路  妍 

张  奇 

邢天才 

谢  庚 

朱玉辰 

李正强 

王凤海 

王振山 

丁  宁 

戴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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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03 经济史 王  询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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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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04 西方经济学 杜两省 

王玉霞 

王  询 

刘凤芹 

齐鹰飞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外国经济思想史 

王玉霞、刘

凤芹只招

英语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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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日语考

生 

020205☆产业经济学 王玉霞 

王  询 

刘凤芹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产业经济学 
王询还招

日语、俄语

考生 

020207 劳动经济学 王  询 

张抗私 
①英日选一②经济学③劳动经济学 

王询还招

俄语考生 

020209(☆)数量经济学 

1．经济计量分析 

2．金融实证分析 

3．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4．数量金融与风险管理 

5．数理金融与实证金融 

6．微观计量经济分析 

7．计量经济理论与方法 

 

 

王维国 

王庆石 

陈  磊 

王雪标 

佟孟华 

陈  飞 

洪永淼 

石  磊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计量经济学  

011 会计学院                                                                   0411-84710096 

120201☆会计学 

 

方红星 

张先治 

万寿义 

陈  艳 

孙光国 

陈艳利 

常  丽 

刘  行 

刘玉廷 

①英语②管理学③会计学 
陈艳还招

日语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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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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Z1★财务管理 
张先治 

王  满 

姜英兵 

周守华 

①英语②管理学③财务学  

1202Z6★审计学 方红星 ①英语②管理学③审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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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彦君

史  达 

戴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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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吕  炜 

 

都本伟 

顾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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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015 统计学院                                                             0411-84713205 

0202Z2★国民经济核算 蒋  萍 

杨仲山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国民经济核算  

027000 统计学 蒋  萍 

杨仲山 

王建州 

田成诗 

孙玉环 

邱  东 

宋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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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选一②经济学③国民经济学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2．工程项目评价与融资 
 

王立国 

 

①英语②管理经济学③工程项目评价理论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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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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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2Z3★公共经济与公共政

策 

吕  炜 

孙  开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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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205☆产业经济学 肖兴志 

于  左 

于  立 

谢  地 

唐海滨 

张春英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产业经济学  

0202Z4★产业组织学 肖兴志 

于  左 

张昕竹 

林  平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产业组织学  

0202Z5★规制经济学 肖兴志 

于  左 

王俊豪 

①英日俄选一②经济学③规制经济学  

020 社会与行为跨学科研究中心                                             0411-84710633 

0201Z2★行为经济学 汪丁丁 

王志强 
①英语②经济学③行为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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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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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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含：税收学）1996 年被财

政部确定为重点学科，2002 年被辽宁省确定为重点学科；1998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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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专业分别于 2008 年和 2009 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2011 年获首批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授授予权并开始招

生。 

学院致力于深化教学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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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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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30 余项，其他省市级纵向课题 100 余项。公开出版学术专著 30 余部，编著教材 30 余

部，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5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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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203☆财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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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人，其中校内导师 9 人，校外导师 3 人。其中 1 位教师担任中国财政学会常务

理事，1 位教师担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理事长，多人担任辽宁省财政学会理事等社会职

务；1 人入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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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获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百人层次。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世界银行

项目、亚洲开发银行项目、教育部一般项目等 60 余项目，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多位教师曾赴美国、加拿

大、英国、瑞典等访问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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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制度与管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研究、税收理论与政策、财政理论与制

度、公共支出理论与政策。 

三、导师简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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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编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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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

世界银行项目、亚洲开发银行项目等十余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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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研究》、《人民日报》（理论

版）、《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刊发论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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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研究成果被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主办的《成果要报》、

《新华文摘》等摘登，提交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参阅。曾荣获第二届刘诗白经济学奖、辽宁

省社科成就奖、霍英东青年教师奖励基金、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许毅财经科学优秀论文奖等。入选中组部

首批“万人计划”，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首批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受聘为辽宁省攀登学者，大连市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 孙开 

孙开，男，汉族，1962 年 1 月生，山东泗水人，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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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财政学专业并留校任教。1989 年 4 月至 1990 年 4 月，在英国莱斯特大学公共经

济学研究中心做公派访问学者。1994 年 7 月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 年 8

月至 11 月，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经济系做公派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管理。获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为教育部高等学校财政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全国高校财政学教

学研究会副理事长、辽宁省财政学会理事。在《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新华文摘》、《财政研究》、《税

务研究》、《改革》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的专著、教材、译著包括：《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多级

财政体制比较分析》、《公共经济学》（主编）、《地方财政学》（主编）、《财政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主持）、

《公共部门财政管理理论》（合译）、《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共支出研究》（合著）、《财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合

著）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3 项目以及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

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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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张海星 

张海星，女，出生于 196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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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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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财政体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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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问题研究》及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70 余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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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项，主持并完成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2项，辽宁省教育厅人文

社科一般项目 3项，辽宁省财政科研基金项目 2项，其他省、市级课题 2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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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奖励 20 余项。 

1998-1999 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在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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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全国预

算研究会理事，辽宁省财政预算执行分析专家，全国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库成员，《地方财政研究》等杂志匿名评审专

家。 

5. 谷成 

谷成（1975.3-），男，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加拿大卡尔顿大

学博士后（2004-2005），中美富布赖特学者（2013-201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1），辽宁特聘教授（2015），

辽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百人层（2009），大连市优秀专家（2013），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税收政策。近年

来，在《学术月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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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

《国际贸易问题》、《改革》、《财政研究》、《税务研究》、《预测》、《社会科学辑刊》、《经济地理》、《财

经问题研究》等经济管理学刊发表论文 100余篇，多篇成果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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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参考》等全文转载或摘发。《税收那些事儿》、《基于财政分权

的中国财产税改革》、《关税的效应分析与中国关税政策选择》等多部专著由教育部、辽宁省教育厅和大连市政府资

助出版。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项目、美国林肯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

项目等课题 30 余项。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政府奖）二等奖（2008；2012；2016）、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

成果一等奖（2010；2011；2015）、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年会优秀成果一等奖（2009；2011）、大连社科进步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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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奖）特别贡献奖（2014）、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2016）、大连市青年科技奖（2013）、大连市政府特殊津贴（2017）、

东北财经大学“学术成就奖”（2010）等科研奖励 40 余项。现兼任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

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国家留学基金评审专家。 

6. 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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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税务会计师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税收筹划研究会理事，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专家，

全国税务系统廉政教育基地 MOBL 平台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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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三板研究院特聘专家，大企业税收研究所特聘高级研究员，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北京市

场外资本市场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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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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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7 年 7 月留校任教以来，先后任

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有财政理论与实践、收入分配问题、福利经济学、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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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1 项（《基于财政社会学的抑制收入极化系统研究》，11BGL031），

省级课题 8 项；出版专著 2 部（《贫富差距问题研究——财政社会学视角》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 年和《中国财

富非市场归集路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年），主编教材 5 部，并入选省级规划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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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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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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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问题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等报纸

杂志发表论文六十多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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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课题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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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共建项目一项、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项目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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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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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青年项目和面上项目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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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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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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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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现任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任

《地方财政研究》主编、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财政学会副会长（秘书长）。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

员，辽宁省人大预决算审查专家、辽宁省发改规划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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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和区域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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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部，在《财贸经济》、《经济社会体

制比较》、《财政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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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副省级以上领导批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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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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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解学智（兼职导师）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董事长 

12. 闫伟（兼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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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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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硕士点，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 4个本科专业，其中

工商管理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和国家级改革示范专业。 

学院现有专职教师 64 人，其中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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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科技人才 12人，98%

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或正在国内外攻读博士学位，30 多人次曾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拿大毅伟商

学院、日本一桥大学等国际名校任教、留学或访学，教师的平均年龄为 36岁，50%以上的教师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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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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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企业管理学科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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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在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工商管理学科全国聚类排名

第 6 位、真实排名第 12位。，2015年在中国校友会网公布的中国两岸四地大学学科专业排行榜中，工商管理学科入

选六星级学科专业，与北京大学等六所高校并列中国顶尖学科专业名单。在辽宁省教育厅最新组织的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综合评价中，工商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均名列第一，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名列第二，物流管理专业名列第三。 

近 5 年来，学院教师在《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Jurnal of 

Business to Business Marketing》、《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管理科学》等国内外一流学术期刊公开

发表学术论文 600 多篇；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 196 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 2项，教育部重大决



 

- 19 - 

策攻关课题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 41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 16项，国际

合作项目 4项。 

学院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已与英国萨里大学、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日本小樽商科大学、韩国忠南大学建立了紧

密的师生互派和合作研究关系。 

 

专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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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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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工商管理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2008年）和国家级综合改革示范专业（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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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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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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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评价

研究中心发布的专业排名中，该专业本科层次 2008 年即进入全国前 5%强，2012年进一步位居全国第 6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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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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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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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名，居全国财经院校之首。在技术创新管理、知识管理和企业运营管理

等方面有研究特色和领先优势，近 3年承担国家两大基金课题、科技部和教育部课题 10 余项。 

 

导师介绍: 

高良谋 

高良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国家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财政部企业管理学科跨世纪学科带头

人，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 

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管理理论与技术创新。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组织理论与组织治理研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放式创新导向/能力/动态能力与组织学习：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大型企业集团购并后整合管理研究。在《管理世界》、《经济研究》、《哲学研究》、《中国工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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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论文《试行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荣获企业管理学研究国内最高

学术成果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论文类成果奖（2001年）。 

已招收和培养 40 多位博士生，其中包括高等学校教师、政府部门领导和大型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高等学校任

教的中青年教师中, 有多人次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哲学研究》等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晋升为

副教授、教授。特别欢迎具有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史学和理工科学习背景并具有较好的研究素质和潜力、博士毕

业后有志于在高等院校从事管理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报考。 

黄群慧（兼职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经济》主编、《经济管理》主编，兼任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理事长。2009 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3 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14 年入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6 年入选

第二批“万人计划”国家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

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12&ZD085）、《中国制造“2025”的技术路径、产业选择与战略规划研究》（15ZDB14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以及多项省部级重大项目。迄今

为止，已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论文二百余篇，独立撰写、参与撰写著作 30余部，

包括《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研究》、《企业、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比较研究》、《中国工业化蓝皮书》、

《中国工业化进程与安全生产》、《企业家激励约束与国有企业改革》、《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战略》、《管理

科学化与管理学方法论》等等。成果曾获第十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二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专

著奖、第三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论文奖、十四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中

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等。 

李海舰（兼职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长城学者”，工业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后合作导师，所学术

委员、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和所党委委员、所长助理；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主要研

究领域：管理创新、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其新企业观、新经营观、新治理观、新产品观、新战略观、新发展观、新

辩证观、新文化观、管理学的第二系统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2002年 6 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表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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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辽宁省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层次人选，入选东北财经大学“星海青年学者”，东北财经大学“学术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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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持 2 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出 1 部学术专著。近五年来，主要集中于三个主题的研究：一是关于董事联结/高管联结的研究，

相关成果已经发表 5篇《管理世界》论文、1篇《经济研究》论文，出版 1部学术专著，并获得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资助；二是关于并购行为的研究，相关成果已经发表 5篇《管理世界》论文、1篇《经济研究》论文，并获得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三是关于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的研究，相关成果已经发表 1 篇《管理世界》

论文、1篇《经济研究》论文。担任《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匿名审稿人，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通

讯评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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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研究方法》、《公司治理》、《集团治理》等课程。 

Email:shihua9872@163.com 

韵江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中国企业

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东北财经大学企业战略与社会创新研究中心（CCSSI）主任，曾在英国牛津大学进行研修和学

术访问，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与理论建构青年论坛发起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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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校科研处副处长。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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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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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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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项目及青年项目 4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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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管理评论》、《管理学报》、《管理评论》

等多家刊物的审稿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同行评议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组织创新。目前主要侧重中国企业战略变革与过程、高管团队创造力、社会企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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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管理学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和组织理论，对战略变革、

组织变革和新组织发展等问题尤为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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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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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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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已结项，结项成绩为良好）、辽宁省创新团队项目等课

题若干项。 

邮箱：dlgaojingmei@163.com 

佘溪水（兼职导师） 

台湾逢甲大学商学院教授，企业管理博士，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逢甲大学企业管理学系主任，台湾经济部

产咨会中小企业审议会审议委员，台湾国家盘石奖第一阶段评审委员，拥有丰富的战略管理和生产运作经验，在中英

文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 

E-mail:sssher@fcu.edu.tw 

邱国栋 

男，山东潍坊人，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国家软科学研究会理

事，大连市智库专家，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和辽宁省社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自然基金和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议专家。

曾任大连万科管理顾问，之前在外资企业从事中高层经营管理工作 5 年。 

现指导“企业组织研究”和“技术经济与管理”两个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并开设《企业组织理论》、《世界管理

名著选读》和《公司发展战略》等博士课程。 

在《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中国软科学》、《中国管理科学》、《经济学动态》、《经济管理》和

《改革》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当代企业组织研究——管理变革与创新》，在人民出

版社出版《公司发展战略——企业资源与范围》和《基于隔离机制的竞合效应》。在科技创新管理、企业组织创新、

克服组织惰性、国有企业治理、区域创新集聚与知识流动，以及企业间竞合战略理论等领域有良好的研究成果。  

主持承担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两项国家软科学项目，已主持完成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和国家软科学项目各

一项。承担辽宁省社科项目和软科学研究项目等课题十余项，企业课题多项。  

曾在深圳、重庆、长春、青岛、大连和北京等地多次培训企业高层经理，主要讲授《利润来自系统》和《红色管

理》等专题。担任大连市政协委员期间（2002-2013）为大连市提出《为大连科技产业化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建议》

和《关于制定大连品牌发展战略的建议》等十多项提案，其中《关于错时错日上下班制度的建议》获得大连市优秀提

案奖，《为大连科技产业化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建议》已作为大连市建设创新型城市发展规划方案的主要参考。 

联系方式：qiuguodong@dufe.edu.cn 

蔡港树（兼职导师） 

蔡港树博士，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海外院长，上海市“千人计划”专家，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海外杰出青年”项目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是电子商务、多渠道供应链管理、供应链金融等领域。在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和 Marketing Science 等一些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28篇。主持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科研项目 20 余项。荣获堪萨斯州立大学商学院杰出教学和杰出研究奖，多项

圣塔克拉拉大学的院长卓越教学、卓越研究、和卓越服务奖，利威商学院最高影响力教学奖，及利威商学院最高影响

力服务奖。现为期刊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资深副主编、Decision Sciences 副主编。 

李维安（兼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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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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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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春玉 

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校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留学日本一桥大学、北

九州大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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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委省政府及大连市委市政府决策

咨询委员、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中国流通三十人论坛（G30）首批专家等。公开出版《现代商品流通理论与政策》、

《中国流通经济论》（日、韩文版）、《流通结构、竞争与行为》（日文版）、《流通概论》、《现代物流概论》、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当代流通理论——基于日本流通问题的研究》、《中国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研究》等专著、

教材十余部，在《管理世界》、《财贸经济》等国家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机制创新与政策体系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

国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与政府职能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系统性研究》等重

要科研项目 20 余项。曾入选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大连市首批领军人才

等，荣获建国 60 年影响中国流通发展与改革突出成就奖。主要从事流通理论、农产品流通、营销管理、物流管理等

领域的研究。 

电子邮箱：xiachunyu@dufe.edu.cn 

李怀斌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市场学会副

理事长。 

1982 年至今在高校从事市场营销专业教学科研工作，现为博士生讲授《现代营销管理研究》和《营销组织范式

研究》专业课，是辽宁省精品课程《市场营销学》负责人；已出版《企业组织范式研究》、《企业的社会嵌入与营销

创新》和《国家形象话语建构与全球文化嵌入研究》等专著，发表《客户性质新解与客户内部化》、《现代营销的困

境与救赎》和《论共主体营销话语的建构与践行》等论文；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主体国家形象话语及

其全球文化嵌入效应和机理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客户嵌入型企业范式研究》和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增强

国际舞台的“中国声音”研究》等课题；获得“辽宁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首届政府奖）二等奖”和本校“教

学名师”、“优秀教师”、“毕业生心目中最具影响力的恩师”等称号。 

研究领域：营销管理与组织范式；思想产品与全球营销；地区品牌形象话语建构与传播 

联系电话：0411-84712695 ；电子邮箱：huaibinl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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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首批领军后备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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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出版《社会网络视角下的渠道权力结构与策略研究》（2008）、《中

国城市间流通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理论与实证》（2010）、《社会网络嵌入与渠道行为：理论与实证》（2014）学术

专著 3 部，在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SSCI)、Journal of Business-to-Business Marketing(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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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管理科学》、《营销科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80余篇，

其中 20 余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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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主持工作），兼任东北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东北财经大学营销与流通研究

中心主任、《营销科学学报》编委、《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委、英文国际期刊 Journal of Marketing 

Channels编委、中国商业经济学会青年分会副会长、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营销渠道管理与企业间营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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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销渠道关系治理，以及关系营销理论的研究。 

E-mail: zhangchuang@dufe.edu.cn 

汪旭晖 

东北财经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博士后(2005-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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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

领军人才，大连市优秀专家，南丹麦大学访问学者（国家公派）。曾任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现兼任中

国商业经济学会青年分会会长，中国市场学会流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物流学会常务理事，全国贸易经济教学

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流通三十人论坛（G30）青年论坛首批专家，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营销专委会常务理事，中

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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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奖评审专家，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中青年决策咨询专家，大连市人民政府智库特聘专家，《营销科学学报》、

《Journal of Global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JGAMS)》等杂志社编委，大连市青联委员，大连市侨联委员，

大连市高校青年教师联盟副主席等。近年来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家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科研论文

100 余篇，其中 40 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

全文转载；公开出版专著 5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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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

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财政部项目等重要科研项目 30 余项。荣获 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商务部

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三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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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奖二等奖、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建国 60 年影响中国流通发展与改革优秀人物奖、大连市青年科

技奖、大连市社会科学进步奖一等奖、大连市侨界青年之星、大连市十大优秀青年等奖励或荣誉 40 余项。主要从事

市场营销、服务管理、物流管理等领域的研究。 

E-mail: xhwang666@126.com 

个人主页：www.dufe-sba.edu.cn/teachers/wxh 

孟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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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主持工作）。英国萨里大学、美国

霍夫斯特拉大学访问学者，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组织、营销战略、创新战略。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大众生产的组织模式与网络机制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老工业基地的集

群创新战略研究》、全国教育规划课题《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多元化监管与质保体系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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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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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部，主编教材 2部。著作《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退出问题研究》（合著）曾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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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动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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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辽宁省教育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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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箱：mengtao@dufe.edu.cn 

 

联系人：王强，联系电话：0411-84710440 

电子邮箱：wangqiang@dufe.edu.cn，网址:http://www.dufe-sba.edu.cn/Chinese/Default.asp 

 

004 公共管理学院 

一、公共管理学院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是我国最早一批以国家教育部新专业目录“公共管理”为学科发展方向的学院之一。

她是以我校原计划统计系的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城市经济专业及国家工商总局投资建立的工商行政管理专业为基础组

建而成。  

在创建之初，公共管理学院把自身定位于：努力突破传统的培养模式和管理模式，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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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办学经验，开创一条既适应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特点又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之路，培养出具有扎实理论基础，

较高科学研究能力、知识面宽、适应能力强的高级公共管理人才。 

经不懈努力，公共管理学科获得了长足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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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获批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成为全校第六个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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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

（目前，该博士点在行政管理、社会保障两个二级学科招收博士生），拥有区域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两个隶属于应用

经济学一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区域经济学、国民经济学、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教育经济与管理、土地资

源管理、社会学七个硕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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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区域经济学博士点（城市经济方向）是我国最早的两个博士点之一，在城市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一

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2014年 5月，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一级学科进入辽宁省一流特色建设学科第一层次。在 2012

年国家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中，东北财经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名列全国财经院校第 1位，全部参评高校

的第 18 位；MPA 专业学位教育在全国第二批试办院校评估中排名第二。目前，公共管理学院形成了门类齐全、结构

完整的学科体系和教育层次。 

 

二、公共管理学院专业简介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一门从宏观角度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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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系。研究范围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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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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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区域规划

和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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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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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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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士生导师简介 

1．张向达  

男，1964 年 8 月出生，内蒙赤峰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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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收入

分配对财产性犯罪影响分析”。 

E-mail：zxd@dufe.edu.cn 

2．冯云廷 

男，1958年 10月生，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区域经济与城市

管理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出版学术 4 部专著，主持了 10 多个国家、省部级课题，在国内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一

百余篇学术论文。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有：《城市聚集经济---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应用分析》、《城市

公共服务体制：理论探索与实践》、《中国公共事业体制改革研究》、《新型城-区关系研究》等。所撰写的学术论

文中，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一些学术观点

引起了学术界同仁的关注。 

联系电话：13842692330 

通讯地址：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116023 

E-mail： fengyt330@tom.com 

3．张军涛 

张军涛，男，1963年 2 月出生，河北省石家庄市人，理学博士，曾任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MPA教育

中心主任，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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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务理事，中国区域科学学会理事，辽宁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大连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辽宁省省级重点学科负

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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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家委员

会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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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的

空间效应与区域政策工具组合创新”的研究工作。在《地理学报》、《公共管理学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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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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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jtzhang@dufe.edu.cn 

4．都本伟 

都本伟，男，1958 年 1 月生，蒙古族，内蒙古赤峰市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都本伟先后毕业于辽

宁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获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曾任辽宁青年干部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

辽宁省教委副主任、党组成员，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委高校工委委员，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辽

宁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招生考试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辽宁省葫芦

岛市市长、市委书记。2016 年 3月起任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研究方向：教育经济管理、行政管理。 

主要研究成果：先后在《社会学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杂志发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专著：《中美高等教育比较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会出版），《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研究》（中国金融

出版社），《和风细雨集》（作家出版社），《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一生及其历史地位》（东方出版社），《一代枭

雄忽必烈的一生及其历史地位》（东方出版社），《当代西方哲学引论》（辽宁大学出版社）等专著十余部。 

主要社会兼职：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国银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主

任，辽宁省银行业协会会长。 

5．赵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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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彦志，男，1968 年 5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CPA，CFA，曾任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

院长、国际商学院院长，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2004年 9月至 2005年 8 月在英国萨里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任教

育部中外合作办学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院长联席会秘书长、中外合作办学评审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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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组织模式与治理结构、中外合作办

学发展战略及政策、高等教育国际化、民办高校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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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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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教育研究》独立发表的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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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zyzhi@dufe.edu.cn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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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IDRC-CIGI

中国青年学者贫困研究网络成员、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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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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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dl_bright@163.com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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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主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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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归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理事，大连市领军后备人才，大连市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大连市青年

创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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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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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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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兼教学委员会委员。近年来，曾先后在《人民

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经济学动态》、《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管理科学》、《中

国人口科学》、《统计研究》、《财政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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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项，主持并参加省部级课

题 20 余项，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20余项。 

E-mail：4710561@163.com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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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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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现为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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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研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大连市侨界巾帼之星。曾在日本滋贺大

学做过一年教授。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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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部，教材 2部。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出版专著 1 部。 

E-mail: xiaomei90@hotmail.com 

10．李富强（兼职导师） 

男，1957 年 2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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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李汇华（兼职导师） 

李汇华博士，大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998年获得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1998-2005年分别在美国 Wake Forest大学病理学系和美国北卡大学心血管

生物学研究中心做博士后和研究助理，2005-2010 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学系任教授，2010-2014 年在首都医科大

学任教授，2015-至今在大连医科大学工作。近些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获得“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中国侨界创新人才贡献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辽宁省攀登学者等荣誉称号。 

长期从事重大心血管疾病发生机制、慢病及健康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近些年在 Circulation、JCI、Circulation 

Research、Hypertension 等杂志上发表 SCI 论文 90 余篇，其中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论文 54 篇，最高单篇他引 320

余次。目前承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73计划等多个基金项目。担任多个国内外等杂志的编委或审稿

人。在我校的兼职研究领域为医疗保险等方面。 

E-mail: hhli1935@aliyun.com 

12．王凤玉（兼职导师） 

王凤玉，女，1965 年 2 月生，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辽宁省特聘教授，美国密苏里大学兼

职教授，主要从事外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外教育比较研究。 

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借鉴与创新：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成长历程》，《社会变革与教育机构的转型》，译著

《西方教育文化史》，合作出版《中美高等教育比较研究》、《杜威在华教育演讲》等十余部著作，在《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报》等刊物发表论文 50余篇。主持国家一般课题、教育部重点课题及省级课题十余项。 

联系人：刘蕊                电话：0411-84738696 

E-mail：grad_db@163.com     网址：http://spa.dufe.edu.cn/ 

 

005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是在原信息工程学院、电子商务学院和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管理科学专业的基础上合并组建

而成。其中，原信息工程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 1984年 10月的经济信息系，2006年 11月更名为信息工程学院，是东

北地区乃至全国财经类高等院校中成立最早、资格较老的同类院系之一；原电子商务学院成立于 2001 年 4 月，是经

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的电子商务本科教育试点单位之一，也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电子商务专业教育的学院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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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博

士学位授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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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学校经济管理类的骨干学科，学院紧密依托东北财经大学的经济、管理学科优势，建设

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学科。学院目前设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应用

技术、电子商务、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四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管理科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四个本科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现已形成以全日制大学本科、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以辅修专业

教育、在职研究生教育、国内外联合办学为辅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的复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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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人才。  

学院现有专职教师 5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8人（含校外兼职博导 2人），教授 13人，副教授 24 人，讲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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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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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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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辽宁省教指委副主任 2 人。同时，学院聘任 Kumar Subodha、赵先德、党创赢、

张晗、岳晓航、洪韬、庄峻和汪寿阳、朱云龙等该领域海内外杰出学者作为特聘兼职教授或兼职教授。 

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于 2000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获得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下设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工程管理专业硕士四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08 年 3 月被辽宁省

教育厅确定为省级重点学科，2009年 7月被辽宁省教育厅“提升高等学校核心竞争力特色学科建设工程”确定为“高

水平重点学科”，2013年 10月被确定为“辽宁省提升高等学校核心竞争力特色学科建设工程”特色项目立项学科。

2014 年被确定为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特色学科第二层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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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管理与决策等。  

近三年来，本博士点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重点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和面上项目、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课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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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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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为了给博士研究生提供更好的科研、学习环境，学院先后建立运作管理与优化决策、管理科学等实验室，并配套

一流的实验设备、仪器。同时也购买了多套国际主流的软件系统。为了更加浓厚学术氛围，学院每年举办大型学术报

告会十余场，来宾中不乏柴天佑院士、杨善林院士等在学术界有重要地位的专家教授。同时学院也不定期的举办小型

的青年学者沙龙，搭建青年学者、研究生学术交流的平台。  

学院先后与大连商品交易所、文思海辉集团等国内知名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同方软银、大连云工场众

创空间、大连市新华医院等企业合作共建大数据实验室与研究平台，为博士研究生培养平台的建设提供了更加有力的

支撑与保障。 

 

唐加福，1965 年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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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领军人才。 

唐加福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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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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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理事物流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多个

国家级学会常务理事、理事。同时也是建龙钢铁特聘教授，并担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南大学等多所国内知名大学的兼

职教授。曾入选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沈阳市十大杰出青年知识分子

和沈阳市五四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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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编委。 

在科学研究方面，唐加福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并主持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重点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青年科学基金多项，受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教育部科技研究重点项目、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基金等人才计划项目支

持，承担国家“973计划”子项目和企业横向项目等 10 余项。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 

近年来，唐加福教授发表论文 150余篇，其中在《Int. J of Production Research》、《IEEE Transaction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Omega》、《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s Research》、《Fuzzy Sets and 

Systems》、《Transportation Science》等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发表的论文目前已被 SCI 收录 65 篇。在

SCI发表的论文被国外学者发表的论文 SCI他引 700余次。 

出版译著 1部，获得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甲类）二等奖 1 项、辽宁省自然科学成果三等奖 1项。获国家教育部

科技进步二等奖(1999年、排名第二)、辽宁省自然科学三等奖 1 项(2005年、排名第一)。 

专业与研究方向：制造系统生产与物流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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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计划与物流优化调度问题；面向城市的物流配送服务运作管理（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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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配送、快递物流、商业分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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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寿阳（兼职导师），1958 年出生，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1986 年获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

究所“运筹与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现为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包括国际著名期刊 Energy Economics 等在内的 15种国外学术

期刊的主编、执行主编、副主编或编委和8种国内重要期刊的主编、执行主编或编委。作为客座主编为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等 12 种国际期刊主编出版了专卷或专辑。兼任/曾任国际知识与系统科学学会理事长、中

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专家、国家人事部“全国博士后专家管理委员会”委员、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咨询委员会委员等。兼任海内外 20多所知名大学的兼职教授或名誉教授。 

汪寿阳在金融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对策与冲突分析、预测方法与技术等领域做出了一批得到国际同行高度

好评和政府有关决策部门高度重视的研究工作。独立与合作出版专著 32部（包括在国外出版英文专著 15部），在国

际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其中 SCI/SSCI 收录 258 篇，SCI/SSCI 引用 3500 余篇次。向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

提交政策研究报告 160 余篇（其中 80 余篇得到中数据和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不少政策建议被政府所采

纳。部分研究成果获得省部委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4次、二等奖 6次、三等奖 3次，还先后获得 Scott 

Award、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中国青年科技奖等国内外重要奖励。 

汪寿阳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成绩突出，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中先后有 4 人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奖，4 人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6 人获得了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8 人获得了国家博士后

基金特别奖励。他本人多次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授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 

联系邮箱：sywang@amss.ac.cn 

专业与研究方向：投资决策分析、风险管理、金融预测 

 

朱云龙（兼职导师），男，博士，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兼职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科技部制造业

信息化科技工程总体专家组成员，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信息

与控制》杂志编委。近二十年来一直从事供应链与现代物流网络规划、生产计划与调度优化以及基于生物行为的群智

能方法等领域的基础理论与工程应用研究。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面上基金/重点基金 4 项，国家 863/CIMS应用基础

研究和重点项目 6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项，承担的企业合作项目 10余项。近 10 年发表论文 200余篇，其中国际

英文学术期刊 30余篇，被 SCI 收录 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3本。获辽宁省科技成果一等奖 1项，辽宁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 1项，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中科院院地合作先进个人二等奖 1项、沈阳市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同时，

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了科技部：“十一•五制造业信息化工程可行性论证”、“十一•五 RFID 技术与应用可行性论证”

以及“十•二五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可行性论证”等工作。  

专业研究方向： 

企业信息系统集成与协同优化技术：研究互联网环境下的企业业务协同模式、知识表达、知识管理、多业务协同

优化与信息集成技术，支持多业务系统的信息共享与协同决策。  

物联网与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研究物联网环境下信息的感知与交互技术、基于行为的感应网络与服务计算技术、

面向上下文的智能语义处理技术和群体智能优化技术。  

联系邮箱：ylzhu@sia.cn 

 

刘德海，1974 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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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常务委员；高等教育管理分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

员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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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ywang@amss.ac.cn
mailto:ylzhu@s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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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认定重要期刊论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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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项，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博士后基金等省部级课题 10余项。指导研究生分别获得 2012年、2015

年、2016年辽宁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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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生，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服务系统工程分会理事（Service System 

Engineering Department）、中国双法青年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曾任日本东京都市大学客员准教授、美国圣塔克拉

拉大学 Leavey 商学院访问学者、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与系统工程研究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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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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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复用模式

与智能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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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篇。 

邮箱 wuzhiqiao@dufe.edu.cn 

专业与研究方向：服务运作与供应链管理 

服务运作与供应链管理是当今供应链管理研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中税收有效供应链（Tax-efficient supply 

chain）是其研究热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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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春光，女，1977年生。管理学博士学位，博士生导师。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商学院联合培养博

士，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清华大学博士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多篇，其中以第

一作者发表在 IJPE、IJPR、ANOR、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等九个 SCI、SSCI 检索的国际知名管科类期刊 21篇（不重复计算），其中 ESI高引检索 2 篇， Google 引用

1400 余次，SCI、SSCI 他引 256 次（引用数全部为近 5 年）。2014~2016 连续三年被 Elsevier 集团评为工业和制造

工程领域“中国高被引学者”。（最年轻的两个学者之一）。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项（后评估为“特优”），面上项目 2项，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2项，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项。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项目 1项，辽宁省“百千万人

才工程”千人层次。已出版中文专著《可持续供应商管理的决策研究》与《绿色供应商管理的关键问题研究》2部；

出版英文合著 5部，全部被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出版。 

邮箱 chunguang.bai@dufe.edu.cn 

专业与研究方向：可持续供应链管理领域应用性、实践性非常强，不仅能有效地促使最新供应链管理创新成果的

大量诞生，而且还能通过一定的机制使其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利用各类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优势大力开展社会

服务，持续有效地提高企业节能环保水平、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善环境质量、提高社会责任素质以及为国际竞争力做

出直接的贡献。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1)基于环境投入的可持续供应链协作研究，(2)物流与逆向物流运作管理研究，

(3)供应链环保风险管理研究 

 

李洪心，女，博士，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教

mailto:����wuzhiqiao@duf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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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电子商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移动商务专家咨询委员会

专家组专家，国家公派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访问学者。一直从事利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应用于社会

经济系统的教学与科研。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电子商务、现代服务、经济系统建模与仿真。主持并完成国家和省部级

项目 10 余项。研究成果曾获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两项、以及商务部一等奖一项。 

近年来,出版著作与教材 20 余部，其中 6 部教材被评为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 部教材被评为 “十

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出版的著作获辽宁省自然（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 7 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文集公

开发表科研论文 90 余篇，其中有 17 篇论文获省级以上优秀论文奖。2006 年，被中国信息协会评为“中国信息化

百名学术带头人”，同年，被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高等院校工作委员会评为“中国电子商务名师”，2010 年获评大连

市优秀专家。 

联系邮箱：hongxinli100@126.com。 

专业与研究方向：电子商务 

主要从事电子商务理论、电子商务管理，以及电子商务技术应用的研究。包括电子商务环境下管理理论与方法研

究、电子商务环境下信息系统应用与研究，电子商务系统推荐模型的研究、电子商务系统安全访问控制的研究，网络

消费者行为的研究、电子商务的运行环境与保障体系研究，电子商务环境下协同供应链优化的研究，人口老龄化与老

年服务业发展研究，以及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与仿真研究。 

 

朱志国，1977 年生，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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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辽宁省杰出

青年学者成长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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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志国博士长期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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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Physica A》、《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formationSystems》、《中国管理科学》、《情报学报》（SSCI/SCI/EI以及国家自然基金委管理

科学部认定的 A类期刊）期刊上论文 20 余篇。 

邮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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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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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当前的大数据和 AI 时代，使得电子商务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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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的客户价值挖掘、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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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2）电子商务用户个性化推荐；

（3）智能营销建模与精准营销扩散。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站：http://smse.dufe.edu.cn 

联系电话：0411-84713589 

联系人：王老师 

E-mail：whduf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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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五十多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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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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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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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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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经济与贸易专业为辽宁省示范专业，国际贸易学、世界经济专业为辽宁省重点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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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项，部省级课题 18项；出版学术著作 25 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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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余篇。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 4 人 。 

 

（二）专业介绍 

●0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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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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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坚实国际经济理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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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介绍： 

李东阳，男，1956年 12月生，汉族，陕西清涧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1982 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基建

财务信用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8 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2 年毕业

于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李东阳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投资与经济发展、投资项目经济评价、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等，著有《国际直

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国际投资学》等专著和教材，在《世界经济》、《财政研究》、《中国软科学》、《经济社

会体制比较》、《投资研究》、《改革》、《九州国际大学学报》（日文）、《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刊物发表论

文数十篇。李东阳教授近年来主持的研究项目主要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

大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2 项、财政部“九五”规划项目 2项、国家科技部项目 1 项、辽宁省社科规划

基金项目 2项、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项、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5项、辽宁省社科“九五”规划项目 1项等。 

阙澄宇，女，1962 年 8 月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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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全球金融治理与区域经济合作”带头人，东北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学科带头人。 

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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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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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人民币国际化、美国金融霸权与全球金融治理、汇率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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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项，在《经济研究》、

《Harvard Asia Quarterly》、《财贸经济》、《国际金融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出版专著、译著 5

部，主编和主审教材 10 余部。部分研究成果相继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等全文转载，被

大连市政府相关部门采纳应用，并获商务部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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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ciet@dufe.edu.cn 

张照勇（兼职导师），男，1982年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经济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86年和 1987 年分别获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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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鲁汶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MBA 和 MA学位，1991年获得鲁汶大学经济学博士(PhD)学位；专业

为国际经济学。 

张照勇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东亚经济和货币整合、金融市场整合、经济成长模型、以及中国和

东亚货币汇率体系等。1991 年至 2004年就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任经济学副教授和过渡经济研究中心(CSTE)

主任；2004-2006 年任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学大学院经济与金融教授；2005-2006年作为客座教授加入澳大利亚伊迪斯-

考汶大学(Edith Cowan University)。目前是伊迪斯-考汶大学经济与金融学终身教授(美国体制)和亚洲商务研究中

心(ABORG)主任,并为经合组织(OECD)中国经济顾问以及加拿大 IDRC and 德国 Hanns Seidel Foundation 顾问。连续

五年被收录在美国全球名人录 (Who’s Who in the World)；作为学术期刊特约编辑为著名国际杂志The World Economy,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等编辑出版过 5 期特刊。 

目前为止，张照勇教授已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 50 多篇论文，包括 Applied Economics, World Development，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the World Economy,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Economic Modelling，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Journal of Wealth Management，Open Economies Review 等，并出版一

部专著和近 40 篇学术论文。 

 

联系人：刘伟，电话：0411-84713469，邮箱：liuwei1968@dufe.edu.cn 

网址：http://ciet.dufe.edu.cn 

 

009 金融学院 

（一）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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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硕士专业（含专业硕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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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人，其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 18，博士生导师 22人（含兼职）、硕士生导师 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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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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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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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

连商品交易所、大连银行合作培养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与“一行三会”、各类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保险公

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建立实习实践基地，合作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二）专业介绍 

金融学 

下设 6 个研究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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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人，讲师 7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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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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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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副教授 3人，讲师 5人，其中，博

士生导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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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副教授 4人，讲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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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士余，男，清华大学技术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金融机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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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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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庚，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金融监管、财政金融、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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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凤海，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金融期货、资本市场、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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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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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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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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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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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校内导师 

林继肯 

林继肯，男，汉族，1930 年 5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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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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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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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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期货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基地主任，辽宁省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是金融学、保险学国家级特色专业负责人、国家级金

融学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负责人、“十二五”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负责人、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国家级精品课

程主讲人；曾获教育部评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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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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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员；中国金融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

长、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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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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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山 

王振山教授：男，1964 年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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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处处长等职。

曾先后获得辽宁省优秀博士论文、大连市优秀教师、大连市劳动模范、东北财经大学首届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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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金融管理方向的科学研究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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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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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路妍教授                                           

路妍，女，1964 年 4 月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科国际金融研究方向学术带

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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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路易斯分校商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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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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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余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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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金融业对外开放与国际化问题研究》课题荣获 2006 年辽宁省首届政府奖三等奖。2000

年被选入《中国专家大辞典》中。E-mail：ly107233@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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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ly107233@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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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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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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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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永东 

史永东，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辽宁省特聘教授，东北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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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2006 年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培养计划百人层次入选者，辽宁省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创新团队首席专

家。主要研究方向：金融工程、资本市场、行为金融、资产定价、微观结构和债券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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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金融学季刊》杂志副主编，《投资研究》杂志编委。曾获全国百篇优

秀博士论文提名奖、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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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金融研究》以及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和 Chaos, Solitons 

& Fractals等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80多篇，出版专著 5部、译著 2部、教材 1 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4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项（含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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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课题 20 多项。牵头组织实施了横向课题 10 多项，其中包括深圳

证券交易所研究项目、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研究项目、财政部项目、人民银行项目和证监会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突出。 

丁宁 

丁宁，女，1973 年 6 月生，经济学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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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国家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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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美国密苏里大学商学

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1年，期间被聘为客座教授，为其研究生全英文讲授金融专业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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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6 篇，SSCI 检索论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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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独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累

计独立主持省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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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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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持人，2016 年获第二届全

国金融硕士教学案例大赛奖；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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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其中一项获辽宁省“十二五”规划优秀中期成果二等奖。 

 

联系电话：0411-84713242，传真：0411-84713242，联系人：谭永志 

电子邮箱：dufemfi@126.com，学院网址：http://sf.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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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有教师 51 人，全部拥有博士学位，具有教授职称的 19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5 人。这支队伍中，有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4人，全国模范教师 1人，辽宁省优秀教师 2人，辽宁省特聘教授 3 人，财政部学科带头人 3 人，中国

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1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1 人，辽宁省教学名师 1 人。 

学院包含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经过二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学院的学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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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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学管理，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大力推进现代

化教学手段。“计量经济学”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经济计量分析类课程教学团队被评为国

家优秀教学团队，多项国家级或省级教学成果获奖，多名教师被省、市及学校授予“教学名师”称号。近 5年来科研

成果丰硕，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省部委等科研项目 90余项；出版了 40 部高水平

学术著作；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统计研究》、《中国人

口科学》、《世界经济》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 500余篇；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省级教学成果奖、省哲

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奖、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等国家级，省市各类奖励 90 余项。 

经济学院现已为社会培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70 人，硕士研究生 1009 人，本科生 489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85 人，硕士研究生 253 人，本科生 114 人。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始终保持 90％以上，连续位居学校各院系就业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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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方法论是对经济学方法进行理论探讨而形成的一门学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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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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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方向的毕业生既能从事经济学或哲学方面

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能从事与经济或哲学方面相关的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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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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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流行的经济理论以根据这些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西方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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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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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实现充分就业，保

证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的条件、机制和手段。比较计划经济的运行，分析它的长短优劣与局限，有利于建立学生的理

性思维、提高其科学决策的能力，为今后的学习奠定坚实的经济学基础。 

本专业与国外多所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建立了经常性学术联系，在学生培养、项目研究、互派访问学者等方面进

行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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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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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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经济学是研究现实市场（产业）上企业之间的相互垄断和竞争关系的一个经济学应用学科，是国际公认大有

前途的应用经济学科，一直对西方国家产业组织政策的制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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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主要贡献也是集中于此。市场经济微观

基础的构建离不开产业经济学。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越显重要。学习产业经

济学，有助于充分发挥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优势，夯实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产业经济学是一个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学科，学生就业范围十分广泛，适合于在政府部门、各专业产业的管理部门

以及企业中就业，也适合于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从事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是我校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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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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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劳动经济学专业创建于 1997 年，在短短的发展过程中，劳动经济学专业已经积累了雄

厚的师资力量和科研实力。目前，主要致力于培养高级理论与人力资源管理人才，注重将理论与现实的呼应，努力适

应市场的需要，所培养人才现实适应性强，工作表现较为突出，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社会反响良好。在治学与科研

工作中严谨、务实，随着师资力量的进一步充实和学术经验的积累，劳动经济学科将会取得更大的扩展空间。 

劳动经济学专业近年来通过对课程体系的逐步完善，努力使理论与现实密切结合，造就研究与管理相融的复合型

人才，所输送的人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且创造了突出的业绩。成为单位的管理中间和骨干员工。本专业将结合毕业

同学的反馈，不断完善与更新课程体系，从经济学与管理理论中吸收具有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企业特征

与发展阶段，向同学提供可扩展性的知识与思考问题的方法。力图使同学学有所思、学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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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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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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下设五个研究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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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东北财经大学、辽宁省省属高校人文社科学科

首次获此殊荣，省教育厅、省政府学位委员会对东北财经大学进行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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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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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原副理事长，辽宁省

数量经济学会原常务副会长，中国预测研究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双法）高等教育管理分会原理事长，担任《数量经济技术经济》、《中国管理科学》、

《系统工程与实践》、《财经问题研究》等期刊编委。获得全国模范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辽宁省百千万人才

百人层次人选，财政部学科带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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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及宏观经济计量分析。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

人口科学》、《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统计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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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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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的计量经济学课程

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带领的“计量经济分析类课程教学团队为国家级教学团队，带领的“宏观经济系统优化分析、

动态监测与政策评价”被确定为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现招收数量经济学和人口、资源与环境两个专业的博士研

究生，已毕业博士研究生 30 余人。 

Email: wwguo@dufe.edu.cn 

王询 

王询，辽宁开原人。教授，1998 年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分别于 1982 年和 1985 年在吉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

硕士学位。1993 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

师。王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学理论、劳动组织与劳动力流动问题以及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形式的影响等。王询

教授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中国经济史（古代、近现代）、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劳动经济学专题研究、产业经济学专

题、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等。 

王庆石 

王庆石，男， 1961 年生，辽宁省辽阳县人，教授，2000 年评为博士生导师。1983 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计统

系统计学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6年研究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计统系统计学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

年研究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计统系统计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9年 1月至 1990年 2月，在联合国人口基金开罗人口培训中心进修学习人口统计；1999 年 1月至 1999年 12

月，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管理学院进修金融统计。1993 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6

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00 年晋升为数量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1994 年-1999 年任东北财经大学计统系副主任，2000 年-2002 年任东北财经大学数量经济系主任。自 2002 年 8

月起任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多次主持、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研究工作，其主持的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化商务

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课题荣获 2009 年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优秀成果一等奖，“本科层次卓越国际化金融

和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课题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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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经济（金融实证分析） 

联系方式：wqshi@dufe.edu.cn 

王雪标 

王雪标，男，曾分别获理学学士、理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学位，2008 年评为博士生导师。国家公派英国伯明翰

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2005.3-2006.3）。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数量经济学科学术方向带头人，兼任中国优选法统

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教育分会秘书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辽宁省数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https://wx.qq.com/cgi-bin/mmwebwx-bin/webwxcheckurl?requrl=http%3A%2F%2Fwwguo%40dufe.edu.cn&skey=%40crypt_470a007a_2e94e1b5c95aa88d587dc17e062865f8&deviceid=e017321774740536&pass_ticket=v984ZIGQRTuoM%252B17UsQheuZJYZ97d7AAV%252FisUBKFhSx65oKQHbQN1CERzjxRiRRH&opcode=2&scene=1&username=@31d1c7596641657b0803b2ebccdf4b635fc9a60606f2596373b5f8627bb2b2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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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数量金融与风险管理。对非平稳时间序列统计量及拟单位根过程的大样本

性质获得了渐近正态性，从而为其假设检验及功效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在一般条件下，获得了分布函数分位

数估计并证明了估计量的渐近正态性，从而为分位点估计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统计方法。利用随机动态优化理论、随机

分析工具，对不完善资本市场的政策、利率及风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正确认识不完善资本市场的利率传导机

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等 10 余项，其中主持完成的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防范金融危机的 MA 模型与一体化政策、汇率制度研究”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为优秀项

目。撰写了《随机增长模型下的政策与风险研究》等 3 部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

中有 EI、ISTP 检索）。 

Email：xuebwang@163.com 

王玉霞 

王玉霞，内蒙通辽市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2004 年评为博士生导师。西方经济学教学

部主任，近年来撰写专著三部，论文百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经济观察》、等报刊上的

经济随笔被全国十几家报刊转载，得到张五常、黄有光、梁小民等海内外著名经济学家的关注与好评。世界著名经济

学家张五常教授推荐香港出版的王玉霞教授撰写的《生活在经济中》（香港花千树出版社 2003.7 出版），并为其做

序，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生活在经济中》，已经重印了五次，在经济学界被称作“婉约派”。王玉霞教授长期致力

于长期经济学教学工作，其讲授严谨、认真、生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她的课堂人满为患，同学需要提前 2个多小

时去占座。学生在网上评价：“不听王玉霞教师的课，等于没上东北财经大学”。王玉霞多次在校级教学大奖赛中获

奖，2001 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03年、2006年连续两届被评为东北财经大学教学名师。2004 年被评为大连市优秀教

师，2005 年被评为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生心目中最有影响力的恩师，2008 年被评为东北财经大学师德模范。目前，兼

任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客座教授。 

齐鹰飞 

齐鹰飞，男，1975 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

务理事，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大连市领军人才，获霍英东教育基金青年

教师奖。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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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融资约束与政治关联视角”（批准号：15JJD790003）、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

实证研究”（批准号：10YJA790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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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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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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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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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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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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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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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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项省级课题。现在，负责辽宁省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大研究方向立项《习近平治

国理政经济战略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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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全国经济哲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学科组专家、辽宁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辽宁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副

会长、大连哲学研究基地主任、大连市哲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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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数量经济系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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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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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主持完成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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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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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主持

国家级课题 1 项、省级课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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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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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学报》（日文）等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近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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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孟华 

佟孟华，女，1965 年生，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2013年评为博士生导师。1986年 6月毕业于吉林大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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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98 年 6月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6年 12月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数量

经济学专业，获数量经济学博士学位。2007年至 2009 年进入吉林大学商学院的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15

年国家公派到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罗宾逊商学院做访问学者。兼任辽宁省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优选法统筹法

与经济数学研究会高等教育分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数理金融与实证金融。近年来，主要从事资本市场流动性溢价与资产定价以及股指期货的定价机

制、金融机构的系统相关性、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大数据网络模型的优化、融资融券的波动性与流动性以及融资融

券保证金设置比例等问题的研究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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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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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学术杂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发表论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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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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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tongmenghua@dufe.edu.cn 

陈磊 

陈磊，男，1963年 2 月出生。经济学院教授，2008年评为博士生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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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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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辽宁

省数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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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以来三次获大连市委、市政府颁发的“优秀专家”称号。2012 年入选辽宁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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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负责主持 1 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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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期刊和《经济蓝皮书》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独立或参与撰写专著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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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次。已培养研究生 40余人。 

电子信箱：chenlei@dufe.edu.cn 

杜两省 

杜两省，1958 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1997 年评为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和西方

新政治经济学。 

杜两省于 1987 年和 1995 年分别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1—1992 年赴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经

济系访学，1994 年赴世界银行经济发展研究局编写宏观经济管理培训教材。先后在《Social 

Sciences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出版专

著《有效经济增长与投资方式变革》和《投资与经济增长》；参与完成“六五”国家经济学科重点科研课题，主持完

成 199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教委优秀年轻教师基金项目，国家软

科学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的研究；目前正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以激励创新为目标的国家科

技经费投入结构与模式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风险分析、激励机制和控制系统》的

研究。 

1996 年被评为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1997 年获东北财经大学优秀教学一等奖，享受大连市政府特殊津贴和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 年获东北财经大学中青年教师教学大奖赛一等奖，2001 年获大连市优秀教师称号，获辽

宁省第六届社会科学省级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获辽宁省第六届社会科学省级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是辽宁省“百千

万工程”百人层次人选。 

洪永淼 

洪永淼（兼职导师），1964年出生，1985年获厦门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1988年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培训中心”和厦门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1993 年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经

济学系，师从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夫.格兰杰（Clive Granger）爵士和赫柏特.怀特（Halbert White）

教授，获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和统计学系终身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

研究院院长、首批"千人计划"入选者、厦门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洪永淼曾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主持人,并于 2009 年至 2010 年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目前洪永淼为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交

通大学等科研院校兼职教授.此外还担任或担任过《计量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Econometrics)、《计量经济学理

论》(Econometric Theory)等期刊副主编、北京大学《经济学〈季刊〉》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学报》联

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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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淼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计量经济学理论、金融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及应用，在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

用计量经济学方面处于国际前沿，有重要影响，在国际顶尖计量经济学、经济学、金融学与统计学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获得 2006年度“Tjalling C. Koopmans 经济计量学奖”和 2010年国际计量经济学权威期刊 Econometric Theory

颁发的“Econometrics Multa Scripsit Award”。 

石磊 

石磊（兼职导师），男，云南大理人，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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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统计与计量经济研究所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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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统计，应用统计，计量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外统计学期刊发表论

文 60 余篇，出版专著 5 部。主持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云南省科委科学基金两项；

参与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项、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六项。曾任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第六、七届理事，现任

中国现场统计学会理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统计学会副会长，云南省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云南省应

用统计专业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获第七届霍英东高校优秀青年教师一等奖，云南省首届挑战杯十大杰出科技标兵

称号，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云南省教学名师，云南省名师工作室，云南省教育功勋奖。 

 

联系电话、传真：0411-84713201、0411-84711610、0411-84711669（传真） 

联系人：李兆丹，网址：http://www.econ.dufe.edu.cn/，电子邮箱：lizhaodan@dufe.edu.cn 

 

011 会计学院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于 1995年 12月经财政部批准成立，是全国第一家高等院校下设的会计学院，目前是我校

最大的教学单位之一。截至 2017 年 10 月 1 日，学院共有在校本科生 1223 人，在校硕士生 794 人，在校博士生 179

人。 

会计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学院下设会计学系、财务管理系、审计学系和资产评估系等教学单位和研究生教育中

心，设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德管理控制研究中心、日韩会计研究所、资产评

估中心和会计信息化实验室（辽宁省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 

会计学院学科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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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招收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种类型的研究生，其中，学术型研究生包括：会计学和财务管理两个专业的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及审计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应用型研究生包括：会计硕士（MPAcc）、审计硕士（MAud）

和资产评估硕士（MV）。 

会计学院共招收三个教育部目录内本科专业：会计学专业（专业代码：120203K）、财务管理专业（120204）、

资产评估专业（120208）。其中，在会计学专业下设注册会计师（CPA）方向、国际会计 ACCA 方向、国际会计 CPA方

向，这些专业和方向的设置，完全体现了“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培养多样化规格学生”的理念，能够充分适应本科

学生分别选择就业、考研和出国深造等不同的毕业去向，有助于大批“高素质、国际化、应用型”财会专业人才的培

养。 

会计学院师资力量完备，结构整齐，教学科研实力雄厚。截至 2017 年 10 月 1 日，共有 72 名全职教师，3 名专

职研究员，其中：教授（研究员）27人，副教授（副研究员）23人，博士生导师 12 人。其中兼职博士生导师（教授）

2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4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2人，省级教学名师 5 人；“辽宁特聘教授”获得者 2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2人；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 8人。 

会计学院一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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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学院有 5 门本科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我校会计学科是国内目

前获得国家级精品课程门数最多的单个学科之一），另外还有 3门由学院教师主持的网络和职业技术教育课程被评为

国家级精品课程，8 门课程被评为辽宁省精品课程；5 门本科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 门课程被评为

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学院共完成 6门国家级专业网络课程资源的建设，其中包括教育部“新世纪网络课程资源建设

项目”中的 5 门会计学专业课程（这使得我校成为开发同类项目门数最多的财经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一流，已实现

了多媒体全方位教学资源、精品课程与案例教学配套、小班型情景模拟式教学、国际化教材对接、中外文双语授课、

校内外双导师、课内理论与课外实践双课堂等一系列教学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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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会计呈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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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会计学院教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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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财政部等国家级科研课题 40 多项；在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审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

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数十部，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在全国同类学校中位居前列。 

 

博士生导师简介： 

会计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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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与公司治理研究、财务会计理论研究、高级计量经

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财务会计专题研究、经典文献选读等。 

万寿义，男，1955年 9月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82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会计学）学士学位，1989

年获经济学（会计学）硕士学位，2000 年获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学位。曾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现任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成

本管理》课程主讲教师。曾任中信证券、森远股份、大连国际、营口港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曾任中国商业会计学

会理事、中国商业会计学会大学部常务副主任、财政部会计资格考试出题专家。主要研究方向是成本会计、财务会计

等领域，著有《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研究》、《租赁会计》等专著，主编《成本会计学》、《成本管理》、《中级财务

会计教程》等教材、工具书等 40 余部。近几年先后在《会计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关成本会计、财务会计等方

面的学术论文 80 余篇。多次出席国内学术团体、高等院校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宣读学术论文，有的论文被

收入会议论文集。主持教育部、财政部、辽宁省等有关部门的多项科研课题。曾到台湾东吴大学、韩国中南大学、俄

罗斯莫斯科大学、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等多所学校进行学术交流，并在相关会议上宣读学术论文，近几年多次到香港大

学讲学。在成本会计、财务会计等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方红星，男，1972 年 7 月生于湖北省。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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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篇，《会计研究》、《金融研究》、《审计研究》等中文 CSSCI 来源期

刊论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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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项、国家级及省级教学成果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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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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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本研究会、中国金融会计学会、中国农业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审计学会理事，

辽宁省会计学会副会长，多家中外学术期刊编委等。近年来入选中宣部首批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学术带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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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hxfang@dufe.edu.cn。 

张先治，会计学与财务学教授，国家二级教授，经济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兼中德管理控制研究中

心主任。曾作为高级研究学者留学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留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主要兼职：中国财务学年会共同主席、辽宁省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大连市企业财务研究会会长；大连理工大学、

台湾东吴大学等近十所高校兼职教授；《会计研究》、《财务研究》、《管理控制》（德国）等杂志编委。 

研究领域：资本经营与公司理财、管理控制与管理会计、会计报告与财务分析评价。出版《中国企业管理控制系

统（英文版）》、《企业资本经营论》、《经济效益研究》等著作 10 余部，主持国家自科和社科基金项目 5 项，在

《会计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两次荣获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著作奖，多次获省部级优秀学术著作和优秀论

文奖。 

学科地位：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国家级财务管理专业教学团队带头人，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辽宁省

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百名层次人才，辽宁省会计学科拔尖人才，辽宁省高校创新团队带头人。 

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先进会计工作

者、辽宁省劳动模范、大连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等。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11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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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zxz@dufe.edu.cn 

陈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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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五十余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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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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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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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本研究会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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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

大连市会计学会常务理事等。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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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中国会计学会等科研课

题十余项。电子邮件：sunbin99@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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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动态》等国家级核

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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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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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系主任。计划招

生专业为会计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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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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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18641181626@163.com。 

刘行，男，会计学博士，1984年 10月生于湖南省。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计划招生

专业为会计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税收与投资者税收、中国制度背景下的会计与财务问题。先后在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Frontiers of 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管理世界》、《会计研究》、《金融研究》、《世界经济》、

《南开管理评论》、《财经研究》、《中国会计评论》等中外学术期刊发表近 20 篇学术论文；主持两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与一项省级科研项目；出版一部学术专著。2016 年入选财政部全国会计学术领军（后备）人才。长期担

任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会计研究》、《金融研究》、《南开管理评论》、《财

经研究》、《财务研究》、《金融监管研究》等中英文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专家。 

刘玉廷，男，汉族，1955 年出生。1978 年毕业于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专业，200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获

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学位。历任财政部会计司科长、副处长、处长，会计司副司长、司长，企业司司长，曾兼任中

国会计学会第五、七届理事会秘书长。长期从事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企业内部控制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注册

会计师行业发展等理论和实务研究，主持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内部控制规范、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指导意见等制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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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持编写了《中国会计改革理论与实践》、《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论》、《中国注册会计

师行业改革与发展》等著作 10余部，公开发表论文 30余篇，主持企业会计准则的设计与实施社科和自科课题以及多

项部级重点科研课题，获得社科、自科优秀课题奖，多次获得财政部、中国会计学会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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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理论研究、审计准则专题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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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1972 年 7 月生于湖北省。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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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篇，《会计研究》、《金融研究》、《审计研究》等中文 CSSCI 来源期

刊论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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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项、国家级及省级教学成果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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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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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本研究会、中国金融会计学会、中国农业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审计学会理事，

辽宁省会计学会副会长，多家中外学术期刊编委等。近年来入选中宣部首批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学术带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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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hxfang@dufe.edu.cn。 

 

财务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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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理论研究、财务理论研究、公司理财前沿问题研究、战略

管理会计研究、高级计量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等。 

张先治，会计学与财务学教授，国家二级教授，经济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兼中德管理控制研究中

心主任。曾作为高级研究学者留学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留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主要兼职：中国财务学年会共同主席、辽宁省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大连市企业财务研究会会长；大连理工大学、

台湾东吴大学等近十所高校兼职教授；《会计研究》、《财务研究》、《管理控制》（德国）等杂志编委。 

研究领域：资本经营与公司理财、管理控制与管理会计、会计报告与财务分析评价。出版《中国企业管理控制系

统（英文版）》、《企业资本经营论》、《经济效益研究》等著作 10 余部，主持国家自科和社科基金项目 5 项，在

《会计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两次荣获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著作奖，多次获省部级优秀学术著作和优秀论

文奖。 

学科地位：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国家级财务管理专业教学团队带头人，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辽宁省

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百名层次人才，辽宁省会计学科拔尖人才，辽宁省高校创新团队带头人。 

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先进会计工作

者、辽宁省劳动模范、大连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等。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116025 

Email：zxz@dufe.edu.cn 

王满，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IMA（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

中国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国家社会科学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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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评审专家；广东省管理会计师协会（GAMA）专家委员会委员；大连市会计学会理事；国家公派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访问学者；国家公派美国阿肯色大学访问学者。 

现主要从事管理会计与企业价值创造、财务柔性与公司价值、战略成本管理、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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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理财学》、《管理会计》

等 10 余部著作和教材；在《会计研究》、Europea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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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10余项。为国内多所大学的 EMBA 讲授财务管理等课程，

为国内几十家企业讲授价值链与战略成本管理、战略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培训课程，参与多家企业的财务制度、会计

信息质量评价体系、全面风险评估管理等设计与培训工作。邮箱：manwang@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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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本市场财务和会计问题研究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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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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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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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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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至今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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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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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陆菲；联系电话：0411-84713516；电子邮箱：eileen32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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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和管理学科整体优势，坚持“高标准、国际化”

的办学思想，目前已经成为拥有博士研究生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学士本科生教育三个完整层次的国内著名旅游高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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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启

动与英国专业排名第一的萨里大学旅游学院的 4+1、2+2 联合办学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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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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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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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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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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开办酒店管理专业（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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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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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博士生导师 3 人（含兼职博导 1人），具有博士学位 17人，有近 20人次曾

以访问学者或读取学位方式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新加坡、日本、韩国和芬兰等国留学。学院也一直与世

界著名旅游院校保持着各种形式的学术和教育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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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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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休闲研究、旅游经济与管理研究三个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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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彦君 

谢彦君，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基础理论

研究基地主任，辽宁旅游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大连旅游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教育部旅游管理专业硕士（MTA）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教育厅旅

游管理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旅游学刊》特邀学术委员，《旅游科学》、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等多家学术期刊编委等职；兼任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多家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体验。曾在美国《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中国旅游研究学报》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印度《旅游与休闲研究》（Tourism and Recreation Research）、中国

《旅游学刊》、《旅游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出版有《基础旅游学》（1999 年第一版；2004 年第

二版；2010年第三版)、《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的视角》（2005）、《旅游体验研究——走向实证科学》（2010）、

《旅游摄影技法》（2010）、《旅游世界探源》（2013）、《旅游学纵横：学界五人对话录》（2013）等专著，并主

持翻译了《旅游研究方法》（詹宁斯著，2007）、《休闲社会心理学》（艾泽欧-阿荷拉著，2010）、《旅游市场营

销》（科特勒著，2002；2006）、《现代大众旅游》（胡里奥.阿兰贝里著，2014）等译著，主编教材 10 余部，主编

“旅游管理专业新视野教材”系列丛书一套（中国旅游出版社），主编“新编高职高专旅游管理类专业规划教材”系

列丛书一套（旅游教育出版社）。主持和参与了大量国家和省部级及横向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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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Email：xyj-dufe@126.com 

戴斌 

戴斌，经济学博士，教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学刊》副主编，《旅游管理》、《中国旅

游评论》主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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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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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入选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 

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产业经济、旅游企业管理，在《旅游学刊》、《旅游科学》等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文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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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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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旅游局、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社

科规划办等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委托课题 70余项，专题演讲 800 余场。 

近年来，戴斌老师先后负责创建了中瑞酒店管理学院（中国、瑞士合作项目）、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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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旅游学》编务、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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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E-mail：daibin@cnta.gov.cn 

史达 

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旅游和酒店管理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萨里国际学院副

院长（主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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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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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归国留学人员联

谊会理事，大连市领军后备人才，大连市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大连市青年创业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旅游、文化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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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研究》

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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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411—84710474 

电子邮箱：xiaohuili2011@126.com，网址：http://sthm.dufe.edu.cn/ 
 

0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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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了重要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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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教学大赛中获得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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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哲学研究基地。 

马克思主义学院现有专职教师 27 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授 12 人，讲师 7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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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师承担 6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0 余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省高等教育学会课题、省高校工委、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省教育厅项目、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省委统战部课题等；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等著名出版社出版专著 20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自然辩证法研究》等重要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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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 30余项省部级以上科研奖项。 

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专业简介 

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本研究方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基础，围绕着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主要研究成果，重点研究以下内容：（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体系建构；（3）经济新常态的政治经济学；（4）新发展理念的政治经济学；（5）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政治经济学；（6）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政治经济学；（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意义。 

本研究方向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线、主题、主导的探索，把治国理政实践上升为中国特色系统化

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形态，以“进行第二次结合”

为基础，在“战略思想”意义上对治国理政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为思想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揭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立场和根本理念，增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整体研究，拓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总体研究等，从多方面彰显了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紧密结合的思想特色。 

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本研究方向以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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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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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

且在于其方法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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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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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导师简介 

顾海良（1951.1- ），男，教授，经济学、教育学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所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育部党

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十七大代

表，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任的学术职务主要有：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

首席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召集人，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中国《资本论》

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思

想史。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其它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在人民出版社、经

济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20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

义经济思想史》《从十四大到十六大：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等高水平论著，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

理论等有着学术领军之影响力。 

都本伟（1958.1- ），男，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课题专家组

专家，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先后在《社会学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杂

志发表论文 50 余篇。出版《经世致用——经济学卷》（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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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选》（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金融的取向》（中

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等专著 20 多部。主要社会兼职：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国银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银行

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主任，辽宁省银行业协会会长。都本伟同志先后毕业于辽宁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获

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曾任辽宁青年干部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辽宁省教委副主任、党组成

员，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委高校工委委员，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副

主任、招生考试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辽宁省葫芦岛市市长、市委书记。2016

年 3 月起任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吕炜（1969.11- ），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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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编委等。主要研究领域为转轨理论、财政

理论与公共政策，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项目、世界银行项目、亚洲开发银行项目等十余项，在研项目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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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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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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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许毅财经科学优秀论文奖、

第二届刘诗白经济学奖等。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首批文化名家暨“四个一

批”人才，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朱成全（1963.2 - ），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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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辽宁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副

会长、大连哲学研究基地主任、大连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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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向立项《习近平治国理政经济战略思想研究》、《“中国梦”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渊源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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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征，联系电话：0411—84710502，电子邮箱：b23100@dufe.edu.cn 

 

015 统计学院 

（一）学院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的历史可追溯到 1948 年成立的东北商业专门学校统计系，后历经东北财经学院统计系、

东北财经学院计划统计系、辽宁大学计划统计系、辽宁财经学院计划统计系、东北财经大学计划统计系、东北财经大

学统计系之演变，于 2006 年更名为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是国内高校历史最悠久的统计院

系之一，有近 70年未间断的建设发展历史。 

统计学院下设 5个系（部）：经济统计系、工商统计系、金融统计系、数理统计系、基础统计教学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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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院拥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其中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 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

审专家 1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人，全国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

员 1 人，辽宁省第六批优秀专家 1 人，第二届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获得者 1 人，辽宁省教学名师 1人，辽宁省“百

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 1 人。 

本学科点于 1981年获得统计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2 年获得国民经济核算

博士学位授予权；2008 年获得风险统计（2013 年更名为金融与风险统计）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 年获得全国首批应

用统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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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统计学院本科招生专业有经济统计学、应用统计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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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院目前有全日制在读学生近

700人，本科生、研究生约各占 50%。 

“十二五”期间，本学科团队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5 项（其中重大项目 2 项），位居全国统计学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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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在全国排第 1 位，立项数量远远高于排在第 2 位的 11 项。这是继“十一五”期间排名第 1 后又一次排在全国

第 1 位。 

经过近 70 年的发展，东北财经大学的统计学科已经成为具有自身优势和特点、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学科，在国

内、国际统计学界享有广泛的赞誉，学术地位和人才培养水平居国内高校同类院系前列。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科是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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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

济与社会核算创新团队、环境与经济核算创新团队被列入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经济统计学专业是国家

级特色专业（2009年入选）、辽宁省本科示范专业（2008年入选）、辽宁省首批优势特色专业（2015年入选）；社

会经济统计学教学团队是辽宁省省级教学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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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16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2014 年统计学科入选辽宁省一流特色学科（第一层次）；2017 年统计学科又被

列入辽宁省“双一流”建设规划，成为一流学科重点建设规划项目。 

在 2012年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科在 87所参评高校中位次并列第 11；2016年 2月 23

日，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推出了

《2016 年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发布了中国大学本科专业排行榜，在开设经济统计学专业的 113 所高校

中，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统计学专业排名全国第 1 位；2016 年 10 月 10 日，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中国科教评价网

和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研究生教育分学科（专硕）排行榜，在开设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的

97 个学校中，东北财经大学排名第 1位。 

近 70 年来，统计学院已有本科毕业生 5000 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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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领导人、著名学者、成功的企业家以及所在部门、单位的业务骨干。 

（二）专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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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介绍 

蒋萍，经济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统计学、国民经济核算、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201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目前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

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曾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高级研究员、英国 Surrey 大学做高级访问学

者。受邀到访过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德国、葡萄牙、南非、中国台湾等地进行学术交流，担任分会主持人，

做特邀报告、专题讲座或宣读论文。 

长期从事国民经济核算与社会核算研究，较早开展了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未观测经济核算、社会核算与方法、

人口与教育存量流量核算等领域的研究。很多论文及观点广为全文转载、摘录、检索，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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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博士

生指导教师，统计学博士后合作导师。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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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高校分会副秘书长、中国

统计学会常务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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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国

民经济统计学》负责人。先后作为访问学者在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进行学术交流。 

主要从事经济统计、国民经济核算等领域的教学和学术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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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多项国家级课题。 

王建州，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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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CI 及 SCI 检索论文 86 篇，其中 SCI 一区检索论文 44 篇、SCI 二区

检索论文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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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成诗，男，1971年 12 月生，经济学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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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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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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1970年 6月生，经济学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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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为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基础统计教学部主任、教授、统计学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学科建设支持计划特色学

科方向“生态经济与环境统计”负责人。 

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统计、社会调查与数据分析、SAS软件应用、资源与环境统计；先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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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3 部。主持各级纵向和横向课题多项，其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 项；获得辽宁省统计科研优秀成果奖（课题类）一等奖、（论文类）一等奖

等多项科研奖励。 

邱东（兼职导师），男，1957 年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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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统计研究》、《数理

统计与管理》等杂志发表论文 6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7 部。曾获得全国统计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优秀统计论

文一等奖、财政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全

国统计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优秀统计教材二等奖、辽宁省优秀专家等重要教学与科研奖励。 

宋旭光（兼职导师），男，1973 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院长、国民核算研究院

院长、中国教育经济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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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0411-84713205，联系人：任常英 

电子邮箱：rcy@dufe.edu.cn，网址：http://stat.dufe.edu.cn 

 

016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学院简介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是东北财经大学下设的一个具有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资格和教学能力的教学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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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身是在全国高校中建立最早且享誉全国的基建经济系，是全国同类专业中第一批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的单位。学院创建于 1974 年，成立基本建设经济系，设置的本科专业是基建财务与信用。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1987

年改为投资经济专业，1993 年设置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1998年更名为投资经济系。1998 年根据教育部本科专业

目录调整，原投资经济与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合并，更名为工程管理专业。目前，学院有工程管理和房地产开发与

管理两个本科专业。2003 年，学院的工程管理专业（含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顺利通过全国高校工程管理专业评

估委员会的评估，是当时全国 300 多所开设工程管理专业的高校中通过评估的 10 所高校之一，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

个通过工程管理专业评估的财经类高校（2008 年、2013 年通过复评）。学院是全国高校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及物业管

理专业指导委员会和全国高校工程管理专业评估委员会委员单位。 

目前，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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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经济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学院还拥有招收工程管理硕士（建设工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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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招生资格。截止 2016 年底，已毕业博士研究生 50 人，硕士研究生 761 人，本科生 7000 余人。学院现有专任

教师 30 人，兼职教师 16 人，其中，专任教师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12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2 人，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 25人。兼职教师全部具有高级职称，具有指导工程管理硕士（建设工程管理）研究生的资格。 

 

博士研究生专业简介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程管理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扎实的经济、管理、工程、法律和金融等方面的

理论知识和工程管理相关专业知识，具备从事宏观投资经济理论研究与管理、工程项目评价理论和方法、项目融资理

论与方法、建设工程管理领域独立创新性研究的高级研究人才。 

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经典文献选读、高级宏观经济学、投资经济管理前沿、工程项目评价融资理论前沿等。 

国民经济学（投资经济理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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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简介 

王立国，1957 年 10 月出生于山西省临猗县，1982 年本科毕业于原辽宁财经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 年

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3 年在东北财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全国高等学校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和物业管理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住建部高等学校工程管理专业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协会建

筑经济分会常务理事，大连工程咨询协会副会长，辽宁省教学名师，现为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

方向为国民经济管理、工程项目评价与融资。2000年以来共出版专著、译著、教材 10 余部，在《经济研究》、《宏

观经济研究》、《技术经济数量经济研究》、《财经问题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建筑经济》、《城市发展

研究》、《投资研究》和《改革》等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 30 余篇，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

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 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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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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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张力弘  电话：0411-84710435  邮箱：zlh84710435@sina.com 

 

018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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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财政

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公共政策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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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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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社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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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出版专著 20 余部，在国

家级以及核心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多篇文章文 SCI、 EI 收录和检索，承担国家级、省级研究

课题 50 余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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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

咨政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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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教师荣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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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荣誉称号。研究院关注人才培养，不断优化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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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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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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目前本专业拥有科研人员和教师 29 人，教授（研究员） 7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 8 人；助理研究员 14 人；

已获得博士学位教师 28 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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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科

技人才、大连市领军人才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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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大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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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1.23- ），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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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编委等。主要研究领域为转轨理论、

财政理论与公共政策，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项目、世界银行项目、亚洲开发银行项目等十余项，在研项目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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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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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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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许毅财经科学优秀

论文奖、第二届刘诗白经济学奖等。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首批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孙开，男，汉族， 1962 年 1 月生，山东泗水人，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3 

年 7 月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财政学专业并留校任教。 1989 年 4 月至 1990 年 4 月，在英国莱斯特大

学公共经济学研究中心做公派访问学者。 1994 年 7 月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0 年 8月至 11 月，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经济系做公派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管理。现为

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辽宁省财政学会理事。在《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

《新华文摘》、《财政研究》、《税务研究》 、《改革》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的专著、教材、译著包

括：《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多级财政体制比较分析》、《公共经济学》（主编）、《地方财政学》（主编）、

《财政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主持）、《公共部门财政管理理论》（合译）、《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共支出研究》（合

著）、《财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合著）等；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财政部、

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辽宁省教育厅等资助的多项科研课题；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奖。 

 

联系人：刘奕琳，联系电话： 0411-84710510，传真： 0411-84713165 

网址： http://academy.dufe.edu.cn/，电子邮箱： 397286893@qq.com 

 

019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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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植草益教授担任中心名誉主任，美国产业组织学会前会长肯尼斯·艾京格（Kenneth 

Elzinga）教授等多位全球产业组织学领域一流学者担任名誉教授、特聘教授或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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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人，全部拥有博士

学位，其中 2 人为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副高级职称以上 14 人。中心人员曾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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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特聘教授等荣誉。中心下设“产业组织研究室”、“规制经济研究室”、“反垄断研究室”、“知

识产权研究室”、“能源经济研究室”等 5个研究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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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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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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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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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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兴志，男，1973 年生，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产业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

人，兼任全国产业经济学一级学术团体——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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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产

业经济与政府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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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

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竞争政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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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省政协智库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理论，反垄断政策，规制理论与政策，知识产权政策。 

于立（兼职导师），男，1956 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

现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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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曾任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竞争政策、法律经济学。 

谢地（兼职导师），男，1963 年生，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辽宁大学首位“辽河学者”。现任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曾为吉林省教学名师、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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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等。 

张春英（兼职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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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昕竹（兼职导师），男，1964 年生，法国图鲁兹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新规制经济学奠

基人让-雅克·拉丰教授。曾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成员、《电

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科技专家委员会常委等咨询职务。担任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国际刊物共同主编。曾荣获世界银行行长奖、国家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等荣誉。主要研究领域为事规

制理论与竞争政策。 

林平（兼职导师），男，1959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经济学会会长，香港岭南大学终身教授，

香港政府研究资助委员会商学和经济学评审委员，曾任香港电讯上诉委员会委员（特首委任），并担任经济合作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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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豪（兼职导师），男， 1956 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特级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批第一、二层次人选。原浙江财经大学校长，兼任中国政府管制研究院院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

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专家评审组专家、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

市公用事业改革与监管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委员、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监管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

是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理论。获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第三届“薛暮桥价格研究奖”。 

 

联系人：李寒窗，电话/传真：0411-84710595，电子邮箱：lihanchuang@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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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io-base.o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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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 社会与行为跨学科研究中心 

社会与行为跨学科研究中心（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for Social & Behavioral Studies，ICSBS，简称“跨

学科中心”）于 2008年 9 月正式成立，是中国首家从事跨学科教育的机构。2010年 5 月，学校又成立经济学与管理

学跨学科教育中心，两个中心均由汪丁丁教授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和中心主任。 

中心设有行为金融学实验班项目，每年从全校在读大一学生中选拔不超过 35 名学生进入该项目。中心在学生本

科毕业前择优推免攻读本项目硕士研究生，之后再从中择优选拔提前一年攻读本项目博士。鉴于目前教育体制，学生

在本科阶段获得金融学（行为金融学方向）学士学位，硕士阶段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博士阶段获得行为经济学博士

学位。 

中心目前有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四个培养层次。跨学科中心旨在培养有社会责任感、能独

立求解问题、具有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毕业生。服务于这一目标，我们特别创设“行为导师”，帮助学生端正行为，在

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养成批判性思考的习惯，通过社会实践更深切地理解中国社会。 

中心教育主旨是将以往教科书导向的应试教育改造为能够适应互联网时代知识学习和创造过程的问题导向的跨

学科教育。整个教育方案特别强调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要经过本土社会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划定理论在中国社

会的适用范围，并“注重寻求具有全球意义的本土知识”。因此，跨学科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因求解中国社会根本

问题不得不整合不同理论，故而在事后自然呈现出“跨学科”的形态。简言之，这一教育理念以“问题导向”为核心，

在求解过程中自然衍生出“跨学科”，同时辅之以“行为导师”制度，形成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方案介绍： 

实验班开设的主要课程可分为基础课程和扩展课程两类。其中，基础课程可分为经济学和金融学两类，各又分为

微观和宏观两类，再各自分为现象和分析两类。除了这八门课程，另外开设四门行为与心理学课程。扩展课程可分为

公司、银行、政府三类，每一类又分为社会、财务、管理三类；总计二十一门课程。此外，视实验教学的需要，也开

设统计学与数量研究方法、计算机仿真与专业软件、英语与表达方法等工具性课程，均为必修课。课程评分以基本概

念的理解和综合判断能力的培养为原则。 

社会与行为跨学科研究中心课程的设计与讲授，均遵循“由‘天下一理’至‘万象分殊’”这一原则。具体而言，

每一门课程都应归纳为若干核心概念及揭示每一核心概念之意义的现实世界的重要问题。跨学科中心的整个教育方案

在依赖于个人体验的根本问题和以核心概念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中展开，其中知识经由根本问题形成以“课程包”为载

体的知识模块。教学过程要求教师将某一知识领域提炼为若干核心概念，以问题为导向，推行“课程包”教学模式。

该教学模式注重每门课程、每个课程包之间的相互关联，使之环环相扣，融为一体。   

通过跨学科教学方法——问题导向、批判性思考、独立建构知识路径，跨学科教育理念最终得以落实。跨学科教

育的课程设计，坚持以基本问题贯串不同领域的相关知识模块。  

目前跨学科中心只接收已受过跨学科教育的推免生。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东北财经大学社会与行为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

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新政治经济学评

论》主编，《财新》学术顾问，1991 年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1996 年任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客座研究员。研究领域

包括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

制度分析基础、经济学思想史、制度经济学等。汪丁丁教授是最早将制度经济学介绍到国内的经济学家之一，曾在《经

济研究》、《管理世界》、《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制度分析基础》、《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行为经济学讲义》、《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青年对话录》系列等专著数十部。 

王志强，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省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学科评审组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证券投资分析、数量经济、金融工程。198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概率统计系，获理

学学士学位；1994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技术经济系，获工学硕士学位；2007 年获得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在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管理世界》、《世界经济》、《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

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著有《中国一体化政策与 MA模型》、《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与协整分析》等专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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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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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于源，联系电话：0411-84710633 

电子邮箱：yuyuan@dufe.edu.cn，网址：http://icsbs.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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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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1-8471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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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浩 whduf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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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兆丹 lizhaodan@dufe.edu.cn 

011 会计学院 0411-84713516 陆  菲 eileen324@163.com 

012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0411-84710474 李晓慧 xiaohuili2011@126.com 

0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0411-84710502 王  征 b23100@dufe.edu.cn 

015 统计学院 0411-84713205 任常英 rc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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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 社会与行为跨学科研究中心 0411-84710633 于  源 yuyuan@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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