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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表

学位授予单位
（盖章）

名称：中国政法大学

代码：10053

申请一级学科
名称：理论经济学

代码：0201

本一级学科
学位授权类别

■博士二级

■硕士一级 □ 硕士二级

□博士特需项目

□无硕点



 

说  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4年3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

理信息标准》中的代码填写。

二、学科门类名称、一级学科名称及其代码、专业学位类别

名称及其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1年颁布的《学

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

三、除另有说明外，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

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16年12月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

），兼职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

科研奖项、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的成果。

四、本表中的学科方向参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

简介》中本学科的学科方向填写，填写数量根据本一级学科点申

请基本条件所要求的学科方向数量确定。

五、除另有说明外，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16年12月31日，“近五年”的统计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

2016年12月31日。

六、本表中的科研经费应是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

务账目的经费。

七、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

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八、本表请用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

。封面及填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

。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

九、本学科获得学位授权后，本表格将做为学位授权点专项

评估的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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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学科简介与学科方向

I-1  学科简介

1、学科特色及优势：本学科历史悠久、体系完整、交叉优势明显，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理论支撑。1981年首
批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并于2006、2010年获批世界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和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2008年世界经济学获批北京市重点学科。本学科充分结合本校强法学、政治学的学科优势，设立了四个
特色鲜明的学科方向。（1）世界经济学在日本经济研究、中美贸易摩擦、WTO多边贸易体系等研究中具有明显优
势。（2）政治经济学在新制度经济学、国企改革、金融监管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3）经济史致力于中
外经济史、企业史和经济制度变迁比较研究。（4）西方经济学通过法经济分析、经济学方法论等的研究，为中
国市场经济立法做贡献。
2、学科队伍及成果：本学科学源结构多元、学术梯队年轻国际化水平高、科研成果丰硕。四个研究方向各包括
1名学术带头人、3名学术骨干、2-3名梯队成员，共计26人，博士学位占比为96%,正高比率为70%，博士生导师占
54%，45岁以下占比为46%，海外经历人员占88%。近五年发表论文400多篇，出版著作60多部，获得新世纪优秀人
才、北京市英才计划等称号5人。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40项,纵向项
目经费师均17.5万元。
3、人才培养：本学科致力于培养经济理论功底扎实， 创新能力突出、品德优良的复合型人才。五年来授予硕士
学位102名,招生36名博士研究生、授予博士学位12人。在校研究生发表论文20多篇，2人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
2篇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及多项校级创新项目。多名研究生毕业后到北京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及欧美
等国继续深造，培养了活跃在“学、政、商”界的优秀人才。
4、培养环境与条件：本学科大部分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研究项目，国际交流经费充足。近五年选派硕士和博士研
究生赴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外和台湾政治大学进行密切的学术交流活动。本学科拥有金融实验室、财务实验室
，智能实验室，有充足的国内外图书资料和数据库，满足培养博士生的需要。
5、社会需求与效益。本学科立足于北京市的经济发展，为国家金融市场的完善、国企改革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
决策支撑作用。如刘纪鹏参与了《国资法》的起草，所提出的建议获得了李克强总理、张德江常委的批示；国有
股划拨社保基金问题研究获得了马凯、王勇批示；为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建议被北京市国资委采纳。王
霆、于淼、胡继晔等的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地方政府和企业改革，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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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学科方向按照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的要求填写。

I-2  学科方向与特色

学科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限200字）

政治经济学

本学科历史悠久 、积淀深厚。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1年首批获得
硕士学位授予权，2012年获批校级重点学科。本学科研究团队充分利用学校丰
富优质的法学资源，注重经济学和法学的交叉融合，在新制度经济学、法经济
学、金融监管、城市化、劳动就业等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主持或完成国家
社科基金3项（重大项目1项）、教育部社科基金2项，北京市社科基金1项，重
大横向课题14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专著13部。

经济史

本学科队伍整齐、基础扎实、成果丰硕。200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在中外企
业史和欧美经济制度变迁等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成果，承担国家课题4项，省
部级课题8项，重要横向和校级课题17项，出版著作10部，权威期刊论文4篇
，核心期刊论文近70篇。目前在企业史、企业思想和企业家精神等领域具有跨
学科优势，在企业史、企业制度和欧美经济史研究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
中国近40年经济改革史、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等领域具有群体优势。

西方经济学

本学科知识结构合理、科研能力强。2012年获批硕士学位授权，重点研究领域
为法经济分析、宏观经济与政策、产业组织与产业竞争力、企业国际化、经济
学方法论。目前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新华
文摘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10篇。本学科优势在于适应法治中国建设的需求，从
经济学、法学交叉视角研究西方市场理论，并从西方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热点
经济、法治问题，对立法进行经济学分析成为特色研究方向。

世界经济学

本学科体系完整，后发优势、交叉优势突出。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授权
，2008年获批北京市重点学科。在日本经济、贸易政治经济学、欧盟经济、国
际金融领域积累了丰硕成果，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基金等课题5项
，发表著作8部，论文50多篇。在日本经济制度、对外战略等研究在国内处于
领先地位，并依托我校法学、政治学强学科优势，在中美贸易摩擦、WTO多边
贸易体系研究领域具有交叉学科优势，拓宽了世界经济研究视野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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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支撑学科情况

I-3-1  本一级学科现有学位点情况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020105-世界经济 博士二级 020104-西方经济学 硕士二级

0201-理论经济学 硕士一级

020105-世界经济 硕士二级

020101-政治经济学 硕士二级

020103-经济史 硕士二级

I-3-2  与本学科相关的学位点情况（含专业学位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0202-应用经济学 硕士一级 020202-区域经济学 硕士二级

1202-工商管理 硕士一级 120202-企业管理 硕士二级

020205-产业经济学 硕士二级 120201-会计学 硕士二级

020206-国际贸易学 硕士二级 1251-工商管理 硕士专业

020204-金融学 硕士二级 法商管理 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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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海外经历”是指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获得学位，或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间3个月以上。

2. “导师/博导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博导资格且2016年12月31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兼职担任导

师/博导人员。

 

注： “资助时间”不限于近5年内，可依据实际资助情况填写历次资助时间。

Ⅱ  师资队伍

II-1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
合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0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海外经
历教师

外籍
教师

正高级 18 0 0 6 2 8 0 2 17 16 0

副高级 8 1 3 2 2 0 0 0 8 7 0

中 级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26 1 3 8 4 8 0 2 25 23 0

最高学位非本单位人数（比例） 导师人数（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26 人   ( 100.00 % ) 26 人   ( 100.00 % ) 14 人   (  53.85 % )

II-2  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团队（限填5个）

序
号 团队类别 团队名称 带头人

姓名 资助时间 所属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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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要求填写，每个方向不少于3人）

方向名称 政治经济学 专任教师数 7 正高职人数 4

序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刘纪鹏 61 硕士 正高级 无
中国企业改革
与发展研究会

副会长
5 4 5 5

2 王霆 41 博士 正高级 新世纪优秀人
才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就业研究
所研究员

0 0 5 5

3 陈明生 44 博士 正高级 无 北京市经济学
总会理事 0 0 5 5

4 贵斌威 40 博士 副高级 北京高等学校
青年英才

中国世界经济
学会理事 0 0 5 5

方向名称 经济史 专任教师数 6 正高职人数 5

序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5 巫云仙 52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国生产力学
会理事 0 0 6 7

6 李建伟 43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国商法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
兼秘书长

3 1 9 7

7 熊金武 33 博士 副高级 无
中国经济思想
史学会常务理

事
0 0 3 0

8 李超 40 博士 正高级 无 无 0 0 5 5

方向名称 西方经济学 专任教师数 6 正高职人数 3

序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9 胡继晔 51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国世界经济
学会理事 0 0 9 7

10 刘志雄 42 博士 正高级 无

SCI英文期刊
：《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评

审人

0 0 9 6

11 朱晓武 39 博士 副高级 北京高等学校
青年英才

中国管理现代
化研究会决策
模拟专业委员
会专家委员

0 0 5 5

12 李泳 53 博士 正高级 无 无 5 2 5 5

方向名称 世界经济学 专任教师数 7 正高职人数 6

序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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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请按表I-2所填学科方向名称逐一填写

2.“学术头衔或人才称号”填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一人有多项“学术

头衔或人才称号”或多项“国内外主要学术兼职”的，最多填写两项。

3.“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包括在外单位兼职培养的研究生）均指近五年的招生人数和授予学位人数。

13 金仁淑 53 博士 正高级 新世纪优秀人
才

全国日本经济
学会常务理事 6 4 5 5

14 宏结 53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国美国经济
学会理事 0 0 5 5

15 于淼 46 博士 正高级 无

Visiting
Research

Professor of
Regent

University
London

5 2 5 5

16 霍政欣 41 博士 正高级 新世纪优秀人
才

中国国际私法
协会常务理事 4 1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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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政治经济学

姓名 刘纪鹏 性别 男 年龄(岁) 61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硕士 硕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
院，经济学专业，1986年7月）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刘纪鹏，二级教授、博导，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和注册会计师资格；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首席专家，资本金融学奠基人；目前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资
本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独立董事委员
会副主任兼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导师；曾任天津、成都、南宁等市政府和前国家
电力公司顾问、大陆企业到香港上市法律专家组成员等职。全国人大《证券法》、《国有
资产法》、《期货交易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修改组和起草组成员。
出版专著《资本金融学》等6本，发表权威期刊2篇，核心期刊十余篇。近年来承担《资本
金融学》、《公司组织再造与治理结构完善》等研究生教学。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
问题

《财政研究》（CSSCI），33-
36页 2012-08 第一作者

《资本金融学》 中信出版社 2016-05 第一作者

《凤凰涅槃--刘纪鹏论国资改革
》 东方出版社 2016-03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我国自然资源资本化及对应市场
建设研究

2015-11
-

2019-06
60

国资委 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研究
2016-07

-
2017-07

20

国资委 国有股权管理问题之划转国有资
本充实全国社保基金问题

2015-06
-

2026-06
2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09-201412 公司组织再造与治理结构完善 32 硕士研究
生

201509-201512 资本金融学 32 硕士研究
生

201609-201612 资本金融学 32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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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政治经济学

姓名 王霆 性别 男 年龄(岁) 41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教育部
“新世纪
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
专业，2005年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与经济发展、教育经济学，长期跟踪研究就业战略、就业质量、就业
能力等领域，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13-14年斯坦福大学访问学
者，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北京教育科学项目，近五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
，2016年获得学校中青年优秀支持计划。曾在《人口与经济》、《教育与经济》、《理论
与改革》、《中国高教研究》、《高教探索》等核心期刊上发表10余篇高水平论文，多篇
被人大复印期刊转摘。每年承担144学时教学工作量，教学案例获得全国MBA优秀奖并入选
毅伟国际案例库，曾获得北京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二等奖，2012年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二等奖，担任硕导每年培养5名以上硕士生，目前担任世界经济专业博导。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我国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
及对策研究——以提升大学生就

业能力为视角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总印数
2000册 2012-07 第一作者

扩大就业战略背景下我国大学生
就业质量问题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CSSCI)，26-
30页，他引36次 2014-02 第一作者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影响因
素调查研究

《高教探索》(CSSCI)，104-
109页，他引7次 2015-11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扩大就业战略背景下我国大学生
就业质量问题研究

201112
-

201607
8

中国政法大学校级研究项目（纵
向）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
业质量的影响：基于机器学习的

多层次数据挖 掘方法

201606
-

201912
8

国家电网 国家电网领导行为案例库建设
201504

-
201812

59.8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09-201512 组织行为学 32 硕士研究
生

201604-201606 人力资源管理 32 硕士研究
生

201509-201601 管理学原理 32 本科生



10

学科方向名称 政治经济学

姓名 陈明生 性别 男 年龄(岁) 44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
学专业，2005年6月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陈明生师从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专
注于现代企业制度、城市化与城乡关系，产业结构调整、碳税征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研
究；兼任北京市经济学总会理事、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理事；共出版学术专著5部，其中
独著3部；参与国家级项目研究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2项，参与省部级项目2项，主持校级
项目2项。在包括《管理世界》、《当代经济研究》、《财政研究》、《经济问题探索》
、《经济体制改革》等核心期刊在内的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
承担了本科生《区域经济学》、《中国现行经济政策与理论研讨课》和硕士研究生的《区
域经济学》、《资本论与当代》等课程。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碳税、规模经济与重工业产业组
织结构的调整：以钢铁业为例

碳税征收对我国能源密集型产业
的影响研究——以钢铁业为例 2016-08 第一作者

身份转换、产业升级与我国农业
转移人口的渐进式市民化

《经济问题探索》
(CSSCI)，157-161页，他引

993次
2015-01 第一作者

碳税征收对我国能源密集型产业
的影响研究——以钢铁业为例

《学习与实践》（CSSCI），26-
31页，他引5次 2013-01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碳税、规模经济与重工业产业结
构的调整：以钢铁业为例

201109
-

201608
9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纵向）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背景
下北京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研究

201409
-

201712
8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09-201601 中国现行经济政策与理论研讨课 32 本科生

201602-201606 区域经济学 32 本科生

201602-201606 区域经济学 54 硕士研究
生



11

学科方向名称 政治经济学

姓名 贵斌威 性别 男 年龄(岁) 40 专业技术
职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北京高等
学校青年
英才;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数量经济
学专业， 2008年7月

所在院系 法与经济研究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贵斌威主要研究领域为法与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数量经济学。主要讲授课程：统计学、
反垄断法的经济分析及法律经济学方法论。目前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在《经济研
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浙江社会科学》、《商业经济与管理》等权威和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1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参与“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稳
定对策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主持北京市重点学科调研项目等多项课题。
参加了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科斯桑德尔法律经济学研究所主办的“2014年法和经济学
暑期学术培训项目”。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资本市场：穿过乱象走向完善

《北大商业评论》
(CSSCI)，110-113页，人大报刊
复印资料《企业家信息》2014年

第7期全文转载

2014-04 第一作者

融资依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行业数据的考察

《浙江社会科学》
（CSSCI），50-61页，他引15次 2013-02 第一作者

经济发展、制度环境与就业增长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商业经济与管理》
（CSSCI），71-79页，他引1次 2012-10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北京市重点学科调研项目（纵向
）  (子课题)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影响评
估

2011
-

 2014
3

北京中鼎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横向） 基于市场的环境治理工具研究

2014
-

2016
1.5

浙江质量检查研究院 （横向） 浙江省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实施
情况及对策研究

2014
-

2017
2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09-201601 西方经济学 32 硕士研究
生

201509-201601 法律经济学方法论 32 博士研究
生

201603-201607 反垄断法的经济分析 32 硕士研究
生



12

学科方向名称 经济史

姓名 巫云仙 性别 女 年龄(岁) 52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专
业，2004年6月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领域：欧美地区经济史、企业史和金融制度等。出版《汇丰银行与中国金融研究》和
《德国企业史》等7本著作；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南开经济研究》、《新华文摘》
、《政治经济学评论》等发表论文近40篇；主持教育部、校级和中国生产力学会课题5项
，是教育部第3批“马工程”第三批重点教材《世界经济史》主要编写人员。《国外中共
党史研究述评》（合著，2006）获北京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曾两次被评为
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师，1次教学优秀奖。承担本科生《货币银行学》、《货币金融学》
和《西方管理思想史》，研究生《货币银行学专题》和《外国经济发展史》，以及世界经
济专业博士生指导课程任务。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德国企业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印数
2000册 2013-09 第一作者

《德国制造模式：特点、成因与
发展趋势》

《政治经济学评论》
(CSSCI)，第3期，144-166页。

他引12次
2013-07 第一作者

《美国银行制度变迁中联邦政府
与地方势力的博弈探析》

《政治经济学评论》
(CSSCI)，第2期，81-106页。他

引1次。
2015-03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体制和规制约束条件下美国金融
制度变迁研究

201209
-

201712
9

-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602-201607 经济制度变迁比较研究 18 硕士研究
生

201509-201601 货币金融学 36 硕士研究
生

201509-201601 外国经济发展史 54 硕士研究
生



13

学科方向名称 经济史

姓名 李建伟 性别 男 年龄(岁) 43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专业
，2002年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李建伟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经济学。先后在法学等专业期刊发表论文35篇，其中在《中国法
学》、《新华文摘》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三篇，在《法学评论》、《政府论坛》、《环球
法律评论》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6篇。出版专著、专著式教材三部。近年来独自完成
各类科研项目8项，科研经费总额超过200万元，其中国家级重大项目1项，省部级科研项
目1项，横向委托项目2项，校级项目6项。参与民法典编纂，担负民法典总则篇的法人制
度设计论证工作，出任合同法篇的专家小组成员，负责合同法分则新增合同的设计，参与
电子商务法等立法的专家论证，参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司法解释三、公司法解释四等多项
司法解释起草工作。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民法总则设置商法规范的限度及
其理论解释

《中国法学》(CSSCI)，73-91页
， 他引3次 2016-04 第一作者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制度研
究

《法学评论》(CSSCI)，75-84页
他引5次 2015-02 第一作者

民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总印数5000册 2016-05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北京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纵
向） 股东知情权诉讼研究

2013
-

2016
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子课题)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重大立法问
题研究”（16ZDA067）子项目负

责人，总负责人赵旭东

2016
-

2019
80

中国政法大学商法学青年科研创
新团队项目（纵向） 中国信托法制的最新实践发展

2012
-

2018
12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609-201612 商法一（总论与公司法） 64 本科

201509-201512 公司法与证券法 56 法硕研究
生

201409-201412 民商法学前沿专题研究 12 博士研究
生



14

学科方向名称 经济史

姓名 熊金武 性别 男 年龄(岁) 33 专业技术
职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思想
史专业，2012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熊金武为清华大学经济史博士后、Trinity College访学问者，本校量化历史创新研究团
队带头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量化历史研究主编，研究领域为经济史、金融
史和经济思想史。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博士后基金和校级项目合计6项，参与《中国
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等重大学术项目。出版专著1部、译著2部（《千年金融史》），在《
中国经济史研究》、《学术月刊》、《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等发表论文
50余篇，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承担《中国经济发展史
》、《中外经济思想史专题》、《经济制度变迁比较研究》研究生课程。获北京市教委会
颁发北京市大学生创业设计竞赛优秀指导老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九届优秀成果二等
奖。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中国近代民生经济学研究：基于
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视角

《中国经济史研究》
(CSSCI)，1-2页，他引4次 2015-03 第一作者

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
”：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

的一个框架

《贵州社会科学》
(CSSCI)，155-160页，他引5次 2015-04 第一作者

中国城市化背景下土地市场化机
制设计与改革逻辑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总印数
2000册 2015-08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助项
目

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研
究：以民生经济学为例（1840-

1949）

201609
-

201909
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近代中国城市化中土地权益思想
研究

201301
-

201712
8

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
团队项目（纵向）

大数据时代“大分流”的量化历
史研究

201605
-

201905
75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09-201601 中国经济发展史 54 硕士研究
生

201603-201606 当代中国经济 54 本科生

201603-201606 经济制度变迁比较研究 36 硕士研究
生



15

学科方向名称 经济史

姓名 李超 性别 女 年龄(岁) 40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专
业，2005年7月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领域：养老产业、老龄经济学、统计分析、人口与市场分析等。近年来，在《人口研
究》、《北京社会科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等国内、外
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有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北京市社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主要讲授《人口经济学
》、《统计学》、《现代企业学》、《产业演变与企业战略》等课程。曾在美国南加州大
学、联合国老龄问题研究所（马耳他）、香港岭南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访问交流。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研究（专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市社
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总印数2000册
2014-08 第一作者

随迁与留守：新移民家庭代际关
系分析 人口与经济(CSSCI)，40-51页 2015-03 第一作者

美国老龄产业发展及对我国的启
示

兰州学刊(CSSCI)，150-159页
，他引2次 2015-07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子女移居国外的空巢老人家庭代
际关系研究

201207
-

201707
13.5

校级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纵
向）

我国老年人养老方式及养老产业
研究

201405
-

201705
37.5

校级跨学科教研室（纵向） 学生职业发展教育教研室
201509

-
201809

3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603-201606 产业演变与企业战略 36 硕士研究
生

201609-201612 统计学 54 本科生

201603-201606 现代企业学 54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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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西方经济学

姓名 胡继晔 性别 男 年龄(岁) 51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国
民经济学专业，2003年7月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胡继晔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法律与金融，养老金融
，法学博弈论。具清华大学工学学士、法学硕士及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国家公派英国
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欧盟-中国社会保障项目中方高级专家。较早在国内学界提出“养老
金融”的概念，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社保基金监管立法研究》，承担全国人大财经委
、人社部、国家能源局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近年来完成学术专著两部：《保障未来：社
保基金投资资本市场》（2006）、《论养老金监管立法》（2013），发表17篇核心中文期
刊论文、2篇英文SSCI论文。研究报告被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人民日报内参》
采纳。兼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An empirical approach on
regulating China’s  pension

invest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ume 37, Issue
3 (2014), Page 495-516.

SSCI

2014-06 第一作者

养老金融：理论界定及若干实践
问题探讨

《财贸经济》（CSSCI）,p43-52
他引8次 2013-06 第一作者

存款保险立法：欧美经验对中国
的启示

《保险研究》(CSSCI),p119-
127,他引2次，《人大复印报刊
资料》2014年第10期《金融与保

险》全文转载。

2014-07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社保基金监管立法研究
200906

-
201212

10

国家能源局 “十三五”能源立法立法规划研
究

201503
-

201608
10

国家能源局 《能源法》立法研究
201703

-
201708

1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602-201607 法律与金融 54 硕士研究
生

201602-201607 法律与金融监管 36 本科生

201602-201607 法律的博弈分析 36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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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西方经济学

姓名 刘志雄 性别 男 年龄(岁) 42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
管理专业，2006年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刘志雄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9年和2016年分别赴
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和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校区从事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近期主要
研究领域：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等。先后在《管理世界》、《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农业经济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经济管理》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出版专著三本，其中一本获“北京市社
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资助”。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
留学回国科研启动基金、北京市自然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等。主要承担了本科生和研究
生的《产业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中级产业经济学》。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中国绿色发展的条件与面临的挑
战

《新视野》24-27页。 《新华文
摘》转载，2013年第9期全文转

载32-34页， 他引8次
2013-04 第一作者

开放条件下中国农业安全问题研
究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获“北京市
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资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08 第一作者

开放条件下中国棉花安全状况评
估

《国际贸易问题》(CSSCI)，28-
37页，他引7次, 获第三届中国
政法大学青年教师科研成果三等

奖。

2013-02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纵向）

京津冀农村地区清洁能源的消费
与政策研究

201601
-

201812
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亚太地区一体化对中国和美国农
产品贸易的影响：基于异质农业

部门条件的考察

201501
-

201712
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开放条件下的农业安全问题研究
：基于产业的视角

200907
-

201304
8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09-201601 产业经济学 32 本科生

201509-201601 产业组织理论 54 本科生

201509-201601 中级产业经济学 54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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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西方经济学

姓名 朱晓武 性别 男 年龄(岁) 39 专业技术
职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北京高等
学校青年
英才;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决策与信息管理专业，2007年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朱晓武为澳门大学访问学者，2013 年入选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英才，兼职中国管理现代
化研 究会决策模拟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主要研究方向现代金融、基于大数据的信息管
理科学、商业模式与风险投资研究。发表多篇SCI、EI、CSSCI检索的期刊或会议论文、
2部专著、1部教材。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
市高校教学改革项目以及多项校级科研项目以及中国政法大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在
教学与科研中大力进行教学创新，开创法大企业模拟教学，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教学成果二
、三等奖、中国政法大学“岳成奖教金”（2013）、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师特别奖、中国
政法大学优秀班主任（2013）、2篇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等省部级教学奖。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公平与效率中的“公平偏好
”：信息与记忆效应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EI、
CSSCI) 3139-3144页 2013-12 第一作者

雾霾指数期权合约设计及蒙特卡
罗模拟定价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EI、CSSCI) 2477-2488页 2016-10 第一作者

高速公路收益权的资产证券化问
题研究

《金融研究》（CSSCI），111-
123页 2016-05 通讯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信息系统与组织结构的动态匹配
201201

-
201412

17.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组织结构与国际化战略的匹配

201101
-

201412
8

北京市教委2015年度北京高等学
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纵向）

“互联网+”时代企业模拟与实
践能力培养研究

201512
-

201712
1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602-201606 商务模拟与案例 36 本科生

201602-201607 201602-201607企业经营模拟 54 本科生

201509-201601 管理研究方法 36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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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西方经济学

姓名 李泳 性别 女 年龄(岁) 53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
科学与工程专业，2004年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李泳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政策、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与投资。近年来出版专著
1部，参著5部；在《管理世界》、《Review of Business Research》等国际国内重要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1项，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科课题
1项，博士后科学基金1项，作为子项目负责人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市场
化程度测度》，主持及参与完成各级政府部门委托横向课题5项；讲授的《宏观经济学》
获得校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指导研究生及本科生校级创新基金项目2项。研究成果曾获
得第十四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三等奖、商务部《提升产业竞争力》征文部级二等奖、
山东省教育厅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第五届国际经济投资高层论坛征文一等奖。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FDI对中国农业控制力形成的决
定因素研究

《学习与探索》（CSSCI），1-
5页，他引20次 2016-01 第一作者

An Application of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in

Setting Up the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Platform

《学习与探索》（CSSCI），1-
5页，他引20次 2016-01 第一作者

食品供应链能源流投入产出理论
及实证研究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trol and Automation
2013-01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助项
目 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控制力研究

201610
-

201812
20

中福嘉科技有限公司（横向） 中小企业融资解困研究
200908

-
201310

15

北京国电福瑞科技有限公司（横
向） 新能源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

201404
-

201707
16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603-201607 计量经济学 54 本科生

201509-201601 高级宏观经济学 54 硕士研究
生

201509-201601 经济学文献选读 36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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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世界经济学

姓名 金仁淑 性别 女 年龄(岁) 53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教育部
“新世纪
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
，2000年12月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金仁淑于2003年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先后入选辽宁省新世纪中青年社会科学理论人才、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兼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日本经济制度变
迁、日本对外投资战略、中日经济关系、亚太经济合作等问题。在《哲学研究》、《世界
经济》、《日本学刊》、《世界经济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多篇论文被人大
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国际贸易研究》全文转载和EI检索。出版两部独著，多篇
论文获省级优秀论文一、二等奖。主持完成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
及教育部等其他省部级项目十多项。承担本科生《国际金融》、硕士研究生《世界经济专
题研究》、《金融学》、博士生《世界经济前沿研究》等课程。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日本经济制度变迁及绩效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总印数3000册 2012-04 第一作者

日本消费税改革的经济效应分析 《日本学刊》，（CSSCI）57-
74页，他引4次 2015-02 第一作者

大地震后外资对日本直接投资新
特点与积极效应

《现代日本经济》
，（CSSCI）43-50页，他引2次 2013-01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中国政法大学规划项目(纵向)
亚太多重自贸区框架下中美日对
东盟FDID的竞争与效应研究

16ZFG79003

201606
-

201906
8

天津德融福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委托 （横向）

国际能源价格走势及对中国经济
的影响研究

201410
-

201712
15

延吉市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委托（横向）

人民币升值对图们江三角洲地区
未来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研究

201110
-

201410
15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09-201601 国际金融 54 本科生

201509-201601 金融学 36 硕士研究
生

201603-201607 世界经济前沿问题研究 54 博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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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世界经济学

姓名 宏结 性别 女 年龄(岁) 53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世界经济
专业、2009年6月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宏结从事高等教育31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聚焦国际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获北京
市师德标兵和首都劳动奖章称号。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贸易
政治经济学，特别专注于国际贸易政策与国际经济法交叉学科的研究；兼任中国国际贸易
学会、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纵向课题2个；独著
2部，合著4部，在《国际贸易问题》、《财政研究》、《南方经济》、《经济经纬》、《
法学杂志》CSSCI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承担本科生《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理
论与政策》、《中国对外贸易研究》研讨课和硕士研究生《中级国际经济学》、《国际贸
易与投资》、《国际商务管理》等多门课程。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WTO框架下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
（SSM）的设立及中国的立场选

择

第七届中国贸易救济与产业安全
研究奖,商务部二等奖，《

2012中国贸易救济与产业安全论
丛》，中国商务部出版社，66-

75页，他引1次。

2013-01 第一作者

中国对美实施“双反”措施的产
业救济效应研究——基于取向电
工钢“双反”案的COMPAS模型分

析

《南方经济》（CSSCI），47-
65页，他引1次 2014-12 第一作者

美国对华光伏产业实施“双反
”措施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
COMPAS局部均衡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经纬》（CSSCI），49-
55页，他引3次。 2014-07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贸易救济措施重叠使用的政治经
济学分析

201109
-

201611
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WTO框架下中国应对及运用贸易
救济措施促进产业发展的经验研

究

201206
-

201709
15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09-201601 中国对外贸易研究研讨课 36 本科

201602-201606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48 本科

201602-201605 中级国际经济学 27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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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世界经济学

姓名 于淼 性别 男 年龄(岁) 46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
专业，1999年7月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于淼长期专注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客户关系管理等领域的研究。
兼任伦敦摄政大学客座研究教授、全国考委经济管理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考委经
济管理类专业电子商务专家组成员、联想集团电子商务顾问、神华集团信息化咨询顾问、
《电子商务》杂志首席顾问等。累计发表权威及核心论文数十篇，其中被SCI Q2区期刊收
录3篇；学术专著5部；国家级教材7部；主持横、纵项课题十余项。为包括平安信托、联
想集团、二十二冶集团等在内的多家横跨金融、电子、能源、建设等行业的大型企业提供
过咨询服务，广受企业好评。作为校级优秀中青年教师，常年讲授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电
子商务、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等课程，深受学生好评。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E-
commerce logistics service
quality with hesitant fuzzy

uncertain linguistic
information

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Fuzzy Systems （SCI Q2区

），4023-4029页
2016-07 第一作者

Research on the Supplier
Selection Model of Closed-
Loop Logistics Systems with
Hesitant Fuzzy Information

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Fuzzy Systems （SCI Q2区

），3431-3437页
2016-04 第一作者

管理学基础（第7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总印数3000册 2014-10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欧盟新能源战略中的科技 政策
体系研究（L1422009）

201404
-

201603
10

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
养 A类（纵向）

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
养支持计划

201512
-

201712
30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3项）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项目
（纵向） 中国政法二十二冶集
团第一建设有限公司（横向）

二十二冶集团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信息流程改造项目咨询

201207
-

201312
15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09-201601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54 本科

201509-201601 电子商务 54 本科

201509-201601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 32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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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世界经济学

姓名 霍政欣 性别 男 年龄(岁) 41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教育部
“新世纪
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专
业，2005年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霍政欣曾赴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等二十余个国家的高校或研究机构进行长期或短期
访问学者，有律师从业资格和经历，研究领域为法律适用，国际商务仲裁，在文物跨国追
索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先后出版中英文专著7部、译著3部；在国内外主流法学刊物上发
表英文和中文论文80余篇；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
人文社科基金、教育部回国留学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国家文物局等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科
研课题并参与数项国际合作项目；多项成果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在
国际商务谈判、商务仲裁、模拟法庭指导有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深受学生欢迎，获
“宝钢优秀教师奖”、“北京青年五四奖章”等重要表彰。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传承历史、映照未来——评《戴
西、莫里斯和考林斯论冲突法》

第14修订版

《比较法研究》(CSSCI)119-
126页,他引1次 2012-01 第一作者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A Commentary o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ct of China

Hong Kong Law Journal, Vol.
43:2 (2013) (SSCI Listed) 2013-09 第一作者

1970年公约研究：文本、实施与
改革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总印数
3000册 2015-01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日本侵华期间劫掠中国文物的返
还问题研究

2015
-

2018
20

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纵向
）

国际文化财产法：原理、视角与
体系

2014
-

2017
12

教育部回国留学人员基金（纵向
） 文化财产返还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2013
-

2016
1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09-201601 国际私法（英文） 54 本科生

201509-201601 中国宪法与行政法（英文） 36
留学生、
硕士、博
士研究生

201509-201601 国际私法原著精读 32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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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填写表II-3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II-3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仅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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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有本学科授权并招生的，填本学科情况；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的，填写相近学科情况;前两项都没有的，可填联合培

养情况；三类中只能选填一类。

2.“招生人数”填写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专业学位授权点的人数包括全国

GCT考试录取的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授予学位人数”填写在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数（含全日制、非全

日制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

Ⅲ   人才培养

Ⅲ-1-1 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

Ⅲ-1-1 博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  □相近学科  □联合培养）

人数              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数 9 5 7 7 7

授予学位人数 2 2 3 0 5

Ⅲ-1-2 硕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  □相近学科  □联合培养）

人数               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数 22 18 16 18 17

授予学位人数 20 21 22 2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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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  课程与教学

Ⅲ-2-1  目前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学分 授课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务 所 在 院 系

1 高级微观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邓达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54 /3 中文

2 高级宏观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李泳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54 /3 中文

3 高级计量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李景华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54 /3 中文

4 中级国际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宏结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54 /3 中文

5 世界经济专题 专业必修课 张淑静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6 新制度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黄立君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54 /3 中文

7 《资本论》与当代 专业必修课 陈明生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商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54 /3 中文

8 中国经济发展史 专业必修课 李晓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54 /3 中文

9 外国经济发展史 专业必修课 巫云仙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54 /3 中文

10 国别经济专题研究 专业必修课 杨丽花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11 国际贸易与投资专题 专业必修课 宏结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12 国际金融专题 专业必修课 梁涵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13 现代市场经济专题 专业必修课 张弛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14 货币金融学专题研究 专业必修课 巫云仙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15 财政学专题研究 专业必修课 马丽娜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16 中外经济思想史专题
研究 专业必修课 李晓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17 经济制度变迁比较 专业必修课 熊金武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18 经济学方法论 专业必修课 胡明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19 金融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刘纪鹏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20 金融学 专业选修课 金仁淑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21 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 专业选修课 胡继晔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22 金融法与金融安全 专业选修课 李东方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23 衍生金融工具 专业选修课 田文昭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24 投资学专题 专业选修课 田文昭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25 连续时间金融专题 专业选修课 陈芑名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26 财务管理研究 专业选修课 田明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27 运筹学 专业选修课 张璞媚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28 实分析 专业选修课 张璞媚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29 博弈论与经济学分析 专业选修课 李景华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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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课程类型”限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一门课程若由多名教师授课，可多填；授课教师为外单位人员

的,在“所在院系”栏中填写其单位名称，并在单位名称前标注“▲”。

2.在本学科无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填写相关学科课程开设情况。

 

30 应用统计分析 专业选修课 张巍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31 多元回归分析 专业选修课 霍钊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32 时间序列分析 专业选修课 霍钊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33 国际经济文献选读 专业选修课 李泳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英文

34 创业管理 专业选修课 王玲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35 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
专题 专业选修课 张巍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36 国际经济学专题研究 专业选修课 宏结 正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37 发展经济学专题研究 专业选修课 支小青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38 量化历史研究专题 专业选修课 熊金武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39 现代市场经济学专题 专业选修课 张弛 副高级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Ⅲ-2-2  拟开设的博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学分 授课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务 所 在 院 系

1 高级宏观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李泳 教授 本校 商学院 48 /3 英文

2 高级微观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刘志雄
／邓达

教授／副
教授 本校 商学院 48 /3 英文

3 高级计量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李景华
／于淼

教授／教
授 本校 商学院 48 /2 中文

4 世界经济前沿问题研
究 专业选修课 金仁淑

／巫云仙
教授／教

授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5 高级产业经济学 专业选修课 刘志雄
／李超

教授／教
授 本校 商学院 36 /3 英文

6 资本金融学 专业选修课 刘纪鹏 教授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7 高级国际经济学 专业选修课 宏结 教授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8 法经济学题专题研究 专业选修课 李建伟 教授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9 应用统计分析 专业选修课 张巍 教授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10 法律的经济学分析 专业选修课 胡继晔 教授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11 现代市场经济专题研
究 专业选修课 陈明生 教授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12 中外经济制度比较研
究 专业选修课 李晓／熊

金武
教授／副
教授 本校 商学院 36 /2 中文

Ⅲ-2-3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序
号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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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

1 北京市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二等奖

法商管理MBA培养模式创新实践——教
育部质量工程“法商复合人才培养

”经验
孙选中、柴小青 2013

2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完美搭档的再次联手───职业经理
人和家族企业的合作法则 王霆 2012

3 北京市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优秀奖 北京市大学生创业设计竞赛优秀指导

教师 于淼 2014

4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咕咚”来了：互联网与商业模式 朱晓武 2014

5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2014年度国际企业管理挑战赛中国赛
区全国比赛 柴小青 2015

6 宝钢教育奖 优秀奖 宝钢优秀教师奖 霍政欣 2016



29

注：1.限填写除导师外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成果。

2.“学位类别”填“博士、硕士、学士”，“录取类型”填“全日制、非全日制”。

Ⅲ-3  近五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限填10项）

序
号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
、专著、专利、赛事名
称、展演、创作设计等

）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引用
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类型及专
利号，参赛项目及名次，创作设计获奖

时间 学生姓名
学位类别（录取
类型/入学年月
/学科专业）

1

Empirical Study on
Japan’s Fiscal
Polic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Take

New Energy
Vehicles as
Example

2014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
(21th)（EI检索），p774-779, IEE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ociety

2014-08 张波

博士 全日制
2013-09 0201-
理论经济学 一

级学科

2 日本银行业对外开放
的效应及启示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CSSCI），20-27页 2012-03 倪东明

博士 全日制
2009-09 0201-
理论经济学 一

级学科

3

丝路基金、PPP与
“一带一路”建设
——基于博弈论的视

角

《亚太经济》（CSSCI），第二作者
，24-30页，他引1次 2016-03 周丽萍

硕士 全日制
2013-09 0201-
理论经济学 一

级学科

4
中国对美实施“双反
”措施的产业救济效

应研究

《南方经济》（CSSCI），第二作者
，47-65页 2014-12 何平

硕士 全日制
2010-09 0201-
理论经济学 一

级学科

5

Spillover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s: An
empirical study
after financial

crisis

2016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论文集
，ISTP检索,568-572页 2016-08 张莹

硕士 全日制
2014-09 0201-
理论经济学 一

级学科

6
中国省际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
效应影响的实证检验

《统计与决策》（CSSCI），第一作者
，97-101页，他引3次 2015-06 徐悦

博士 全日制
2013-09 0201-
理论经济学 一

级学科

7

人民币汇率的长短期
影响因素分析——基
于马尔科夫区制转换

模型

《国际贸易问题》（CSSCI），独立作
者，156-166页，他引3次 2014-02 郭莹莹

博士 全日制
2011-09 0201-
理论经济学 一

级学科

8 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影
响因素实证分析 《日本研究》，7-11页，他引6次 2013-01 彭博

博士 全日制
2011-09 0201-
理论经济学 一

级学科

9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影
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84-88页
，他引18次 2013-06 彭博

博士 全日制
2011-09 0201-
理论经济学 一

级学科

10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改
革及对劳动力市场的

影响
《日本研究》，19-25页，他引3次 2014-02 万美君

博士 全日制
2010-09 0201-
理论经济学 一

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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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点的，可填写相关学位点在校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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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Ⅳ  科学研究

Ⅳ-1 科研项目数及经费情况

类别    计数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国家级项目 2 39 1 24 1 14 4 125 4 80

其他政府项
目 3 34 5 69 2 29 1 17 1 25

非政府项目
（横向项目

）
8 124 8 133 15 329 9 184 6 170

合计 13 197 14 226 18 372 14 326 11 275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近五年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110 1396 40 456

近五年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五年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16 282 24 174

年师均科研项目数（项
） 0.85 年师均科研经费总数（万元） 10.74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万元

） 3.51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8

出版专著数 65 师均出版专著数 2.5

近五年公开发表学术论
文总篇数 420 师均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篇数 16.2

本学科承担着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重要课题，其主要研究成果不
仅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SCI、SSCI、EI等国内外权威期刊，拓展了理论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方
法，而且为国家和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实践作用。四个学术带头人研究方向明确，具有重要的学术地
位：刘纪鹏主持撰写的多篇报告被国家有关部门批示和采纳，其中《建议建立“监管统一、出资多元”的国资管
理新模式》等研究成果得到了李克强总理、张德江常委、王勇国务委员的批示；金仁淑作为国内著名的日本经济
问题专家，曾任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在日本经济制度变迁、对
外投资战略以及中日经济合作等领域成果突出；王霆的研究成果为国家电网人力资源管理改革、胡继晔的研究成
果为国家社保基金投资管理法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巫云仙首次系统研究了德国企业发展史，弥补了国内对欧
洲企业史研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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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项目获得多项奖励的，不重复填写。

 

Ⅳ-2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代表性科研奖励（限填5项）

序
号 奖励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商务部“第七届中国贸
易救济与产业安全研究

奖”;
二等 商务部“第七届中国贸易救济与产业安全研究

奖” 宏结 2012

2 教育部高校科研成果奖
（科学技术）; 优秀 我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对策建议 武长海 2013

3
北京市 北京市第十三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省级科研获奖;

二等 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问题 霍政欣 2014

4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2015年“中国外经贸发
展与改革”征文奖;

优秀 WTO《贸易便利化协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
响的实证研究 宏结 2015

5 中国商业史学会“第一
届货殖奖”; 特别 商贾传奇 李晓 2015

Ⅳ-3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专著（限填20项）

序
号 名  称 作者 时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注（限100字）

1 资本金融学 刘纪鹏 201605 中信出版社 国内首部构建资本金融体系的
著作

2 关于山东国有股划归地
方社保的几点思考 刘纪鹏 201512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

研究院智库要报
获得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国务
委员王勇批示

3
厘清后危机时代经济学
的“实证”——基于方
法论演变的比较分析

胡明 2015-05 经济研究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
学》2015年第8期全文转载

4 日本经济制度变迁及绩
效研究 金仁淑 201204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本书
深刻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
日本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内在缺
陷，提出了21世纪经济全球化
大潮下日本构筑“自主创新发
展”战略的制度变迁目标与具
体路径。本书列入中国经济文
库、应用经济学精品系列图书

5 中日对中亚五国经贸合
作比较 金仁淑 201607 日本学刊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贸易

研究》2016年9期全文转载

6 我国加工食品产业出口
效应研究 刘志雄 2013-03 管理世界 CSSCI，他引8次

7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E-commerce

logistics service
quality with hesitant

fuzzy uncertain
linguistic
information

于淼 201607
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Fuzzy
Systems

SCI Q2区,影响因子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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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专著。在“备注”栏中，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影响力等

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8

Research on the
Supplier Selection
Model of Closed-Loop
Logistics Systems
with Hesitant Fuzzy

Information

于淼 201604
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Fuzzy
Systems

SCI Q2区，影响因子1.28

9

An empirical approach
on regulating

China’s pension
investment

胡继晔 201406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ume 37,
SSCI检索

10 存款保险立法：欧美经
验对中国的启示 胡继晔 201410 保险研究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

险》2014年第10期全文转载

11 德国企业史 巫云仙 20130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内首部研究德国企业发展史
的专著

12 中国绿色发展的条件与
面临的挑战 刘志雄 2013-04 新视野 《新华文摘》2013年第18期全

文转载

13 德国制造模式：特点、
成因与发展趋势 巫云仙 201303 政治经济学评论 CSSCI，他引12次

14 高速公路收益权的资产
证券化问题研究 朱晓武 2016-05 金融研究 通讯作者

15
WTO框架下农产品特殊保
障机制（SSM）的设立及

中国的立场选择
宏结 201301

《2012中国贸易救济与
产业安全论丛》，中国

商务部出版社

第七届中国贸易救济与产业安
全研究奖,商务部二等奖

16

IT business Value: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the Hotel
Industries in Macao
and Mainland China

朱晓武 201408 澳门大学出版社

本研究通过构建IT配置效率、
IT应用效果、总投入产出效率
的三角理论模型，利用修正后
的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对澳门各类酒店进行分析
，为IT商业价值研究提供了新
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给酒
店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决
策参考。

17 食品供应链能源流投入
产出理论及实证研究 李泳 201301 南开经济研究 CSSCI，他引20次

18
碳税征收对我国能源密
集型产业的影响研究
——以钢铁业为例

陈明生 201301 学习与实践 CSSCI,他引5次

19

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
法律问题研究 ——兼评
“《证券法》修订草案
”中的股票注册制

李东方 201503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CSSCI,他引10次

20
中国城市化背景下土地
市场化机制设计与改革

逻辑
熊金武 2015-08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阶段
性成果，被纳入墨香财经学术
文库和十二五辽宁省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直面城市化下
中国土地市场化改革问题，审
视30多年来城市化土地困局
，基于市场设计理论，提出建
设性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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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Ⅳ-4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10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100字）

1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市值管理问题

其他原创性研究成
果 研究报告 刘纪鹏

2015年8月，提交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局，为国有企
业上市市值相关法规与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解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中国资本市场增减
持股份的现实难题提供了指引。

2 国有股划拨社保基
金问题研究 智库报告 刘纪鹏

2015年12月，提交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办，为国资
委制定社保基金投资国有股提供了政策建议。另
单独成型一篇要报《关于山东国有股划归地方社
保的几点思考》获国家领导人马凯、王勇批示。

3
深化北京市国有资
产监管体制改革问

题研究

其他原创性研究成
果 研究报告 刘纪鹏

2013年11月，提交北京市国资委，相关内容与《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的实施意见》（京政发〔2017〕3号）文件契合
。

4

完美搭档的再次联
手—— 职业经理
人和家族企业的合

作法则

其他原创性研究成
果 教学案例 王霆

2012年，对统一润滑油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和霍氏
集团家族企业的案例进行调研形成案例，获得全
国优秀案例奖，英文版入选毅伟商学院全球案例
库。

5 山西蓝泰：突破快
速成长的管理瓶颈

其他原创性研究成
果 咨询报告、教

学案例
王霆

2012年，对统一润滑油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和霍氏
集团家族企业的案例进行调研形成案例，获得全
国优秀案例奖，英文版入选毅伟商学院全球案例
库。

6
东莞外贸发展“十
三五”规划前期研

究
咨询报告 于淼 2016年12月，该咨询报告提交给东莞市商务局

，该咨询项目合同金额12万元。

7

二十二冶集团第一
建设有限公司企业
信息流程改造项目

咨询

咨询报告 于淼 2013年12月，该咨询报告提交给二十二冶集团第
一建设有限公司，该咨询项目合同金额15万元。

8 社保基金监管立法
研究

其他原创性研究成
果 研究报告 胡继晔

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基本社会保险基金投资
管理办法》（国发〔2015〕48号）中的投资股票
限制比例、投资品种等均与本研究成果的结论一
致，说明本研究对国家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9 国家电网领导行为
案例库

其他原创性研究成
果 咨询报告 案例

库
王霆

2015年，对国家电网管理案例进行全面梳理，形
成包括岗位特征、行为人特征和领导行为特征在
内的案例数据库，通过大数据挖掘动态生成岗位
领导力模型，为国电公司管理干部选拔、培养提
供基础数据和案例依据。

10 研究报告 其他原创性研究成
果 研究报告 王霆

2016年，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电网公司
国际化人才队伍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系
统调研，为国家电网公司提供研究报告，推动央
企国际化人才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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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Ⅳ-5  近五年承担的代表性科研项目（限填10项）

序
号 名称（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到账经

费（万元）

1
我国自然资源资本
化及对应市场建设
研究（15ZDB16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
目 201511-201910 刘纪鹏 60

2
欧盟新能源战略中
的科技政策体系研
究（L14220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专项基
金项目 201404-201603 于淼 10

3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重大立法问题研究
（16ZDA06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
目子项
目

2016-2019 李建伟 20

4
信息系统与组织结
构的动态匹配
（7110212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
目 201201-201412 朱晓武 17.5

5 社保基金监管立法
研究 （09BFX05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0906-201212 胡继晔 10

6

WTO框架下中国应对
及运用贸易救济措
施促进产业发展的

经验研究
（12BJL06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206-201707 宏结 15

7 证券监管法论
（16FFX0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

助项目 201606-201910 李东方 20

8
外商直接投资产业

控制力 研究
（16FJL0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
助项目 201610-201812 李泳 20

9
京津冀农村地区清
洁能源的消费与政
策研究（9162016）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金

面上项
目 201610-201812 刘志雄 18

10
股权众筹监管基础

理论研究
（15FFX04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
助项目 201510-201710 武长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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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仅限申请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填写。

Ⅳ-6  近五年代表性艺术创作与展演

Ⅳ-6-1  创作设计获奖（限填5项）

序
号

获奖作品/节目名
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时间 相关说明（限100字）（如：本单位主要获

奖人及其贡献等）

Ⅳ-6-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限填5项）

序
号

展演作品/节目名
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

与地点
相关说明（限100字）（如：本单位主要参

与人及其贡献等）

Ⅳ-6-3  其他方面（反映本学科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的其他方面，限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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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培养环境与条件

Ⅴ-1  近五年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情况

计数    项目 主办、承办国际或全国性
学术年会（次）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
报告（次）

邀请境外专家讲座报告
（次）

资助师生参加国际国内学
术交流专项经费（万元）

累计 7 104 10 64.61

年均 1.4 20.8 2 12.922

Ⅴ-1-1  近五年举办的主要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限填5项）

会议名称 主办或承办时间
参会人员

总人数 境外人员数

中国法治经济论坛 2013-04 360 0

能源、碳排放与中国经济 2013-07 20 0

国内外形势讨论会 2015-01 50 0

经济增长与幸福 2015-05 30 0

首届蓟门经济史论坛 2016-12 70 0

Ⅴ-1-2  近五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报告情况（限填10项）

序号 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及地点 报告人 报告类型 报告时间

1 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
趋势分析

中国企业创新资本发展高峰论
坛，北京 刘纪鹏 大会报告 2015-11

2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
格与中日韩FTA经济效

应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中
的中国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

会，厦门大学
金仁淑 分会报告 2012-11

3
经济学研习者不可或
缺的基本素养：历史

思维和历史感

经济与历史：在中国经济学中
如何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学术

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
巫云仙 分会报告 2015-10

4

Application of
Supervised Learning
in the Exploring

Research on
Employment Quality

for College
Graduates

The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ehavioral,

Economic, and Socio-
Cultural Computing

(BESC’2014)

王霆 分会报告 2014-10

5 基于多主体建模的城
市经济分割研究

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2012年会
论文演讲报告，澳门 朱晓武 分会报告 2012-07

6
What Drives Stock
Market Crash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日本-中国人力发展经济学国
际会议，日本庆应大学 李泳 分会报告 2014-12

7
Factors Impact
China’s Stock

market Fluctuations

2014人文与科学国际会议，美
国哈佛大学 李泳 分会报告 2014-05

8 白酒塑化剂事件对公
司股价影响的研究

北京农业经济学会2014学术年
会，中国人民大学 刘志雄 分会报告 2013-12

9
关于后危机时期美国
对华贸易调查新特征

的几点思考

全球化格局下中美俄三国经贸
关系的发展趋势学术会议，黑

龙江绥芬河
宏结 大会报告 2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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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报告类型”填“大会报告”和“分会报告”。

10 并购重组是健康股市
的重要手段 全球并购管理高峰论坛，北京 刘纪鹏 大会报告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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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同一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有多种冠名的，不重复填写。

2.“批准部门”应与批文公章一致。

Ⅴ-2  可用于本一级学科点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支撑

Ⅴ-2-1  图书资料情况

中文藏书（万
册）

外文藏书（万
册）

订阅国内专业
期刊（种）

订阅国外专业
期刊（种）

中文数据库数
（个）

外文数据库数
（个）

电子期刊读物
（种）

24.46 1.58 666 62 22 18 55

Ⅴ-2-2 代表性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重点学科等平台（限填5项）

序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1 省部级重点学科; 世界经济重点学科 省部级 北京
市 教育厅 2008-01

Ⅴ-2-3  仪器设备情况

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260 实验室总面积
（㎡） 525.5 最大实验室面

积（㎡） 141

Ⅴ-2-4 其他支撑条件简述（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填写，限200字）

近年来本学科建设和完善了金融投资与监控实验室，财会管理实验室和三个多媒体教室，每两年更新其软件和硬
件。本学科拥有包括国家图书馆Emerald回溯内容全国在线、西文过刊数据库JSTOR（新）、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CSSCI）数据库、EBSCOhost全文数据库、 Emerald经济管理学、图书馆学等中外文数据库。本学科每年选派
优秀学生到欧美日等高校进行学习和交流，并设立了岳城奖学金、何丹奖学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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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内容属实，同意上报。

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学位授予单位承诺：

    本单位申报表中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开，同意上报。本
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