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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方便全院师生及时了解学院科研动态和科研工作开展情况，从本年度起，学院将

对教师取得的科研成绩、学院开展的科研工作进行集中梳理，定期推出《科研简报》。借

助《科研简报》平台，推介学院优秀科研成果、活跃学院学术氛围，激励教师科研产出，

鼓励教师社会发声。《科研简报》每季度更新一期，欢迎学院师生届时查阅。 

 

 

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学院科研水平不断提升，高水平学术成果不断涌

现。“十三五”期间，学院获批科研项目 256 项，累计资助金额 10961.83 万元，经费额

度较“十二五”期间增长 21%。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1项，其中包含重点项目 3

项、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1项、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1项、优秀青年基

金项目 1 项；新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 3 项、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优秀

青年项目 2 项，填补了我院该类型项目上的空白；新增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6 项。 

学院目前在研国家级项目 50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8 项，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6项，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6项。 

国家级项目申报情况： 

2021年第一季度，学院教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

目 43项。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作。①1 月 15 日前，完成人才类项目申报备案，制

定《经管学院 2021年度提升人才类项目申报质量工作计划》，为人才类项目申报人配备

一对一成长导师；②1月 16日，组织召开申报动员及经验交流会，李一军、叶强、赵泽

斌、姜广鑫、郭熙铜、刘鲁宁、刘松崧、刘先伟老师出席动员会并针对人才类项目、重

点项目、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进行申报经验分享，学院一百余位师生在线参

会；③2 月 21 日，每份申请书由领域相近、多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专家进行预

审，提出修改建议；④3 月 4 日，组织召开人才类项目集中评审会，专家评审组为申报

人做整体把关；⑤3月 7日-8日，学科与科研管理办公室对每份申请书进行两轮形式审

查，确保申请书不存在形式错误。 

 科研项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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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报工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报先后经过院内预审、学校

预审及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组织的省内预评审。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办公室根据全国社科工作办公室分配我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限额指标，结合我

省实际申报数据，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每个学科申报项目拟入围名单。我院申报的项

目均在入围名单之列。 

省部级项目申报： 

2021 年第一季度，学院教师申报各类省部级项目 17 项，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10 项、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 项、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研究项

目 1项。 

其中，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限额申报，学院采取教师自由申报，超过学校

分配指标的项目类型通过组织相关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小组，对该项目类型全部项目进行

评审，以百分制打分排序进行遴选，确定最终报送项目。 

 

 

“十三五”期间，学院发表学术论文 986 篇，数量较“十二五”期间增长 15%；其

中 SCI/SSCI 检索论文 578 篇，较“十二五”期间增长 116%。在 UTD24 国际顶级学术期

刊发表论文方面，由“十二五”期间的 3 篇增加到 7 篇（另有 1 篇已录用待刊出），管

理信息系统领域 2020 年全球学术贡献排名上升至 71 位。出版教材 28 本，其中国家及

省部级规划教材 12本；出版专著 23本，其中 20本来自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2021 年第一季度，学院发表中文论文 27 篇，其中 CSSCI 检索论文 18 篇；发表

SCI/SSCI检索论文 13 篇、EI检索论文 1篇。另有 4篇中文论文、11篇 SCI/SSCI检索

论文、3篇 EI检索论文已录用待刊出。 

 

 

2021 年第一季度，在黑龙江省教育厅组织的首届黑龙江省教材奖评选暨首届全国

教材建设奖遴选推荐活动中，学院教师主编的教材获得 4项成果奖： 

 学术论著 二 

 教材获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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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师主编教材获奖情况 

教材名称 出版单位 作者（主编） 获奖等级 

《管理信息系统》（第七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黄梯云、李一军 特等奖 

《管理沟通》（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莉、刘宝巍 一等奖 

《企业战略管理》（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王铁男 一等奖 

《会计信息系统》 高等教育出版社 艾文国 二等奖 

 

 

学院发挥智库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十三五”期间 16项政策建议被省部级政府部门

采纳或被省部级领导批示。 

2021 年第一季度社会服务情况：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办英文期刊

Fundamental Research，我院李一军教授担任管理科

学领域副主编。Fundamental Research 是综合性英

文学术期刊，由 9 个国家 152 名专家组成编委团

队，设主编 1名、副主编 8名、编委成员 143 名，

主编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龚旗

煌教授担任。期刊设置八个学科领域，分别由八位

副主编领衔负责，分别为陈发虎院士、张跃院士、

张学敏院士、李景虹院士、张学院士、郝跃院士、

龙桂鲁教授及李一军教授。 

2.2021 年 1 月 23 日，经管学院受南岗区政府委托，协

助进行密接人群排查工作。经管学院院长叶强、管工系刘旭

东老师带领学生先后赶赴南岗区、松北区统计局及疾控中心，

通过程序设计实现办公自动化，为密接人群排查提供技术支

援，协助防疫工作有序进行，并在春节期间，与政府工作人

 社会服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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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共同坚守防疫岗位。截至 3 月 2 日学

院共 32名志愿者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

8000 余小时。学院获得哈尔滨新区（自

贸区哈尔滨片区）大数据中心感谢信，博

士生林扬音、宫采炎、李春红、郝建树及

本科生方梦媛等 5名学生被授予“最勇敢的逆行者”光荣称号。 

3.战略与创新系于渤教授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参加了黑龙江电视台播出的黑龙江省

两会特别节目，作为“科技创新迈出新步伐”和“对外开放持续深化”两个板块的访谈

嘉宾，围绕主题接受了访谈。2月 21日，

参加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录制，在

“专家带你读报告”栏目中，围绕“坚持

创新驱动，推动振兴发展”主题接受了访

谈，访谈内容被“学习强国”等转载。3月

7日，参加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录

制，在“报告里的‘十四五’”栏目中，就如何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接受了访谈。 

4.经济与贸易系姜明辉教授于 2021年 2月 19日参加了黑龙江省两会特别节目的录

制，作为“复工复产，经济企稳回升”板块

的访谈嘉宾，针对我省产业链发展的相关

问题进行了分析。2 月 23 日，参加黑龙江

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录制，在“专家带你读

报告”栏目中，围绕“抓招商促发展，抓项

目增后劲”主题接受了访谈，访谈内容被

“学习强国”等转载。 

5.2021 年 1 月 6 日，经济与贸易系马涛教授受邀参加由商务部组织的“2020-2021

年宏观经济形势”座谈会，并进行题为《贯通高质量需求体系，提升双循环消费能级》

的发言。2021 年 1 月 23 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会，主题

为“需求侧管理与新发展格局”，马涛教授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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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季度学院教师社会发声情况 

教师姓名 媒介 时间 事项 

于渤 

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省两会

特别节目 
2 月 19 日 

作为“科技创新迈出新步伐”和

“对外开放持续深化”两个板块的

访谈嘉宾，围绕主题接受了访谈 

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专

家带你读报告”栏目 
2 月 21 日 

围绕“坚持创新驱动，推动振兴发

展”主题接受了访谈，访谈内容被

“学习强国”等转载 

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报

告里的‘十四五’”栏目 
3 月 7 日 

就如何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

接受了访谈 

姜明辉 

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省两会

特别节目 
2 月 19 日 

作为“复工复产，经济企稳回升”

板块的访谈嘉宾，针对我省产业链

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专

家带你读报告”栏目 
2 月 23 日 

围绕“抓招商促发展，抓项目增后

劲”主题接受了访谈，访谈内容被

“学习强国”等转载 

马涛 

由商务部组织的“2020-

2021年宏观经济形 

势”座谈会 

1 月 6 日 
进行题为《贯通高质量需求体系，

提升双循环消费能级》的发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博

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会 
1 月 23 日 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6.《中国人口报》2021 年 2 月 22 日第 003 版刊发公共管理系米加宁教授文章《养

老式就业：收缩型城市人才供给的新路径》；《中国经济时报》2021 年 3 月 30 日第 004

版刊发经济与贸易系马涛教授文章《大城市群重构金融格局》。 

2021 年第一季度教师媒体刊载文章情况 

教师姓名 媒体 时间 文章题目 

米加宁 《中国人口报》 2 月 22 日 《养老式就业：收缩型城市人才供给的新路径》 

马涛 《中国经济时报》 3 月 30 日 《大城市群重构金融格局》 

 

7.学校为充分发挥地方研究院在支撑学校科研发展、扩大与行业龙头的合作深度、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落地、扩充人才引进渠道等方面的作用，面向校内征集研发团队

入驻地方研究院，开展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学院 2个科研团队申请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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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信部财务司下发《关于推荐自贸协定货物贸易谈判专业人才的通知》，提出拟

组建自贸协定货物贸易谈判专业人才库，向各部属高校征集相关专业人才推荐，学院 2

位教师申报。为充分发挥我省智库专家咨政建言作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作为省级全媒

体平台首次征集智库专家，学院 9位教师申报。 

 

为给学院师生提供更好的科研服务，将科研管理工作做细、做实，面向广大师生长

期开展意见征询。学院师生在科研工作开展过程中有任何需求，可随时通过点击下方链

接、扫描二维码或电话、邮件的方式报送给我们，我们将及时与您取得联系，竭力提供

工作支持。 

师生发表的科研成果、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社会发声等信息也可随时发送给我们，

我们将在《科研简报》中陆续呈现。如对学院科研管理工作有任何意见或建议，也可随

时提出，我们将广泛吸收，持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科研服务水平。 

意见征询参与链接：https://www.wjx.cn/vj/rXEEhpr.aspx，此链接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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