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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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对教师取得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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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启动会 

6 月 26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基于大数据的管理科学研

究”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启动会在科

学园 2H251 召开，启动会以线下线

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哈尔滨工业

大学副校长沈毅、基金委管理科学

部副主任刘作仪、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一处处长霍红出席会议。会议特别邀请合肥工业大

学杨善林院士、东北大学唐立新院士、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浙江大学华中生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毛基业教授等专家组成项目咨询专家组。参加会议的还有哈工大人事处副处

长兼师资人才办主任梁恒、哈工大科工院基础创新处处长彭宇、哈工大学科办副主任李

隆球、哈工大科工院基础创新处副处长赵伟、哈工大科工院基础创新处项目主管王雪，

哈工大经管学院党委书记孟炎、特聘院长吴俊杰、党委副书记杨宗义、副院长赵泽斌，

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叶强教授及创新研究群体学术骨干成员、主要成员。启动会分

别由孟炎和霍红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是支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和研

究骨干，共同围绕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合作开展创新研究，培养和造就在国际科学前沿占

有一席之地的研究群体。“基于大数据的管理科学研究”创新研究群体是哈工大经济与

管理学科的第一个创新研究群体（哈工大第八个创新研究群体），是国内在管理信息系

统、电子商务、大数据商务分析、新兴金融科技和电子健康等领域最富影响力的科研群

 科研项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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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一。群体核心成员包括李一军、叶强、张紫琼、郭熙铜、夏昊、姜广鑫等一批国家

级高层次人才和国家级青年人才，团队致力于在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电子健康等特色

研究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同时促进应用性研究成果落地。 

项目申报情况 

2022 年第二季度，学院申报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24 项，校级项目 16 项；

报送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选题 3 个。 

2022 年第二季度科研项目申报情况 

类别 项目来源 申报数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 1 

省部级 

2022 年度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6 

2022 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11 

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专题研究项目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 2022 年度课题 2 

2022 年度中国科协科技智库青年人才计划项目 3 

校级 

2022 年度哈工大原创前沿探索基金项目 8 

2022 年度哈尔滨工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项目 6 

2022 年度哈尔滨工业大学新型培育智库项目 2 

项目获批情况 

2022 年第二季度，学院教师获批省部级项目 2 项，具体情况如下： 

2022 年第二季度科研项目获批情况 

类别 项目来源 获批数 项目负责人 

省部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性课题 2 洪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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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季度，学院发表学术论文 44 篇，其中 CSSCI 检索论文 11 篇，SCI/SSCI

检索论文 26 篇，EI 检索论文 2 篇。另有中文期刊论文 10 篇、SCI/SSCI 检索论文 12 篇、

EI 检索论文 2 篇已录用待刊出。 

2022 年上半年新增 UTD 24 期刊论文 3 篇： 

Ghose Anindya, GUO Xitong*（郭熙铜）, LI Beibei*, DANG Yuanyuan. Empowering 

Patients Using Smart Mobile Health Platform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 

MIS Quarterly, 2022, 46(1): 151-192. 

ZHAN Nan（张楠）, WANG Chong Alex*, Karahanna Elena, XU Yan. Peer Privacy 

Concern: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MIS Quarterly, 2022, 46(1): 491-530. 

ZHAO Wei, LIU Qianqian Ben, GUO Xitong*（郭熙铜）, WU Tianshi（吴天石）, Kumar 

Subodha. Quid Pro Quo in Online Medical Consultation?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Small 

Monetary Gifts from Patient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22, 31(4):1698-1718. 

3 位教师入选 2021“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2022 年 4 月 14 日，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 2021“中国高被引学者”（Highly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叶强教授、张紫琼教授、郭熙铜教授入选榜单。至此，

叶强教授连续入选 2015-2021 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郭熙铜教授、张紫琼

教授入选 2020 及 2021 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首发于 2015 年，以全球权威的引文与索引数据

库 Scopus 作为中国学者科研成果统计来源，分析中国学者的科研成果表现，榜单受到

国内外众多媒体和学者的高度关注。 

 

 

2022 年第二季度，学院申报 2021 年度工业和信息化优秀研究成果 2 项，黑龙江省

社会科学学科优秀科研成果奖 1 项。 

 学术论著 二 

 科研奖项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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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设立“新知论坛”并制定发布论坛管理办法 

为建立长效学术交流机制，围绕高水平学术成

果交流与产出打造经管特色学术活动品牌，学院特

设立“新知论坛”。为保证论坛持续高效健康开展，

学院制定《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知论坛管理办法》，于

6 月 20 日正式发布执行。 

2022 年第二季度，学院举办学术讲座 13 场，具体情况如下： 

2022 年第二季度学术讲座情况 

讲座时间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讲座题目 

4 月 7 日 
Jose 

Benitez 

法国北方高等商

学院 

How Enterprise Social Media Improves Conversations 

between Top and Middle Management Teams: 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4 月 11 日 
Jose 

Benitez 

法国北方高等商

学院 

Social Media Capability, Social Knowledge Co-creation,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4 月 15 日 冷铁成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 

Going Extreme: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4 月 20 日 王宇 南京大学 

Auditor-client Reciprocity: Evidence from Forecast-

issuing Brokerage Houses and Forecasted Companies 

Sharing the Same Auditor 

5 月 3 日 张烨宇 清华大学 公募基金抱团强度、投资收益与股价崩盘风险 

5 月 5 日 杨丹 北京师范大学 
独善其身抑或兼善天下：民营企业管理者能力影响企

业参与精准扶贫吗？ 

5 月 8 日 梁仲文 香港城市大学 去中心化金融的崛起：未来金融的路线图 

5 月 14 日 蒋建武 深圳大学 OB/HR 研究中的现象察觉与问题凝练 

5 月 19 日 罗进辉 厦门大学 共同股东与公司治理趋同 

5 月 30 日 梁仲文 香港城市大学 In Search of Alternative Data in the Era of Big Data 

6 月 10 日 
Hugo 

Lam 
英国利物浦大学 

Mandatory Carbon Reporting and Firm Operational 

Efficienc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K 

6 月 17 日 林晓婉 澳门大学 
Am I Motivated to Share Knowledge for Better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n Approach and Avoidance Framework 

6 月 21 日 田志龙 华中科技大学 
解读中国企业优秀管理实践——《管理学报》论文撰

写建议 

 学术交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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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言报送与采纳 

2022 年第二季度，学院发布省部级建言征集信息 26 个，学院教师积极参与报送，

报送工信部重大问题预研选题 3 个，向省部级有关部门报送资政建言 16 篇，新增 8 项

成果采纳。 

2022 年第二季度成果采纳情况 

姓名 成果名称 采纳情况 

赵泽斌 ************治理建议 中央有关部门采纳 

杨宗义 ************有关建议 中央有关部门采纳 

孙佰清 ***********发展的建议 省级有关部门采纳 

郭熙铜 ***********问题的建议 省级有关部门采纳 

刘纪达 

（学生） 
*****安全管理政策***** 省级有关部门采纳 

叶  强 

李永立 

关于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 助力龙江实体经

济提质增效的创新思考 
省委政策研究室《信息参阅》 

赵泽斌 

叶  强 

关于用好农业大数据“双刃剑” 强化农业数

据安全治理的对策建议 
省委宣传部《智库专报》 

赵泽斌 

叶  强 

王  健 

关于加速推动数据要素产业化发展的建议 省委宣传部《智库专报》 

1. 叶强教授、李永立教授《关于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 助

力龙江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创新思考》收录在黑龙江省委政策

研究室《信息参阅》2022 年第 10 期。针对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

发展面临的新任务新要求新目标，建议我省必须从商业模式创

新、底层技术研发、发展环境优化、数字人才储备等方向发力，

扎实做好创新“平台经济”商业模式、推进区块链等技术协同创

新、营造开放创新宏观环境、完善高新技术企业、人才的引进机

制等各项工作。 

   社会服务与智库建设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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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泽斌教授、叶强教授《关于用好农业大数据“双刃剑” 

强化农业数据安全治理的对策建议》收录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智库专报》2022 年第 12 期（总第 209 期）。文章指出，农业

大数据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的同时，存在安全边界失控、关键技术滞后、数据管理分散及用

户安全意识不强等一系列安全隐患，必须从提升数据安全存储

能力、加强隐私增强技术创新、健全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完善

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加快立法及普法宣传等五方面发力，为大数

据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做好安全保障。 

3. 赵泽斌教授、叶强教授、王健教授《关于加速推动数据要

素产业化发展的建议》收录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智库专报》2022

年第 13 期（总第 210 期）。文章指出，我省应积极探索辐合大

数据有生力量的新模式新机制，加强数据治理共同体的顶层设

计，加快形成区域性数据要素产业化联盟，梳理明晰数据权属和

使用边界，制定数据开放计划，规范和推动数据要素开放共享和

价值最大化，以产业化联盟为磋商机制增强跨区域数据要素市场

化配置和协作，建立全方位全流程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加速推进我省数据要素

产业化发展，形成拉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 

（二）专家推荐 

2022 年第二季度，学院推荐各类专家 31 人次，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

目评审专家 1 人，教育部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专家库专家 5 人，黑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投资咨询专家库专家 6 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评审专家 7 人，黑龙江

省政协营商环境调研专家 1 人，生物经济及冰雪经济研究领域专家 7 人，深圳市相关专

家库专家 2 人，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专家评审委员会专家 2 人。 

2022 年第二季度专家推荐情况 

推荐专家事项 推荐人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1 

教育部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专家库专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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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咨询专家库专家 6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评审专家 7 

黑龙江省政协营商环境调研专家 1 

生物经济及冰雪经济研究领域专家 7 

深圳市相关专家库专家 2 

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专家评审委员会专家 2 

（三）媒体发声 

1. 4 月 25 日，战略与创新系于渤教授在黑龙江电

视台新闻联播“‘四大规划’深解读”板块中接受采

访，指出高技术制造业对工业拉动作用显著，要抢抓

战略机遇，把规划落到实处，黑龙江的全面振兴定是

始于工业的振兴，工业振兴将为黑龙江带来更好的发

展前景。 

2. 4 月 29 日，战略与创新系于渤教授受邀出席

黑龙江电视台“喜迎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特别节目——

风展红旗如画”节目直播，作为“话说龙江”板块现

场嘉宾接受主持人访谈，针对农业现代化、老字号企

业数字化转型、加快生物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 

3. 4 月 29 日，经济与贸易系姜明辉教授受邀出席

黑龙江电视台“喜迎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特别节目——

风展红旗如画”节目直播，作为“招商引资”“幸福

民生”板块现场嘉宾接受主持人访谈，就如何优化黑

龙江省营商环境、新医改的逐步推进如何惠及百姓等

提出建议。 

4. 5 月 1 日，经济与贸易系曲世友教授在黑龙江

电视台系列报道“报告里的新龙江”栏目中，围绕“‘新

引擎’赋动能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主题接受了

采访，对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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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新兴产业”“赋能升级传统优势产业”“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等进行详细解读。 

5. 5 月 28 日，经济与贸易系姜明辉教授就我省与

国内生物经济重点企业签署战略和项目合作协议接

受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采访，指出签约企业的

技术优势、市场地位、资金实力和品牌知名度同我省

生物资源优势相结合，可促进企业在我省落地生根逐

渐壮大，同时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吸引更多相关产业的企业到我省落户。 

6. 4 月 18 日，《光明日报》06 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专刊”刊发会计系助理教授苏子豪参与撰写的文章《建设绿色绩效评价体系 促进全面

绿色转型发展》。文章指出要以双碳目标提出为契机，以服务全面绿色转型为原则，统

筹规划、攻坚克难，以长远眼光做好绿色绩效评价体系。文章被“学习强国”平台转载。 

7. 4 月 24 日，《经济日报》头版刊发《创新发展势头不减》一文，经济与贸易系马

涛教授接受文章记者采访，指出通过创新发展提振当前经济，应从畅通供需和提升就业

两个方面发挥优势，同时结合国家“专精特新”专项行动计划，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供需贯通。 

2022 年第二季度媒体发声情况 

教师姓名 媒介 时间 事项 

于渤 

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 4 月 25 日 接受“‘四大规划’深解读”板块采访 

黑龙江电视台“喜迎省

第十三次党代会特别节

目——风展红旗如画” 

4 月 29 日 
作为“话说龙江”板块现场嘉宾接受主持

人访谈 

姜明辉 

黑龙江电视台“喜迎省

第十三次党代会特别节

目——风展红旗如画” 

4 月 29 日 
作为“招商引资”“幸福民生”板块现场

嘉宾接受主持人访谈 

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 5 月 28 日 
就我省与国内生物经济重点企业签署战略

和项目合作协议接受采访 

曲世友 
黑龙江电视台系列报道

“报告里的新龙江”  
5 月 1 日 

围绕“‘新引擎’赋动能 加快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主题接受采谈 

苏子豪 《光明日报》 4 月 18 日 

刊发其参与撰写的文章《建设绿色绩效评

价体系 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文章被

“学习强国”转载 

马涛 《经济日报》 4 月 24 日 
头版文章《创新发展势头不减》中就创新

驱动等问题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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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席会议及对外交流 

1. 6 月 10-11 日，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叶强教授受

邀出席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二十二届年会并在

“商学课堂”环节发表主题演讲，从“大数据与决策

分析”角度分享了对企业发展的思考。演讲从大数据

的基本概念、如何发展大数据、利用大数据为企业创

造商业价值、运用大数据思维管理企业等四方面展

开。本届年会以“同奋进 高质量 共发展”为主题，数百位政府领导、企业家和专家学

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出席年会。 

2. 4 月 2 日，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叶强教授受邀为

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办的全省“业务大讲堂”第 1 期

做数字经济专题讲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

济重要讲话精神及《黑龙江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对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创新、我省面对数字经

济的机遇与挑战等进行详细讲解。省直和市（地）相关干部共 1.2 万余人通过龙江先锋

网视频系统线上学习。 

3. 6 月 2 日，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叶强教授受邀为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举办的“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专题讲座暨第十二期龙检大讲堂作《数字经济与高质

量发展》专题讲座，围绕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

神及《黑龙江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内

容对我省数字经济发展进行深入解读。讲座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省检察院在哈院

领导、检委会专职委员、其他省管干部和省检察院全体干警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分）

院、基层院领导班子成员和全体干警在分会场参会。 

4. 6 月 6 日，为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聚

共识、拓思路、谋良策，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全面推

动科研工作跨越式发展，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院长、发展计划处处长尹航，副院长李婉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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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吴雷，副院长苏屹一行四人来访学院，双方就科研工作发展进行充分交流。学院

管理工作委员会主任叶强，党委书记孟炎，党委副书记杨宗义，副院长赵泽斌，院长助

理姜广鑫出席会议，学院管理工作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 

2022 年第二季度学院社会服务与智库建设情况 

时间 事项 

4 月 2 日 
叶强教授受邀为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办的全省“业务大讲堂”第 1 期做数字经

济专题讲座 

4 月 18 日 

助理教授苏子豪参与撰写的文章《建设绿色绩效评价体系 促进全面绿色转型

发展》被《光明日报》06 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

刊”刊发，文章被“学习强国”平台转载 

4 月 24 日 
马涛教授在《经济日报》头版文章《创新发展势头不减》中就创新驱动等问题

接受采访 

4 月 25 日 于渤教授在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四大规划’深解读”板块中接受采访 

4 月 29 日 
于渤教授受邀出席黑龙江电视台“喜迎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特别节目——风展红

旗如画”节目直播，作为“话说龙江”板块现场嘉宾接受主持人访谈 

4 月 29 日 

姜明辉教授受邀出席黑龙江电视台“喜迎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特别节目——风展

红旗如画”节目直播，作为“招商引资”“幸福民生”板块现场嘉宾接受主持

人访谈 

5 月 1 日 
曲世友教授在黑龙江电视台系列报道“报告里的新龙江”栏目中围绕“‘新引

擎’赋动能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主题接受采访 

5 月 28 日 
姜明辉教授就我省与国内生物经济重点企业签署战略和项目合作协议接受黑

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采访 

6 月 2 日 
叶强教授受邀为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举办的“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专题讲座

暨第十二期龙检大讲堂作《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讲座 

6 月 6 日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来访我院，双方就科研工作发展进行充分交流 

6 月 10-11 日 
叶强教授受邀出席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二十二届年会并在“商学课堂”环

节发表主题演讲 

4 月-6 月 

报送工信部重大问题预研选题 3 个，向省部级有关部门报送资政建言 16 篇； 

1 篇决策咨询成果被《信息参阅》刊发，2 篇被《智库专报》刊发，5 项成果被

中央及省级有关部门采纳 

4 月-6 月 
推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专家

库专家、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咨询专家库专家等各类专家 3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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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常年开展智库成果征集工作，教师可随时将形成的决策咨询报告、政策建议、

媒体发声等智库成果报送至科研办公室；同时希望教师踊跃报送资政建言文章，科研办

可协助教师依托学校和学院智库进行呈送。 

学院现有黑龙江省和工信部智库情况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年度 

黑龙江省首批重

点培育智库 
大数据与决策分析研究中心 

黑龙江省哲

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 

2017 

黑龙江省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基地 

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基地 2004 

黑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基地 2013 

工信智库 

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家安全技术政策与管理实验室 

工业和信息

化部 

2017 

哈尔滨工业大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2017 

哈尔滨工业大学大数据与决策分析研究中心 2018 

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带一路人才战略智库 2018 

联系我们 

为给学院师生提供更好的科研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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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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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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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征集]师生科研成果、开展社会服务、社会发声等信息

可随时发送给我们，将在《科研简报》中陆续呈现。 

[智库服务]形成的资政建言，可依托学院智库向黑龙江省委

省政府和工信部等有关部门和单位以智库专报形式呈送。 

[意见建议]对学院科研管理工作有任何需求、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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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科研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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