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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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申报情况 

2022 年第三季度，学院申报国家级项目 4 项，省部级项目 5 项，具体情况如下： 

2022 年第三季度科研项目申报情况 

类别 项目来源 申报数 

国家级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2 

省部级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3 

黑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 1 

黑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基地奖励”项目 1 

项目获批情况 

9 月 8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 202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申报

期项目评审结果，学院 10 个项目获批，其中面上项目 5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5 项。 

202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批情况 

项目类型 获批数 项目负责人 

面上项目 5 安  实、邵景波、张  莉、邵  真、陈  默 

青年项目 5 黄莹莹、韩美妮、曹  星、吴少辉、田  原 

 

 科研项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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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第三季度学院获批省部级项目 8 项，校级项目 4 项，学会

项目 1 项，具体情况如下： 

其他项目获批情况 

类别 项目来源 获批数 项目负责人 

省部级 

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3 

优秀青年项目 
陈  莹 

李园园 

联合引导项目 黄莹莹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 规划基金项目 邵  真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

2022 年度课题 
1 重大项目 麦  强 

中国科协战略发展部 2022 年度“科技智库

青年人才计划” 
3 

邵  真 

刘纪达、朱梦成（学生） 

校级 
哈尔滨工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

动计划科研项目 
4 

智库项目 王晓红 

青年项目 

卢文曦 

黄莹莹 

吴少辉 

其他 黑龙江省金融学会 2022 年度重点研究课题 1 刘  静 

 

 

2022 年第三季度，学院发表学术论文 58 篇，其中 CSSCI 检索论文 9 篇，SCI/SSCI

检索论文 33 篇，EI 检索论文 4 篇。另有中文期刊论文 3 篇、SCI/SSCI 检索论文 15 篇、

EI 检索论文 1 篇已录用待刊出。 

2022 年第三季度，新增 UTD 24 期刊论文 2 篇： 

Hwang Elina H., Guo Xitong*（郭熙铜） , Tan Yong, Dang Yuanyuan. Delivering 

Healthcare through Teleconsultations: Implications for Offline Healthcare Disparity.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22, 33(2): 515-539.  

Guo Xitong（郭熙铜）, Lu Guanyi*, Villena Veronica H., Vogel Doug, Heim Gregory R. 

Supply Chain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Challenges in Developing Regions: 

Inductive Theory Building from Rural Chinese Nanostores.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22, 68(5): 454-486.  

 学术论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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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FT50期刊论文 2篇： 

Xue Mei*, Cao Xing（曹星）, Feng Xu, Gu Bin, Zhang Yongjie. Is College Education 

Less Necessary with AI?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Labor Structure Chang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22, 39(3): 865-905.  

Yu Nannan*（于楠楠） , Dong Yueyan, de Jong Martin. A Helping Hand from the 

Government? How Public Research Funding Affects Academic Output in Less-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Research Policy, 2022, 51(10): 104591. 

叶强教授入选“2022 全球学者学术影响力排行榜” 

8 月 31 日，全球学者库发布“2022 全球学者学术影响力排行榜”，公布了全球前

10 万名学者名单，其中中国学者 9044 人，学院叶强教授入选工商管理领域榜单。“2022

全球学者学术影响力排行榜”中，叶强教授以 107 篇论文，论文总评分 239847.2516，

论文篇均评分 2241.563，H 指数 23，位列全球排名第 86247 名。 

“2022 全球学者学术影响力排行榜”依托全球学者库按照科技论文质量评估计分

排名规则与方法对全球所有学科的学者近 30年发表的文献进行集中处理和计算后得出。

该排行榜旨在帮助全球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了解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和领军人物，

追踪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 

 

2022 年第三季度，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解放思想、振兴发展”主题征文

中，学院 1 篇征文获奖。 

2022 年第三季度科研获奖情况 

征文题目 作者 获奖等级 

军地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龙江振兴高质量发

展的突破路径 
宋雨薇、郭亚男（学生） 二等奖 

 

 

学院主办华人学者管理科学与工程第十四次国际年会 

7 月 21-22 日，由华人学者管理科学与工程年会理事会（CSAMSE）和哈尔滨工业

 科研奖项 三 

 学术交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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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华人学者管理科学与工

程第十四次国际年会召开。本届年会以“数字经济环

境下的高质量发展（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为主题，主要议程包含 4 场特邀

主旨报告、企业嘉宾圆桌论坛、青年学者论坛、女性

学者论坛、“最佳论文奖”和“管理实践奖”入围报

告及平行分组会议。会议吸引了包括中国、美国、加

拿大、英国、新加坡等海内外多所著名大学、科研机构和工业企业的 300 余名专家学者

参加，共同探讨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前沿问题。 

学院承办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 60 人论坛第七次研讨会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哈尔滨工业大

学开阳智库共同承办“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 60

人论坛”第七次研讨会，研讨会分主论坛主旨发言和

主题发言、平行论坛研讨交流两部分，来自中国人民

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 60 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就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展开交流。 

此外，2022 年第三季度，学院举办学术讲座 6 场，具体情况如下： 

2022 年第三季度学术讲座情况 

讲座时间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讲座题目 

7 月 8 日 文思思 清华大学 
Hunger Positivity Effect in Beauty Perception: 

Scope and Generalization 

9 月 2 日 李四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击穿报表：风动→幡动→心动  

9 月 16 日 彭斐 北京工商大学 独立董事捆绑聘任与盈余管理：监督还是合谋？ 

9 月 21 日 王乐 西安交通大学 
Observer Heterogeneity on the Persuasiveness of 

Deviatory Reviews 

9 月 28 日 朱英朋 香港科技大学 

Complementary or Substitutive? Low-Effort 

Content Production and High-Effort Knowledge 

Contribution in Online Q&A Communities: 

Evidence from a Quasi-Experiment 

9 月 30 日 齐保垒 西安交通大学 
The Impacts of Federal Judge Ideology on Audits of 

10-K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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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言报送与采纳 

2022 年第三季度，学院发布省部级建言征集信息 22 个，学院教师积极参与报送，

向省部级有关部门报送资政建言 11 篇，向学校报送建言 1 篇，新增 1 项省级领导批示

及 6 项成果采纳。 

2022 年第三季度成果采纳情况 

姓名 成果名称 采纳情况 

叶  强 关于龙江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 省级领导批示 

刘鲁宁 常宇菲 ********影响分析及对策建议 省部级有关部门采纳 

姜明辉 詹文韬  

张  隽 赵磊磊 
我国农业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省部级有关部门采纳 

王  健 ********现状、面临困难及有关建议 省部级有关部门采纳 

刘纪达 宋雨薇 

（学生） 
*******重点课题攻关**** 省部级有关部门采纳 

刘纪达 宋雨薇 

（学生） 
*******工作规划的措施建议 省部级有关部门采纳 

刘纪达 董昌其 

（学生） 
关于加强*******基层能力建设的若干建议 省部级有关部门采纳 

（二）媒体发声 

1. 7 月 18 日，《黑龙江日报》第六版理论版摘编了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叶强教授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举

办的“解放思想 振兴发展”理论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关于龙江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叶强教授指出，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

遇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

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

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

字革命和绿色革命推动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当

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 

   社会服务与智库建设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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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月 30 日，经济与贸易系马涛教授在黑龙江

电视台新闻联播系列报道“奋进！黑龙江自贸试验区”

中接受采访。他指出，自贸试验区通过搭建 15 个优

势产业链平台，集聚了大批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

要素，让祖国北大门的开放效应得以充分释放，将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开放优势叠加、放大，大大加快了龙江区域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 

2022 年第三季度媒体发声情况 

教师姓名 媒介 时间 事项 

叶强 《黑龙江日报》 7 月 18 日 

 “解放思想 振兴发展”理论研讨

会上的主题发言《关于龙江数字经

济与高质量发展》被摘编刊发 

马涛 
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系列报道

“奋进！黑龙江自贸试验区” 
8 月 30 日 

作为专家代表就黑龙江自贸试验区

如何实现突破发展接受采访 

（三）专家推荐 

2022 年第三季度，学院推荐各类专家 17 人次，包括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项目审核专家 1 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 6 人，黑龙江

省科技厅基础研究领域专家 2 人，中国科协科技人才奖项评审专家 5 人，哈尔滨市科学

技术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参会代表 3 人。 

 2022 年第三季度专家推荐情况 

推荐专家事项 推荐人数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项目审核专家 1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 6 

黑龙江省科技厅基础研究领域专家 2 

中国科协科技人才奖项评审专家 5 

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参会代表 3 

（四）出席会议及对外交流 

1. 7 月 13 日，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叶强教授参加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省行

政学院）举办的“解放思想 振兴发展”理论研讨会并作《关于龙江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

展》主题发言，围绕龙江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立足龙江数字经济发展现状，阐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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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并为我省如何更好地发

展数字经济提出思路对策。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

领导及专家学者、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相关领

域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共计 400 余人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此次理论研讨会。 

2. 7 月 28 日，公共管理系刘鲁宁教授受邀出席牡丹江市委党校举办的“脱贫攻坚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专题研讨班”并作报告《从社会治

理到乡村治理——政策思考与研究进展》。此次专题

研讨班旨在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打好乡村振兴攻坚战

的专业化能力，加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牡丹江市乡

村振兴工作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县（市、区）党委、

政府分管领导及相关单位负责人等参加培训。 

3. 8 月 2 日，公共管理系刘鲁宁教授受邀出席市

委宣传部主办，以“担当工业强市‘主引擎’ 打造先

进制造之都‘核心区’”为主题的“解放思想 振兴发

展”专题研讨活动，他指出数字化转型要用好第三方、

用好智库，形成企业为主导、第三方协作的发展模式。 

2022 年第三季度学院社会服务与智库建设情况 

时间 事项 

7 月 13 日 
叶强教授受邀参加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省行政学院）举办的“解放思想 振

兴发展”理论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7 月 18 日 
叶强教授在“解放思想 振兴发展”理论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关于龙江数字经济与

高质量发展》被《黑龙江日报》摘编刊发 

7 月 28 日 
刘鲁宁教授受邀出席牡丹江市委党校举办的“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专题研讨

班”并作报告 

8 月 2 日 
刘鲁宁教授受邀出席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主办，以“担当工业强市‘主引擎’ 打造

先进制造之都‘核心区’”为主题的“解放思想 振兴发展”专题研讨活动 

8 月 30 日 马涛教授在黑龙江电视台新闻联播系列报道“奋进！黑龙江自贸试验区”中接受采访 

7 月-9 月 
向省部级有关部门报送资政建言 11 篇，向学校报送建言 1 篇，新增 1 项省部级领导

批示及 6 项成果采纳 

7 月-9 月 
推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项目审核专家、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评审专家、省科技厅基础研究领域专家等各类专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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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赵泽斌 

本期编辑：姜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