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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学校召开 2012 年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会议 

 4 月 7 日至 8 日，学校 2012 年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会议召开。

校领导周元武、吕忠梅、张奋勤、吴少新、鲁晓成、漆腊应、廖长林、

何慧刚出席，各院系院长（主任）、分管学科与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副

主任），六大人文社科基地、有关研究中心、省级创新团队、会计专

硕教育中心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副校长张奋勤就学校科研工作作了《加强应用研究，不断提升服

务能力》的主题报告，从加强应用研究的必要性、应用研究已有的基

础以及加强应用研究的具体措施等三个方面作了阐述，提出了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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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思路。  

副校长鲁晓成作了《以专硕培养为目标，强化学科龙头地位》的

主题报告，总结了近几年我校学科建设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当前学科

建设面临的四大机遇，提出了 2012 年学科建设主要任务及措施。 

校长吕忠梅解读了国家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工程等方

面的政策，强调指出，学科建设是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的平台和载体，各院系要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加强学科

带头人遴选和考核，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团队引领作用，认真做好

2012 年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吕忠梅还作了“领导的艺术与方法”

专题讲座，她结合学校实际，从如何理解和认识领导、领导力构成要

素和领导艺术等方面进行了深刻阐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WTO 与湖北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工商管理学院

院长陈池波作了题为《立足省情，服务湖北，彰显特色，提升能力》

的报告，他全面介绍了该中心建设历程、发展措施以及在科研、社会

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成绩。陈池波的报告对我校研究平台建设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  

研究生处处长高洁、科研处处长许传华对今年的学科建设和科研

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分组讨论中，与会代表踊跃发言，一致认为本次会议对做好学科

建设和科研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校党委书记周元武在总结发言时强调，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的任

务非常明确，关键是要提升执行力，狠抓落实，发挥学校作为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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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库的作用，办好科技园、产业园，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好支撑、作出贡献。 

 

2012 年武汉市社科基金课题立项工作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3 月 29 日，2012 年武汉市社科基金课题立项工作座谈会在我校

召开，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 20 多所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领导参加会议。 

副校长张奋勤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词。他介绍了学校合并组建以来

的发展情况，并指出，我校科研工作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科

研为学科建设服务、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主导方向，加强与政

府部门和企业的合作，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现已取得一些成

绩。  

科研处处长许传华在大会上作了经验交流，介绍了我校在依托科

研创新平台，汇聚科研队伍，积极承担科研项目，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努力完善科研制度等方面的主要做法。  

与会代表围绕社科项目专家库建设、课题指南设计、研究经费投

入、项目分类管理、优秀成果摘编等进行了深入交流，为今年武汉市

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组织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神农架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旅游策划》通过评审 

2 月 29 日，省教育厅校地、校企合作资助项目——《神农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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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湖国家湿地公园旅游策划》专家评审会在我校召开。省发改委鄂西

圈办徐新桥主任、省教育厅科技处丁雪峰副处长、武汉大学徐德宽教

授和桂胜教授等领导和专家组成评审小组，对该课题进行了评审论

证。校长吕忠梅、课题组负责人副校长张奋勤，科研处、艺术学院及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等部门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参加会议。  

评审会上，专家们对课题组的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

定，评审组认为该项目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规范，篇章结构合

理，资料丰富、详实，图文并茂，策划的指导思想、理念、定位比较

准确，具有科学性、超前性和可操作性，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评审。 

 

两个新建基地分别召开首次工作会议  

2 月 22 日和 3 月 1 日，湖北企业文化研究中心和湖北地方税收

研究中心分别召开获批以来首次工作会议。副校长张奋勤、科研处处

长许传华、中心负责人及所在院系的全体教师参加了会议。 

许传华处长结合自己参加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验收和

基地建设的切身体会，指出了在基地建设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总结了

优秀基地的成功经验，详细介绍了基地验收的相关考核指标和各个观

测点相应的分值。并就如何建设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提

出了若干建议。 

张奋勤副校长就基地建设做总结性讲话。他表示学校将大力支持

基地建设，并指出基地要用活、用好校外资源，既要服务学校和院系，

更要服务地方经济，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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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少新参加 ECFA 时代海峡两岸金融教育论坛 

为呼应两岸金融产业对接，满足海峡区域金融服务中心建设，促

进两岸金融教育事业的发展创新。2 月 16 日,以“闽台携手，合作共

赢—— • •金融 教育 文化”为主题的首届“ECFA 时代海峡两岸金融

教育论坛”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福州举行。论坛特邀全国人大财经

委副主任委员、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吴晓灵出席。我校副校长

吴少新参加会议。  

吴晓灵作了题为《加强海峡两岸合作，培养国际化竞争人才》的

主题报告。她指出，海峡两岸稳定的关系为两岸金融合作带来了新机

遇，两岸在金融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她对大陆高校

与台湾高校联合培养金融人才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本次论坛是一次

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与探索。  

在论坛上，海峡两岸专家就两岸如何培养互通型金融人等话题进

行了探讨。吴少新教授以探索校企金融人才联合培养模式为主题作了

交流发言。  

   

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会长（扩大）会议在我校召开 

1 月 6 日，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会长（扩大）会议在我校召开。

省政协原副主席武清海，省政协原副主席杨斌庆，省委宣传部原常务

副部长李德华，省政协文史委原主任胡嘉猷，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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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 余名领导专家代表出席会议。校长吕忠梅，校党委副书记李友

清参加会议。 

会上，吕忠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各位与会代表表示热烈

欢迎，并指出，在全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弘扬荆楚文化、

保护荆楚文化遗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会议总结了研究会 2011 年工作情况，提出了 2012 年工作思路。

代表们就如何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保护荆楚文化遗产，发掘荆楚文

化现代价值，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等问题展开了认真讨论。 

 

学术交流 

复旦大学谢百三教授来我校讲学  

3 月 23 日，我国著名金融证券专家、复旦大学谢百三教授为我

校师生作了宏观经济形势学术报告。 

谢百三教授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了理性判断和分析，认为中国经

济仍在高速增长，处在历史上一个非常好的时期。谢教授分析了房价

上涨的九大原因，认为房地产应当调控，但调控不能过度。谢教授希

望同学们的学习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不仅要学会学习，还要学会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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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银监局副局长阙方平来我校讲学 

3 月 29 日，湖北省银监局副局长阙方平教授为我校师生作了题

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学术报告。 

在报告中，阙方平重点阐述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七

大转变”：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增速正常回落；

二是国际收支由大幅失衡向基本平衡转变，贸易顺差大幅收窄；三是

货币政策由紧缩向中性转变，货币深化进程将逆转；四是房地产市场

由非理性向有限理性转变；五是股票市场由无序向有序转变，牛市即

将来临；六是监管政策由发散向收敛转变，更加关注民生；七是债务

危机由失控向基本可控转变。 

面对这些转变，结合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日本的教训，阙方

平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创新，其核心是要改变以往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路径依赖，形成三条新的路径依赖：通过分配体制创新，以“消

费立国”；通过科学技术创新，以“科技强国”；通过资本化技术创新，

以“资本兴国”。 

 

湖北省地税局局长许建国来我校讲学 

2 月 29 日，湖北省地税局局长许建国教授为我校财税系教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的部分教师做了一场《税收专门化管理与

改革》前沿讲座。 

税收专门化管理的核心是征管模式问题。许局长从“我国税收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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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模式的演变”、“税收专业化管理的必要性”和“税收专业化管理是

什么”等三个方面，结合地方税收征管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在

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现代大征管模式”改革目标。 

许局长指出，现行的税收征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解决税收基本矛

盾的需要，如征管资源严重不足；岗责不明、职责交叉、管理层级多；

干部队伍专业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改革现行征管模式，需要建立一

套以分工、分类为基础的差异化、效率高的税收管理体系。这一新型

的税收管理体系以税源专业化管理为核心、税源有效监管为目标；是

一套内生于税收征收、评估、管理、稽查四位一体架构中的管理机制；

是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控制性管理体系；以促进税收遵从为目标的管

理体系；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以管户为主要职责、机关实体化运

作、推行专业化团队管理的一种模式。  

 

美国俄亥俄大学黄伟教授来我校讲学  

12 月 17 日,美国俄亥俄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黄伟应邀来我校就

信息系统学科建设与信息管理学院广大教师进行了交流。 

黄伟教授首先从国际视野对当前信息系统学科发展的 SWOT 进行

了分析。之后，从近 200 年商业模式发生的变化开始，指出当今的世

界已经从传统制造业创造物质价值时代转变为不再创造常规价值的

企业 2.0 时代。因此，信息管理学科的发展应该能够“顶天立地”。

结合学科建设发展的三个阶段，黄伟教授介绍了中国大学信息系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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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建设的思路和内容，并根据信息管理学院情况建议我校信息系统学

科建设应该着眼于企业 2.0 的基础理论研究、企业 2.0 应用和企业

2.0 的平台建设三个方面。 

 

获奖荣誉 

许传华、蔡红英入选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 

近日，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 2011 年我省新世纪

高层次人才工程人选名单，许传华教授、蔡红英教授名列其中，为我

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吴少新获批享受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 

近日,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 2011 年度我省享受

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人员名单,副校长吴少新教授名列其中。  

 

科研项目 

我校 6 项课题获准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立项 

日前，教育部公示 2012 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评审结果，

我校 6 项课题获准立项，位居省属高校前列。  

我校 2012 年立项的课题涵盖了经济学、管理学、新闻学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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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术学、交叉学科等多个学科，其中，规划基金项目 1 项，青年

基金项目 5 项，分别是: 三网融合背景下网络电视台运营策略研究

（新闻传播学系吴俐萍，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再制造的闭环供应链

混合库存模型及其鲁棒控制研究（物流与工程管理学院张曙红，青年

基金项目）；基于 Hedonic 价格模型的安全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戴化勇，青年基金项目）；资源收益流向与非资源产

业培育：对接机制与政策研究（经济学系孙永平，青年基金项目）；

全球经济困局下我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战略研究（金融学院叶楠，

青年基金项目）；节日视阈下的戏曲演艺研究（新闻传播学系陈建华，

青年基金项目）。  

 

我校获准 2012 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

队项目 1 项 

根据湖北省教育厅鄂教科函[2012]19 号文件精神，我校获得

2012 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团队计划项目一项。项目名称：

金融风险与土地集约化利用研究（项目编号：T201210）。该团队负责

人：许传华教授、高洁教授；其核心成员：廖长林、杨雪莱、付宏、

徐慧玲、李博、余丹。 

 

我校 19 项课题获 2012 年度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立项 

根据湖北省教育厅鄂教科[2012]3 号文件精神，我校 19 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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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2012 年度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立项，这 19 项课题分别是：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1 D20121901 
湖北省服务业集聚与产业结构优化关

系研究 
重点项目 李盾 

2 D2012190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水源安

全体制机制研究—基于农村饮用水国

家新标准执行的实证分析 
重点项目 丁银河 

3 D20121903 
无线移动 Ad Hoc 网络分簇路由协议的

研究 
重点项目 孙宝林 

4 D20121904 
无线传感网不确定数据融合关键技术

及智能模型研究 
重点项目 戴志锋 

5 Q20121901 
流通企业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研

究 
青年项目 戴化勇 

6 Q20121902 
转变点在经济领域中的数学建模与应

用探讨 
青年项目 沈卉卉 

7 Q20121903 
基础设施 BOT 项目特许经营权的竞标机

制设计研究 
青年项目 严培胜 

8 Q20121904 
我国企业战略创新能力系统的形成机

理及运行效果研究 
青年项目 靳洪 

9 Q20121905 促进区域创新的创新机制研究 青年项目 陈黎 

10 Q20121906 
城市动态交通信息的时空模型及关键

技术研究 
青年项目 宋莺 

11 Q20121907 
东湖高新区上市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

研究：基于多案例的分析 
青年项目 付宏 

12 Q20121908 湖北省会计师事务所运营效率研究 青年项目 吕伶俐 

13 Q20121909 
干扰中断环境下的网络型企业重构与

合作涌现研究 
青年项目 张耀峰 

14 Q20121910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动机与价

值——基于盈余质量视角的实证 
青年项目 胡慧娟 

15 B20121901 
改善无线自组织及传感器网络生存性

的策略研究 
指导性项目 王桐 

16 B20121902 
渠道优化视角下我国农产品流通组织

创新研究 
指导性项目 周庆 

17 B20121903 
物流客户服务绩效评价与提升策略研

究——面向湖北冷链物流的实证研究 
指导性项目 汪利虹 

18 B20121904 

基于经济转型视角的日本低碳经济发

展研究及对湖北“低碳省”试点的启

示 

指导性项目 徐铁 

19 B20121905 
基于服务外包的 IT 服务供应链管理研

究 
指导性项目 石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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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46 项课题获 2012 年度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立项 

根据湖北省教育厅鄂教思政[2012]2 号文件精神，我校 46 项课

题获 2012 年度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这 46 项课题分

别是：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1 2012D001 湖北省实施“两个第一”的战略意义和实践途径研究 周元武 重点项目 

2 2012D075 我国农村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研究 王瑞华 重点项目 

3 2012D039 
地下空间权侵权行为及其规制研究——以武汉城市圈

为例 
黎桦 重点项目 

4 2012D076 基于网络环境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教师角色行为研究 何明霞 重点项目 

5 2012Y042 
ESP 理论视角下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立体教

学体系研究 
杨春燕 一般项目 

6 2012Y043 
后危机背景下各国加强金融监管比较研究——基于

“影子银行”的视角 
李晓昌 一般项目 

7 2012Y044 
大学生人际交往现状调查研究——以湖北省地区高校

为例 
朱红艳 一般项目 

8 2012Y045 湖北地方主流媒体竞争力研究 易法万 一般项目 

9 2012Y046 基于成本差异角度的武汉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黄小舟 一般项目 

10 2012Y047 从 ESP 教学视觉研究大学英语教师未来职业发展 刘露 一般项目 

11 2012Q096 异质性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模式选择研究 廖靓 青年项目 

12 2012Q097 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的路径及保障机制研究 吕伶俐 青年项目 

13 2012Q098 青少年德育视阈下的公益广告设计研究 胡兰凌 青年项目 

14 2012Q099 
基于车联网的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服务信息平台及服

务创新研究 
周程 青年项目 

15 2012Q100 电子书产业链整合研究 夏兴通 青年项目 

16 2012Q101 
多媒体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学中学生多元读写能力

培养模式研究 
胡磊 青年项目 

17 2012Q009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险公司全面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的路径研究 
孔月红 青年项目 

18 2012Z004 传统儒家道德精神与当代大学生道德素养培育 涂爱荣 专项研究项目 

19 2012Z027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绩效评价研究——基于

学生自主发展 KRIF 绩效考核模式的实证分析 
丁银河 专项研究项目 

20 2012W017 
湖北省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状况总体评价、比较分析

及对策研究 
桂胜 委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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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2G095 “物联网”技术背景下产品设计理念研究 王宏飞 指导性项目 

22 2012G096 
基于 CGE 模型的低碳经济政策影响分析--以湖北省为

例 
王磊 指导性项目 

23 2012G097 中国艺术品市场问题与对策研究 张巨平 指导性项目 

24 2012G098 湖北现代物流统计体系设计与运行保障研究 冷凯君 指导性项目 

25 2012G099 
经济转型视角下的日本低碳经济发展研究及对湖北建

设“低碳省”的启示 
徐铁 指导性项目 

26 2012G100 物联网环境下第三方物流信息产品营销策略研究 杨申燕 指导性项目 

27 2012G101 
低碳经济下绿色供应商选择评价模型与方法研究——

基于绿色供应链视角 
石黎 指导性项目 

28 2012G102 “低碳经济”下湖北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战略研究 叶楠 指导性项目 

29 2012G103 基于 ESP 需求理论的大学英语后续教学体系实证研究 孙小军 指导性项目 

30 2012G104 内生性视角下中国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优化研究 余丹 指导性项目 

31 2012G105 
“十二五”时期湖北发展服务外包的竞争优势与路径

选择 
李丽 指导性项目 

32 2012G106 不确定环境下的供应链合作关系网络演化机制研究 张耀峰 指导性项目 

33 2012G107 
基于区域综合价值的文化旅游发展创新模式研究——

以武当-太极湖为例 
曹流 指导性项目 

34 2012G108 
湖北省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的合作机制研究——以武汉

城市圈为例 
耿智琳 指导性项目 

35 2012G109 
中国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集聚及其差异影响因素测评

研究 
李盾 指导性项目 

36 2012G110 基于区域创新机制的创新政策研究 陈黎 指导性项目 

37 2012G111 湖北文化创意产业集群错位发展政策研究 严飞 指导性项目 

38 2012G112 
均衡视角的城乡义务教育教师交流机制研究——以湖

北省为例 
段云华 指导性项目 

39 2012G113 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总论 肖春艳 指导性项目 

40 2012G114 网络语境下大学英语生态化课堂的构建模式研究 黎明星 指导性项目 

41 2012G115 湖北省高校武术社团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杜君鹏 指导性项目 

42 2012G116 基于语义互操作的政务知识协同体系研究 田浩 指导性项目 

43 2012G117 基于自动谈判的电子商务推荐系统研究 董利红 指导性项目 

44 2012G118 湖北休闲体育旅游发展战略研究 王玉锋 指导性项目 

45 2012G119 
TBLT 下财经类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教学材料设计研究

--- 以武汉地区高校为研究对象 
王冠 指导性项目 

46 2012G120 语料库微型文本创建及教学干预 卢磊 指导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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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动态 

我校新增两个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日前，湖北省教育厅发文（鄂教科[2012]1 号），我校“湖北地

方税收研究中心”和“湖北企业文化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湖北省高校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是我校科研平台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

果。  

至此，我校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已达 6 个。此前获

批的 4 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分别为：“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

安全研究中心”、“湖北物流发展研究中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

价中心”和“湖北水事研究中心”。  

 

省重大调研课题基金重点项目《湖北水产养殖污染综合治理

研究》通过评审 

1 月 9 日，由湖北水事中心主任吕忠梅教授主持的 2011 年湖北

省重大调研课题基金重点项目《湖北水产养殖污染综合治理研究》课

题通过专家组评审鉴定。 

《湖北水产养殖污染综合治理研究》是吕忠梅带领的课题组继

2009 年、2010 年承担完成湖北省重大调研课题基金重点项目《湖北

省水资源保护研究》和《湖北省水资源保护体制机制研究》之后，结

合前期研究成果和经验，就湖北水产养殖污染及其治理问题展开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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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0）》发布  

3 月 21 日至 22 日，湖北高校学生工作研究会 2011 年年会暨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论坛在武汉召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

心常务副主任肖春艳受省教育厅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科学处委托，在

大会上发布了《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0）》，详

细介绍了《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0）》的编写

缘由、资料来源、编纂依据、主要特点、主要内容、总体评价。  

 

学生科研 

我校学子五篇论文荣获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  

2011 年 12 月 27 日，湖北省教育厅公布 2011 年湖北省大学生优

秀科研成果获奖名单，我校学生撰写的 5 篇科研论文获奖，其中二等

奖 2 项，三等奖 3 项。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1 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

报工作的通知》（鄂教高函〔2011〕40 号）要求，经专家评审和公示，

我校 2008 级学生程丹丹、任静、段甜、吴金红、成果等（国际贸易

学院）撰写的《武汉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调查分析》，2009 级学生李

雪（金融学院）撰写的《浅析近年来中国国际经济内外失衡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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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获二等奖；2008 级学生姜欢、张亭亭（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撰写的《湖北城乡义务教育现状及财政政策研究》，黄苗、刘娜（法

学系）撰写的《论我国环境侵权非诉讼救济现状及其完善》，朱静、

曾俊皓（工商管理学院）撰写的《浅谈恩施鹤峰茶业发展》等论文获

三等奖。  

 

我校学子喜获 2012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近日从美国（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CM/ICM）组委会传

来捷报，代表湖北经济学院参赛的金融学院金试 Q0941 班陈宇丹同学

喜获 2012 年该项赛事二等奖，这是我校学生首次参加该项赛事获得

的最好成绩。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与美国大学生交叉学科数学建模竞赛

(MCM/ICM)是由美国数学学会、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美国运筹

及管理科学研究所、美国国家安全局等机构联合举办的国际性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是各数学建模大赛的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