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大学 MBA 论文指导教师团队介绍 

（按姓氏字母顺序） 

蔡宏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自贸区研究

中心主任，国务院参事室“自贸区-中国企业走出去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

2008-2009 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以

及华盛顿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等 20 余项国内外科研课题。在 Economic 

Modelling, Energy Policy, Economics Bulletin, CAER, TASM, 管理世界、世

界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统计研究等发表论文 100余篇，出版《国际外

包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国际服务贸易》等专著和教材 9部。曾获北京师范大学

第十一届励耘优秀青年教师一等奖、京师英才一等奖、陶大镛基金青年教师英才

奖，主讲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国际贸易”、北京师范大学优质研究生课程特等

奖“国际经济学”等。 

 陈燕，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

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撰写有多本专著和教材，并有 20 余篇论文发表于核

心期刊。 

    崔学刚，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主要研究领

域为会计理论与方法、集团财务管理与管理控制、政府会计等。兼任中国会计学

会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理事、全

国会计领军人才（大赛班）导师组成员、中国商业会计学会学术委员、中国会计

学会高级会员、英国会计学会会员、多家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2006

年被评为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6年入选首批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学术类），

2008 年、2012 年分别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各 1 项，2009

年被评为首都教育先锋科技创新个人，2012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2012 年获中国产学研促进会“2012 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个

人）”。已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s》（美）、《会

计研究》、《南开管理评论》、《审计研究》、《中国会计评论》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五十余篇，出版专（合）著 8部，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 



狄承锋，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教学和研究

领域是西方近现代经济思想史、南亚经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

论文十余篇，合作著有《现代西方经济学》等，及合译《收入分配理论》、《金融

资本》等。 

戴觅，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联储纽约银行访问学者。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发展经济学。

主要专长于分析企业在国际贸易的中的行为模式，宏观经济冲击对国际贸易企业

的影响，以及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

《世界经济》、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The World Economy 等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发表文章十余篇。主持

或参与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多

项，曾为国家发改委与多家跨国公司担任咨询工作。2014年获得获得 18届“安

子介国际贸易研究优秀论文奖”。这是中国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 

方芳，日本名古屋大学经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

师。研究领域为公司治理，财务会计。曾就职于上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任高级审计师。在《证券市场导报》、《Economic Science》等中英文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国 SPF研究项

目等多项课题研究。 

高明华，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师范大学

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

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公司治理论坛主席。兼任教育部工

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届信息披露咨询委员会委

员，中国行为法学会企业治理分会副会长，中国投资协会民营投资专业委员会副

会长，中国产权协会董事分会主要发起人，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中新社特约

专家，中国出版集团顾问委员会委员，凤凰财经研究院特邀经济学家，海南仲裁

委员会仲裁员，中华工商时报专家顾问，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单

位学术机构的学术委员或研究员，多个政府机构和企业的咨询专家。先后就职于

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银行总行。 

2001 年初，高明华创立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这是



最早的公司治理专门研究机构之一。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期，作为最早研究中

国公司治理问题的学者之一，高明华就提出了国有资产三级运营体系的设想，对

国企公司治理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其关于国有资产三级运营体系、国企分类改

革和分类治理、国企董事会治理、国企负责人分类和分层、企业负责人自我约束

等观点均为国家及有关政府机构所采纳。27 年来，作为中国公司治理理论的探

索者和先行者，高明华及其研究团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领

先地位。2007 年，在国内外率先提出“中国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概念，并创立

“中国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数据库”，推出“中国公司治理分类指数系列报告”，目

前已出版 6 类 16 部指数报告，出版指数报告类型和数量均据国内首位，并建成

了国内最大规模的公司治理分类指数专业性数据库。中国公司治理分类指数系列

被国内外专家认为是“可以列入公司治理评级史册的重要研究成果”。2014年 10

月，发起成立“中国公司治理论坛”。 

高明华主持及参与的国内外各类重要课题有 40 余项，独立、合作出版著译

作 52 部，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近 300 篇。相关成果（包括合作）曾获第十届和

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各种奖励，其代表性著述主要有：《关于建立国有

资产运营体系的构想》（1994）、《权利配置与企业效率》（1999）、《公司治理：理

论演进与实证分析》（2001）、《公司治理学》（2009）、《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分

类指引》（2016）、《政府规制与国有垄断企业公司治理》（2016）、《公司治理与国

有企业改革》（2017）、“中国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报告系列”（2009-2017）（包括高

管薪酬、自愿性信息披露、财务治理、企业家能力、董事会治理和中小投资者权

益保护等 6类 16部），主编《治理译丛》（4本）和《公司治理与国企改革丛书》

（8本）。 

研究方向：公司治理、国资监管与国企改革、民营企业发展、资本市场等 

龚江辉，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

抽样调查、统计学。社会任职主要有中央电视台事业发展调研处外聘研究员。在

《统计研究》、《中国统计》等期刊发表论文约 20 余篇，著有《商业调查实务》、

《竞争性情报》、《城市居民的生活时间分配》等，主编教材《调查方案设计》，

主持过文化部、中央电视台等机构委托的课题若干项。 

郭垍，毕业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会计、国际商务和税务。先后

在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Policy、《中国高教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等杂志发表论文。主持或参与

多项研究课题。  

何浩然，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

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在管理学和人力资源经济学方面涵盖领导力、劳

动力市场歧视、就业促进、团队合作决策、弹性工作制、企业绩效评估等；在行

为经济学方面涵盖：决策心理、慈善捐赠、社会偏好测度；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

方面涵盖：公共政策设计与效果评估、治污减排与经济结构调整等。先后在国际

重要 SSCI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Experimental Economics、Economics Letters、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等，以及国内权威

期刊《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财贸经济》、《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等上发表论文多篇，并多次受邀在相关国内外学术会议上报告论文。 

贺力平，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金融系教授、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和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出版有《融入世界经济：

中国与国际发展经验》（2007 年）、《“不可能三角”再探讨》（2011 年）、

《金融改革开放与中国国际收支再平衡》（2012年）等多部著作。 

胡海峰，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

系主任，资本运营和资产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金融制度、公

司融资理论与政策、资产定价与企业价值评估、创业投资与私人股权投资。 

胡松明，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

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国际金融市场与投资。在《世界经济》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20余篇。 

郝颖,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通

讯评审专家，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学术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干部教育培

训专家。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1项。近年来分别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Financial Management》、《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等国内外高

水平杂志上发表论文四十几篇。 

江婕，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是资产

定价、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 

焦 豪，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

管理学博士，美国罗格斯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战略管理（如

民营企业和大型央企的战略管理、战略转型与组织变革、竞争战略、国际化战略、

组织文化等）、创新管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创业管理

（如商业模式构建等）、人力资源管理背景下的组织公平和谏言。获得第六届蒋

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专著奖和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人文社会科学）等奖项。先后在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Journal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Social Enterprise Journal、《管理世界》、《科研管理》、

《科学学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外国经济与管理》、《北大商

业评论》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80余篇。主持和参与 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

究项目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 

赖德胜，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创新和创业。 

李翀，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前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是金融学和证券投资。出版《金融市场学》等 16 部著作，发表论

文 160 余篇。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级专家、教育部首批跨世纪人才，并于 2012

年获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李实，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德国劳动

研究所（IZA）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浙江财经大学特聘教授，武汉

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南京财经大学荣誉教授，广东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国（海南）

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天则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经济

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就业促进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中国农业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

开发署（ＵＮＤＰ）、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ＵＮＩＣＥＦ）、国家发改委，国

务院扶贫办等机构的项目专家。担任《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金融研

究》、《中国金融评论》、《世界经济文汇》、《探索与争鸣》、《中国劳动经济》，China 

Economic Review, China Quarterly, China Review，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等学术杂志的编委会或学术委员会委员。主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重点

项目多项，国外基金会资助项目多项。参与主编中英文著作 10 余部，在国内外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荣获 1997 年，2011 年，2017 年孙冶方经济学奖, 第

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第六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2012

年， 2014 年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等重要奖项。 

李海，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北京师

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及课题包括企业文化、

人力资源管理（侧重绩效管理）、跨国并购中的文化整合、组织凝聚力、销售人

员的胜任特征、悖论（矛盾）管理（或一分为三/阴阳）。承担的主要课题有国家

社科基金 2项、北京社科重点基金 1项、北京社科基金 1项。专著 2部，在《管

理世界》、《心理学报》、《南开管理评论》、《管理工程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 10

多篇。 

李静，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人力

资源管理、信息技术与企业信息系统，电子商务等。主持以及参与各类课题多项，

在国内外期刊会议上发表论文十余篇，编撰教材三部。 

李由，经济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经济学、工商管理，涉及以及金融、

法律、历史等领域，兼任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等。著作 1996

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务》、2000 年《大国经济论》、2008 年《公司制度

概论》等十多部，学术论文五十篇以上。 



李宝元，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先后主持及参与国家社科

基金、各部委等纵横向科研课题 30余项，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及教科书 40余部，

发表学术论文及评论文章 240 余篇。代表作有《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人本发

展经济学》《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绩效薪酬整合管

理》等,其著作曾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教育图书奖、中国软科学奖、（教育部）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及北京

市高等学校精品教材奖。 

李江予，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电子商务、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等。北师大网络学院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高级专家，中国互联网协会全国大学生网

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特邀策划顾问。先后主持和参与课题多项；在国内外学术期

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电子商务概论》、《优秀案例选辑》等。 

李欲晓，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

成本管理会计、战略管理与国际经营，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在《经济

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 

李锐，男，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获

得者，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金融学、发展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

已主持完成各类研究项目 17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 项，重点项

目 1项；省部级研究项目 12项。获部级科技成果奖 4项。已有 12 篇论文被国际

主流经济学和统计学学术期刊发表，其中 SSCI、SCI 已检索 11 篇；在国内经济

管理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60 多篇，其中《经济研究》2 篇、《管理世界》1

篇、《经济学季刊》2篇；已出版专著 2部。 

刘松柏，博士（奥地利），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前副院长，MBA

中心前主任，学校图书馆前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澳门城市大学客座教

授，硕士生、博士生导师，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分校国际商学部部长，珠港澳经济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工商管理、国

际企业管理、跨文化管理、管理咨询、变革管理、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产业创

新体系建设等。出版《国际管理》等多部著作，发表论文多篇。 



刘泽云，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领域是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社会任职主要有中国教育经济学会理事。

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Education Economics、

《统计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著作包括学术专著《教育投资收

益分析》、教材《教育经济学》等；主持、参与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

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等研究项目。 

刘兰翠，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2016 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2016.01-2017.02）。2006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科技政

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获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08 年中国科学院数

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出站。2008.09-2016.04在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工作，

担任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2010.01-2016.04）。刘兰翠教授兼任中

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分会副秘书长，国家能源

局能源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审特聘专家，EI 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lobal Energy Issues 专刊客座编辑。她自 2003年开始从事全球气候变化与二

氧化碳减排、能源经济环境复杂系统建模与能源政策研究，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结题后评估为“特优”）、面上项目、优秀青年基金、中澳

国际合作项目、中国清洁机制基金赠款项目、环保部气候友好型环境管理试点研

究工作项目等 10 余项国家和国际合作项目。已在国内外本领域重要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 49 篇，其中，在 Ecological Economics, Energy Economics, Energy 

Policy 等国际重要期刊发表 SCI/SSCI 论文 23 篇，EI 检索 20 篇，合作出版中

英文专著 5 部（英文专著 1 部），获省部级二等奖 2 项，部级先进科技工作者 1

次，牵头完成了 6 份政策建议报告（1 份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2 份得到环境

保护部部长、副部长批示）。她还担任 Energy Economics, Applied Energy，Energy 

Policy，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等能源经济与环境政策领域国际重要

学术期刊的审稿人。 

陆跃祥，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领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消费行为与心理、中国城市商业银行



改革、劳动力市场、企业管理与企业改制等。出版 5部专著，在《管理世界》、

《统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改革》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罗楚亮，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

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市中青

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主要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在《经

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发表论文多篇，主持或参与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和

居民消费等多项课题研究。 

钱婧，管理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

理学院管理与组织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与管理心理学、脑认知与组织行为、商业模式创新与战

略决策。发表 SSCI 论文 24 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担任多个 SSCI 期

刊的匿名审稿专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的通讯评审专家。带领团队长期关

注本土企业发展，目前就高德、方太、氪空间、大朴、700Bike等企业开发的案

例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清华管理评论》等商业杂志及案例库。所著案例入

选全国百优案例。 

戚聿东，经济学博士，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后）导师。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4项，出版 9部较有影响的

学术著作，发表论文 150余篇，获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

两度获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两度获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

论文奖，研究成果曾获中央领导重要批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国

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兼职：商务

部 WTO新一轮多边谈判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家发改委价格政策专家咨询组成员，

中国企业联合会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

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委，

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协会北京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首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华能国际、华夏

银行等 10余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研究方向：公司治理，财务管理，新经济下企业战略转型 

曲如晓，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领域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世界经济，文化与贸易、环境与贸易等。出版著作

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申嫦娥，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财务管理与税务筹划等。在统计研究、财政研究以

及 Journal of Modern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USA）等刊物发表论文 40

余篇，出版财务管理、国际财务、税务筹划等书籍 10 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1项，主持省部级课题 2项，主持北师大校级精品课程 3项，两次获得省部

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社会兼职主要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沈越，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经

济体制比较、公司治理等。出版学术专著 7部，发表论文 80余篇，北京市教学

名师、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 

苏凇，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市场营销系主任，

北师大财经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营销管理、财经教育和金

融决策行为、脑认知与消费者行为、商业模式创新、供应链管理等。先后在多个

国际重要 SSCI 期刊和国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所著案例获得全国

“百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课题多项。曾任国有

大二型企业，及多家股份制企业董事、总经理。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创业经

历。 

孙川，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社会任职主要有全国

教师教育网络联盟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比较、组织间关系。

著有《日本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关系研究》、《品牌拓展方略》等。 

孙志军，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分党委书记。主要研究领

域是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讲授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课

程。详细介绍参见网页

http://business.bnu.edu.cn:8081/teachers/index.jsp?tid=62。 

童璐琼，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

领域：消费者行为（消费者创新行为、环境对消费者行为影响、消费者自我控制

行为等）。先后有多篇论文发表于《Marketing Letters》、《心理学报》、《营

销科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管理科学》等国



内外营销优秀学术期刊，以及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Annual 

Conference、APACR、Society for Consumer Psychology Annual Conference

等顶尖的营销国际会议论文集上，并多次获得国内学术研究奖项。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曾为海尔集

团、中国国航、通用汽车等多家国内外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仅指导 2人) 

王文周，中科院管理学博士，人力资源管理系副教授。研究兴趣：组织行为

(经理人行为、团队行为、组织战略与绩效、薪酬管理、培训开发与组织发展)、

项目管理及教育运营管理等。主要社会兼职：中国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统筹法优选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委员，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会委员，国际

项目管理协会认证的项目管理专家，教育部全国优秀创新创业导师。 

魏浩， 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

经济与贸易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企业进出口、国际投资、战略管理与企业管

理。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18项，出版专著和教材 8部，在《管

理世界》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50 余篇，获“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

“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等奖项 20多项。 

吴沁红，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主要

研究领域是财务会计、会计信息系统与审计信息化。社会任职主要有财政部会计

信息化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著有《会

计信息系统》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伍燕然，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主要研究领域是投资管理，行为金融，基金。兼任《经济研究》、《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南开管理评论》、《南方经济》、《金融论坛》等期刊的

匿名审稿人。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管理世界》、《国际金融研究》等期

刊上发表论文 10多篇。有丰富的金融实务经验，曾在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

的投资研究部门工作近 10年，历任投资经理，首席策略分析师等。 

徐慧，法国里昂高师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研究员，法国 GATE 经济理论与分析实验室研究员。研究兴

趣包括国际国内人口迁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目前关注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国内人口流动，留守儿童，幸福度，诚实与信任



影响机制，金融投资决策的性别差异，（情感）表达对个体经济决策的影响以及

社会认同问题等。已在国际著名 SSCI 期刊 World Development，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以及  Journal of Migration, China 

Perspectives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徐建炜，北京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

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中国金融 40 人论坛青年论坛会员。主要研究兴趣集中

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国金融改革和宏观经济发展。 

许敏波，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北京大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产业组织，应用微观，拍卖理论，应用计

量，劳动经济学 

许志星，2007 毕业于中南大学文学院，2011 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

理学院，2014 年博士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

与工商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企业社会责任、领导力发展、创新创业

及主观幸福感等。其研究结果发表在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Current 

Psychology、《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心理发展与教育》、《教育学报》等国内外

知名期刊，同时还担任 SSCI期刊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Current Psychology,CSSCI 期刊《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学

报》、《北京工商大学学报》、《财贸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的匿名审稿人，同

时以独立作者出版《人才甄选:原理、工具与方法》专著 1部。 

杨娟，南开大学金融系本科，英国约克大学博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博士

后。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经济评论》编辑部副主任，民

建北师大副主委，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金

隅商贸副总经理。主要研究领域是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曾在 Applied 

Economics,China Economic Review, 《经济研究》等国内外知名刊物发表论文

40余篇,著有《最优教育选择》等 6部专著，主持世界银行、IDRG、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数项。2013 年被评为北京市英才，2015 年获北京

市拔尖人才称号。 

杨澄宇，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博士，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

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收入



与财富不平等、贫困以及文化消费。（备注：指导人数以 3 人为限。请想确认杨

老师为论文指导教师的同学，先将个人简介和研究设想单独发给杨老师

cyang@bnu.edu.cn，得到同意后，再将最终的确认表发给中心苏晓园老师。） 

于然，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讲授人力资

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实操训练、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公共关系学等课程。研

究方向与领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传播管理、情绪与压力管理等等。 

袁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西

方经济学。 

张跃，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和新中国经济政策研

究。著有《致富论》等。代表作：《经济学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基于唯思史观

的思考》 

张海燕，管理学博士，会计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会计信息与

资本市场,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公共部门理财。独立承担并主持完成校级及横向

科研课题 4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会计学会、国家 985 项目等 10余

项学术课题的研究，并担任其中多项课题的主要执笔人，在《财务与会计》 ，

《中国注册会计师》 ，《税务研究》 ，《财政研究》 ，《经济纵横》等专业期刊

发表论文多篇。独立编著《会计学原理》，主编《资产证券化原理与实务》，参与

翻译《高级会计学》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等多部国际知名教材。 

张平淡，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

环境与战略。MBA 论文指导方向仅限于企业环保、央企商业模式。 

赵向阳，博士，副教授，教育背景广泛，先后获得德国吉森大学博士（2005

年）、北京大学心理学硕士（2001）、陕西师范大学物理学学士（1993）。博士期

间师从著名的组织行为学家、应用心理学国际联合会（IAAP）主席 Michael Frese

教授研究创业学和组织行为学。曾经受美国管理学会（AoM）主席 Rosalie Tung

教授的邀请，在加拿大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商学院做访问学者（2005）。

曾经在 SONY 香港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1994~1996）、SAMSUNG 电子中国有限公

司（1997）等从事市场和销售工作，此外，赵向阳博士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曾经

http://www.crup.com.cn/scrp/bookdetail.cfm?iBookNo=16453&sYc=1-1


成功地创建北京梦想时代信息咨询有限公司（1999-2002）和北京夸父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主要研究方向为创业学、跨文化管理和组织行为学。研究成果发表在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管理世界》等一流期刊。另外，

赵向阳擅长案例开发和案例教学，曾经担任北师大经管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撰写过多个案例，并获得“全国百优案例”。最后，赵向阳博士在中国一流的商

业刊物上发表过思想性的文章，包括《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中欧商业评

论》，《清华管理评论》，《北大商业评论》，《创业家》《IT经理世界》等。 

郑飞虎，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

授。主要研究领域开放创新、全球化战略与投资。担任北京中卫国投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创投顾问，主持了一系列国家发改委、外管局委托咨询项目。在国内外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专著 3部。 

钟伟，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研

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管理》副主编、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从期从事银行业转轨和外汇管理体制研究、著有《国际发展融资研究》、《金融资

本全球化论纲》等、发表学术论文近 200 篇、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财政

部等承担政策研究项目。主要研究领域是银行风险管理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仲鑫，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

究领域是国际商务、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出版《开放条件下贸易保护政策的经

济分析》等多部著作，发表论文多篇。 

朱艳春，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

电子商务和服务管理。 

周江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后。 研究方向：

创新管理、创业管理、战略管理、市场营销、新兴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