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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兴趣

资源经济与环境经济

能源金融与金融市场

产业经济与区域发展

主讲课程

本科生《微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等

研究生《高级微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等

教育经历

2013年，四川大学，经济学博士（组织经济学）

2004年，四川大学，经济学硕士（政治经济学）

1993年，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学士（工业外贸）

承担项目

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专项、青岛市社科基金项目等科

研项目10余项。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BJL035)：基于实验经济学的城镇居民节水行为引导策略

研究，2020-2024

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4BJL045)：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形成机理研究，2014-2019

3) 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18BCXJ03)：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及新旧动能

模式转换的促进对策研究

4) 山东省重大财经课题(CJ-2018-16)：新形势下政府投资基金支持新旧动能转换

的路径选择研究,2018

5) 企业招标课题：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油田油气掌控战略研究,2016

发表论著

mailto:liyongbo@upc.edu.cn


在 Annals Of Operation Research、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管理学报、产业经

济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部分代表性论著如下：

Yongbo Li, etc.,2020 Analyzing the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of CSR for the Chinese textile

industr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Volume 260,

Yongbo Li, etc.,2020, Leagile supplier selection in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 a

DEMATEL approach,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287, Volume pages303–322

3. Yongbo Li, etc.,2019,Risks assessment in thermal power plants using ISM

methodology，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Volume 279, Issue 1–2, pp 89–113.

4. .Yongbo Li，etc.，2019,An improved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or the

multi-depot green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with multiple objectiv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Volume 227, 1161-1172. ESI高被引论文.

5 Yongbo Li, etc.，2019,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using fuzzy network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 case study in automotive industry，Annals of Operation

Research，275, Issue 2, 461–484.

6. .Yongbo Li, etc.,2018,Design of a multi echelon product recovery embedded reverse

logistics network for multi products and multiperiods, Annals of Operation Research, (in

press).

7. .Yongbo Li ,etc. , 2018,Business Orientation Policy and Process Analysis Evaluation

for Establishing Third Party Providing Reverse Logistics Servic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82, 1033-1047.

8. Yongbo Li, K. Mathiyazhagan.2018, Application of DEMATEL approach to identify

the influential indicators towards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adoption in the auto components

manufacturing sector.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72, 2931-2941.

9. .李永波.2015, 著作《环境压力下的企业行为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08.

10. .李永波. 2012,企业环境战略的形成机制:基于微观动力视角的分析框架,管理学

报2012(08), 1233-1238.

11. .李永波. 价格管制、放松管制与我国成品油市场均衡, 产业经济研究，

2010(03),31-37.

12. 李永波. 多维视角下的企业环境行为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3 (11)

13. 李永波. 绿色消费对企业产品战略的引致机制分析. 软科学. 2014 (02)

14. 李永波. 欧盟航空碳税对我国航空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价格理论与实

https://link.springer.com/journal/10479/279/1/page/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9596526/227/supp/C


践,2012(10).

15. 魏振香,李永波. 汇率变动的微观效应分析 [J]. 东岳论丛. 2011 (01),

奖励和荣誉

 教育部第八批优秀援疆干部，2015

 青岛市拔尖人才, 2021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优秀共产党员，2021

 山东省第三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唯一）, 2017

 山东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排第一），2019

 山东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排第一），2020

 山东省MBA优秀案例，2011

 青岛市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2019

 东营市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2020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首届优秀青年人才，2015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第三届拔尖人才，2020



社会兼职

青岛西海岸组织部“组工学堂”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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