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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兴趣 

环境经济与管理 

能源经济与政策 

产业经济与区域发展 

主讲课程 

本科生《微观经济学》、《国际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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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专项项目等科研项目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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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nnals Of Operation Research、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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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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兼职 

青岛西海岸组织部“组工学堂”特聘教授  

青岛企业评价协会智库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