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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兴趣 

能源经济与管理 

管理科学理论与应用 

战略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主讲课程 

本科生《管理学》、《管理沟通》等 

研究生《高级管理学》等 

教育经历 

1996 年，石油大学，工学硕士（管理工程） 

1985 年，华东石油学院，工学学士（管理工程） 

主持课题 

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分别是 2005 年申请成功、2008 年结项

的《提高我国石油工业控制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研究（05BJY050）》与 2012 年申请

成功、2016 年结题的《低碳经济下我国天然气工业发展战略研究（12BJY075）》，

并主持或参与了其他二十多项纵向、横向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目前承担的重要科研项目包括：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BJY078）：《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战略研究》，2020—

2023 

发表论著 

围绕低碳经济和石油与天然气工业、石油工业控制力和国经济竞争力、企业

理论与公司治理、经营与战略管理等方向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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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如国家级期刊《中国工业经济》、中文核心期刊《商业经济与管理》、《理论

探讨》、《EI》检索期刊《天然气工业》等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

其中十数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科学院《国土

资源文摘》、《新华文摘》和 EI、ISTP 等全文转载或摘要收录或索引收录，出版专

著 3 部，出版教材 3 部。 

代表性论著： 

（1）专著《低碳经济下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

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石油工业出版社，2021 年 3 月，3 人第 1；  

（2）专著《低碳经济下中国天然气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石油工业出版社，2018 年 6 月，3 人第 1； 

（3）专著《中国石油工业控制力和国际竞争力》（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石

油工业出版社，2010 年 2 月；2012 年获第二十六次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

等奖；2011 年获东营市第二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第二十一届全国石

油石化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优秀著作一等奖（行业部级），3 人第 1； 

（4）论文《反化工诉求与产业结构调整》，《系统工程》2015 年第 10 期，2

人第 1； 

（5）论文《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与中国 LNG 进口价格关系研究》，《价格月刊》

2021 年第 7 期，2 人第 1；； 

（6）《The existing pipeline asset and spillover effect：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of pipeline sharing》，ournalof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Research，2014 年第 4

期，3 人第 1； 

（7）基于超效率 DEA-Tobit 模型的环渤海经济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科技

管理研究，2014 年第 20 期，4 人第 1； 

（8）《我国石油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中国工业经济》，2000 年

第 7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工业经济》2000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2001 年获东

营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山东省第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

奖，3 人第 1； 

（9）《我国天然气市场开发战略设想》，《天然气工业》，2005 年第 11 期，

《EI》光盘版 06 年检索，2 人第 1； 



（10）《日本政府促进天然气消费的政策措施及借鉴》，《天然气工业》，2002

年第 6 期，《EI》光盘版 03 年检索，3 人第 1； 

（11）《国外培育天然气市场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天然气工业》，2001

年第 4 期，独著； 

（12）《中国天然气产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 年第 3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工业经济》2002 年第 9 期全文转载，获东

营市第十二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 人第 1； 

（13）《发展我国天然气工业的对策》，《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年

第 1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工业经济》95 年第 6 期全文转载，获中国石油学

会经济学会 95 年年会“优秀论文奖”，独著； 

（14）《加快我国天然气工业发展的途径探讨》，《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3 年第 4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工业经济》94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独著； 

（15）《我国天然气市场开发研究综述》，《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

年第 4 期，人大复印资料《工业经济》2004 年第 10 期索引，2 人第 1； 

（16）《美日德公司内部监控模式的特点及其借鉴》，《理论探讨》2001 年第

2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工业企业管理》2001 年第 5 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

2001 年第 6 期索引，获东营市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山东省第十

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3 人第 1；  

（17）《我国石油工业的投资、债务与对策》，《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6 年第 3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工业经济》1996 年第 11 期全文转载，获山

东省科技协会“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独著； 

（18）《我国石油企业资产经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石油大学学报（社科

版）》2001 第 3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工业企业管理》2001 年第 9 期索引，独

著； 

（19）《世界天然气工业的发展趋势》，《中国能源》，1999 年第 2 期，中科

院《国土资源文摘》1999 年第 8 期摘要收录，2 人第 1； 

（20）《加快东北、环渤海、东南沿海、产气区天然气市场开发》，《生产力

研究》2006 年第 4 期，2 人第 1； 

（21）《降低我国原油生产成本的对策》，《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



年第 2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工业经济》98 年第 7 期全文转载，获东营市 1998

年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独著； 

（22）《产业市场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1998 年第 2 期，人大复印报

刊资料《商业经济、物资经济》98 年第 5 期全文转载，2 人第 1； 

（23）《Activities of stable supply for natural gas in China》，《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Petroleum Technology》，Vol.76, No.5（Sept.2011），4 人第

1。 

 

奖励和荣誉 

2012 年获第二十六次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2 年获山东省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1 年获山东省第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21 年获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第八届优秀作者奖； 

2019 年获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第六届优秀作者奖； 

2018 年获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五届优秀作者奖； 

2016 年获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优秀审稿专家”； 

2018 年获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优秀审稿专家”； 

2006 年获中国石油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2010 年获中国石油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等。 

学术兼职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审稿人； 

山东省和青岛市社会科学奖评委；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2018 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