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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简介  

 

学历:研究生(博士) 学位:博士 

职称:教授(二级) 职务:内蒙古大学校长助理 

博士生导师 学科:管理学经济学 专业方向:战略管理 创新管理公司治理 

 

 教育背景  

 

1984.9-1988.7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攻读学士学位 管理科学专业 

1988.7-1992.8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经济系）任教 管理学 

1992.9-1994.12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管理科学专业 

1995.1-1997.12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硕博连读) 管理科学专业 

1998.1--至今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 战略管理管理创新 管理思维方向 

 

 主讲课程  

 

1）承担本科生课程《企业战略管理》、《管理学基础》的教学大纲设计和讲授任

务 

2）承担硕士研究生课程《管理思想与管理创新》、《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教学

大纲设计和讲授任务 

3）承担少数民族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生课程《民族地区企业成长研究》的教学大

纲设计和讲授任务 

4）承担 MBA 课程《管理学》、《企业战略管理》、《公司治理与组织结构设计》的

教学大纲设计和讲授任务 

5）承担 EMBA课程《管理思维》、《企业战略管理》的教学大纲设计和讲授任务 

6）面向 EDP开设《商业战略与商业模式创新》课程 

 

 科研成果  

 

主要教学获奖： 

1）内蒙古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本土化教学改革成果 2013年 

内蒙古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2）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2005 年 

内蒙古自治区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3）经济学、管理学打通大类式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2004年 

内蒙古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4）工商管理案例教学实践与推广 2004年 

内蒙古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5）内蒙古大学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2005年 

内蒙古大学优秀指导教师奖 

6）内蒙古大学名师奖 2009年 

主要科研获奖： 

1）内蒙古矿产开发与草原生态服务互动关系研究 2012年 

内蒙古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 China’s dairy crisis: impacts, caus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2012年 

sustainable dairy industry 

内蒙古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3）中国牧业旗县区域经济发展 2006年 

内蒙古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4）合作技术创新 2003 年 

内蒙古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5）资源型产业可持续成长系列研究 2008年 

内蒙古大学科学技术创新二等奖  

6）企业网络合作化技术创新模式 2000年 

内蒙古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7）包头稀土产业发展战略 2000年 

内蒙古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 

8）白音锡勒牧场经济发展战略 1996年 

内蒙古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获得荣誉： 

1) 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才奖 2014年 

2) 内蒙古自治区首批专业技术岗位二级教授人选 2014年 

3)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产业创新创业人才团队负责人 2014年 

4) 教育部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入选团队负责人 2013年 

5)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第二层次入选人才 2011年 

6) 内蒙古第七届十大经济人物 2010年 

7) 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09年 

8) 全国 MBA教育突出贡献奖 2009年 

9) 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 32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 2008年 

10) 内蒙古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008 年 

11) 影响内蒙古•改革开放 30年最具影响力经济人物 2008年 

12)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员 2007 年 

13)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005年 

14) 内蒙古大学“513”计划人才第一层次人员 2005年 

15) 内蒙古自治区五•四青年奖章 2004年 

16) 内蒙古自治区“111”工程人才第一层次入选人员 2001年 

17) 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 2000年 



主持的代表性科研项目： 

主持的纵向科研项目 

1) 资源型产业与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可 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2013 年 150

万元 

持续发展研究 项目 

2) 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创新人才 内蒙古“草原英才”产业 2014 年 50 万

元 

团队建设研究 创新创业人才团队项目 

3) 内蒙古矿产资源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国家软科学重大合作项目 2009 年 37 万

元 

4) 民族地区牧业旗县基于循环经济思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2007 年 20 万

元 

维的经济成长模式研究 持计划项目 

5)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内蒙古新型工业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08 年 20 万

元 

化成长模式研究 重大项目 

6) 内蒙古氢能产业化发展模式及可行 内蒙古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2007 年 10 万

元 

性研究 项目 

7) 内蒙古资源型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评 内蒙古人才开发基金项目 2007 年 3 万

元 

价与培育政策研究 

8) “十二五”期间内蒙古矿产资源 内蒙古十二五重大预研 2009年 5万元 

有序开发和高效利用研究 课题 

9) “十二五”期间内蒙古工业技术创 内蒙古经济与信息化委 2009 年 8万元 

新发展规划 员会“十二五”规划项目 

10) 内蒙古资源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 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07 年 1 万

元 

培育机理研究 

11) 内蒙古乳制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 内蒙古高等学校科学技术 2007 年 1 万

元 

研究 研究项目 

12) 建立技术市场信用体系和评价标准 内蒙古科技厅技术市场促 2005 年 6 万

元 

的研究 进中心课题 

13) 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型企业高技术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01 年 11 万

元 

成长模式研究 

主持的横向科研项目 

1) 内蒙古创新型城市指标体系设计及 内蒙古科技厅委托项目 2013 年 35万元 

评价方案研究 

2)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内蒙古经济社 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 2012 年 15 万

元 

会发展的支撑关系研究 委托项目 



3) 创新型内蒙古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案 内蒙古科技厅委托项目 2011 年 35万元 

研究 

4) 内蒙古汉森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展 内蒙古汉森酒业委托项目 2011 年 35 万

元 

战略研究 

5) 内蒙古科达铝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科达铝业委托项目 2010 年 35 万

元 

发展战略研究 

6) 开发性金融支持满洲里市区域科学 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 2010 年 32 万

元 

发展规划 委托项目 

7) 鄂尔多斯市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模 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委托 2008 年 100

万元 

式研究 项目 

8) 乌兰察布市经济崛起的路径选择与 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委托 2008 年 50 万

元 

政策投放研究 项目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区域合作 亚洲开发银行 2009年 $21550 

能力建设发展战略研究  

10)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有限公司发展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有限 2007 年 30

万元 

战略研究 公司委托项目 

11) 包头市东河区“十一五”期间经济 包头市东河区委区政府委 2005 年 12

万元 

社会发展基本思路及 2020年远景 托项目 

展望  

12) 鄂托克旗“十一五”期间工业经济 鄂托克旗委旗政府委托项 2004 年 10

万元 

发展基本思路及 2020 年远景展望 目 

13)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经济成 鄂托克旗委旗政府委托项 2003 年 10

万元 

长模式研究 目 

14) 呼和浩特市城市供热投融资体制改 呼和浩特市城发公司 2008年 8万元 

革研究 

发表的代表性专著与论文： 

1)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第一 

的支撑关系研究 

2) 资源富集地区矿产资源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 年 第二 

3) 内蒙古矿产开发与草原生态服务互动关系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第一 

研究 

4) 欠发达地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探索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第一 

5) 中国牧业旗县区域经济发展 民族出版社 2004年 第一 

6) 合作技术创新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年 独著 

7) 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 中国人口、资源与 2015 年 第二 



的影响——基于 2003—2011年面板数据 环境 

的实证检验 

8) 能源矿产开发、环境规制与西部地区经济 资源与产业 2015年 第二 

增长研究 

9)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硫排放—— 郑州大学学报 2014年 第二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10) 中国草原牧区制度管理研究进展 中国草地学报 2013年 第三 

11) 可持续性科学视角下矿产资源型企业转型 工业技术经济 2012年 第二 

升级路径研究 

12) 50年来国际技术创新研究前沿的演进历程 科学学研究 2012年 第二 

13) China；s dairy crisis：impacts，causes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1

年 第二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a sustainable dairy of Sustainable 

industry Development & 

World Ecology 

14) 国际技术创新研究前沿领域的知识图谱分析 科学学研究 2011年 第二 

15)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 2011年 第二 

术管理 

16) 基于内蒙古本土资源型企业案例的战略选择 科学管理研究 2011 年 第二 

模型研究 

17) 资源型产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 人民日报（理论版）2010年 独立 

18) The Chinese innovation system during economic Journal of 2010 年 第

二 

transition transition :A scale-independent Informetrics 

19) 中国奶业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 2010年 第二 

20) 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解读内蒙古经济 人口与经济 2009年 第二 

发展方式 

21) 资源富集地区新型工业化面临的挑战与 工业技术经济 2009年 第二 

对策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22) 基于复杂性科学的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研究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8 年 第二 

23) 牧区矿产资源开发及判明模型系统 煤炭经济研究 2008年 第二 

24) 内蒙古乳制品行业的自主创新战略模式选择 内蒙古乳业 2008年 第二 

25) 内蒙古乳制品业自主创新的对策研究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7年 第二 

26) 内蒙古煤炭产业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 科学管理研究 2007年 第三 

27) 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内蒙古经济发展 工业技术经济 2007年 第二 

28) 循环经济视角下内蒙古煤炭产业自主创 煤炭经济研究 2007年 第二 

新研究 

29) 西部地区资源型企业应走自主创新之路 工业技术经济 2006年 第二 

30) 煤炭产业的高技术化成长与自主创新 煤炭经济研究 2006年 第二 

31)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奶业企业与奶站利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6年 第二 

益关系研究 学报  

32) 产品创新战略的动态性分析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6年 第一 

33) 基于知识与网络的企业赢利模式 复旦大学学报 2003年 第一 

34) 新产品开发的动态定义管理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1年 第二 



35) 内蒙古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政策指向探讨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1年 独立 

36) 企业网络合作化技术创新及其模式比较 科学管理研究 1998年 独立 

37) 企业研究与开发国际化的组织与管理 世界经济文汇 1998年 第二 

38) 产品创新能力与企业组织重组 科学学与科学技 1997年 独立 

术管理 

39) 快变市场中的产品创新战略 中国工业经济 1997年 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