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乡学院“创新引飞工程”导师简介

周倩，周倩，女，1978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讲师，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会计理论和实务研究，讲授《基础会

计学》、《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等课程，曾多次参加主持完成省部

级、地厅级项目十多项，在《农业经济》、《新经济》等刊物发表研究

型论文五篇。参编规划教材共 5 部，完成近 30余万字。主持或参与

省级项目四项，包括省政府决策项目一项，省教育厅项目一项，总共

获得厅局级成果奖励八项，主编《基础会计》、《基础会计实务》，

另外参编教材两部部。



张鹍，女，硕士研究生学历，西安工业大学区域经济学硕士，讲

师。研究专长：区域经济，计量经济。长期从事经济学及经济学与计

算机的交叉学科的教学与理论研究，先后担任有《会计信息系统》、

《Excel 在会计中的应用》、《统计学》、《会计软件应用》等课程的教

学工作。近几年来在《投资研究》、《商业经济研究》等国家核心刊物

上发表《我国银行理财产品的发展现状、特点及其展望》、《电子商务

对区域经济结构与范围的影响》等相关科研论文。参与了《新常态背

景下河南先进装备制造业走出去问题研究》、《基于产业聚焦区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研究》、《》等省级徉项目五项。

甄珠，女硕士研究生，2014-2015 学年新乡学院“优秀辅导员”

第二届辅导员职业能力比赛“三等奖”2014-2015 学年校级“文明教

师”2015 年度考核优秀第三届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优秀奖”第八

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优秀指导老师”2016 年新乡学院“最

美教师”。主要讲授中国考古学通论、陶艺、美术鉴赏等课程等



张宇， 女，大学本科学历，讲师 讲授课程：基础会计、成本会

计、会计实务近几年在《财会通讯》发表论文 2 篇，其他期刊发表十

余篇，参与课题若干项。

张怡，研究生硕士，讲师，参与省级科研项目 1 个，区域经济与

电子商务方向社科联结项若干，主持教学改革项目 1 项，论文若干篇，

参编教材 3 部。 电子商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商务英语，电子商

务数据库应用，网站建设与管理。

张艳，管理学博士，讲师。共发表管理学领域学术论文 20余篇。

主持河南省社科联项目一项，并获一等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教育部项目各一项，并参与省级课题四项。所讲主要课程包括《政治

经济学》、《世界经济》、《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等。

张喜光，研究生学历，助教，中级会计师；主讲课程：《税法》、

《审计》。

张曦，硕士研究生学历，讲师。共发表经济学领域学术论文与教

育教学研究论文 20 余篇。主持河南省社科联项目三项、新乡市社科

联项目四项，参与河南省科技厅项目二项、河南省社科联项目二项、

新乡市社科联项目三项。同时，积极参与各类奖励的申报，获得河南

省素质教育论文奖一等奖两项。所讲主要课程包括《西方经济学》《财

政学》等。



张清太，男，教授，经济学硕士。现任新乡学院商学院副院长。

2001 晋升为副教授。2001—2003 年，在河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硕士学位研究生班学习（在职），2003 年 12 月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6 年，晋升为经济学教授。主讲课程有：“统计学原理”、 “国

民经济统计”、“国民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财政与金

融”等。主要研究方向：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统计分析（公共财政

部分）。主要科研成果：（一）主持、参与完成国家、省（部）、地

厅、市级科研立项课题共 28项；（二）获省级科研成果奖 2 项，地

厅级科研成果一等奖 7 项，二等奖 11项；（三）发表学术论文 22篇；

（四）编写出版专著、教材 9 本。

姚晓立，硕士研究生，讲师。近年来发表论文十余篇，

主要科研业绩，编著教材两部，主持和参加省市地厅级科研项目十二

项，荣获四次新乡市社科联项目一等奖，一次荣获特等奖，两次荣获



河南省科学技术成果奖。主要讲授课程《市场营销学》《消费心理学》

《营销策划及实务》《创业学》

李艳燕，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研究成果：发表专业学术论

文 32篇，均为独著，23篇为核心期刊论文，ISSCI 收录和索引 3篇，

主持参与各级科研项目 36 项，获得省级以上鉴定结项和奖项 8 项。

讲授主要课程：《国际贸易》（院级精品课）、《海关通关》。

李晓红，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研究成果：发表专业学术论

文 32篇，均为独著，12篇为核心期刊论文，主持参与各级科研项目

25项，获得省级以上鉴定结项和奖项 7项。讲授主要课程：《证券投

资学》、《宏观经济学》。



王鑫，研究生学历，讲师，现任商学院团总支书记，博士在读。

共发表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学术论文与教育教学研究论文 40余篇，

其中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 12篇。代表论文《我国机械制造企业利用

电子商务拓展外贸出口的做法—黎明重工的成功经验与启示》发表于

核心期刊《对外经贸实务》，代表研究项目包括教育部社科项目《全

球生产网络的组织变迁与利益分配机制研究》等。主持或参与省部级

科研项目 9项，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 项、河南省政府

决策研究招标课题 3 项。同时，积极参与各类奖励的申报，获得河南

省教育厅论文评比一等奖 3 项。所讲主要课程包括外贸英语、外贸英

语函电、外贸英语翻译、国际贸易实务等。



王翔雯，硕士研究生，助教。参与河南省科技厅项目四项，主持

新乡市社科联项目三项，参编教材一部。讲授主要课程：本人主要讲

授会计学专业《基础会计》、《成本会计》及《管理会计》等课程。指

导会计学毕业生论文 100 余人。

王玮，硕士研究生，助教，主要研究成果：主持并参与省社科联

课题 4 项，代表项目《河南省产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研究》，

主持市社科联重点调研课题 4 项等。主要讲授国际金融、国际结算、

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制作等课程。

王静，硕士研究生，讲师。发表论文六篇，主要参与研究项目包

括河南省社科联《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问题研究》，还有校



级项目等共四项，所讲主要课程包括电子商务概论、ERP 的建设与实

施、企业 ERP 模拟实训等。

王贺强，工商管理，研究生硕士，参与省级科研项目 1 个，主持

教学改革项目 1 项，论文若干篇。货币银行学，管理学。

马光华，男，1963 年 5 月生，郑州人。现任新乡学院商学院院

长、教授。兼任新乡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会计电

算化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先后被授予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教师、河南

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师德先进个人，新乡市文明教师，

还多次被评为校优秀教师、文明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党员。



先后承担了《会计电算化》、《中级财务会计》等多门专业课的教学

任务。先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6篇，独著 32 篇，其中在中文核期刊

上发表论文 9 篇，完成省部级及地厅级以上科研项目及重点调研课题

32项，获地厅以上教学、科研奖励 26项，获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3 项，

主编教材 6 部。论文《电子商务与网络财务》2012 年在第三届电子

商务与电子政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电算化审计的现状及发展

对策》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经济经纬》2006 年第 4 期并被 CSSCI

全文收录。主编的《基础会计学》《西方经济学》教材分别由陕西科

技出版和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洪波，本科，教授，主持承担省级科研项目 3 项，在专业核心

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要讲授《财务管理》、《管理会计》、《财

务报表分析》等课程。



李益求，硕士研究生，助教，主要研究成果：参与多项省厅级课

题，发表专业相关论文十余篇，参编教材一部。本人主要讲授会计学

专业《高级财务会计》、《会计发展》等课程。

李新丽，研究生学历，主讲课程：《财务会计》、《管理会计》、

《会计实务》、《财务报表分析》、《财务管理》等。参加工作以来

参与省级项目六项，主持项目两项，积极参与会计学术会议。

李敏，研究生学历，讲师，主讲课程：《中级财务会计》、《税法》、

《会计实务》、《财务软件应用》等。自参加工作以来，在《财务与会

计》、《财会月刊》、《财会通讯》、《会计之友》等会计专业期刊上共发

论文 40余篇，其中中文核心 10余篇。完成省级项目 7 项，其中主持



2 项；完成厅级项目 13项，其中主持 5 项；主持学校教改项目 1 项，

参与学校教改项目 6 项。主要研究成果：论文《“营改增”背景下若

干业务的会计核算问题探析》2015 年 3月发表于核心期刊《财务与

会计》；论文《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建议》2013 年 7 月发表于核心

期刊《财会月刊》；论文《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新变化的效用分析 》

2012 年 7 月发表于核心期刊《会计之友》等。

李蛟，本科，讲师，主要研究成果：《云计算时代企业信息化管

理创新与构建》，《The Innov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高校商务院系办学体制与机制调研分

析》获 2012 年河南省社科联一等奖，《从网络公开课看云计算在高校

教学过程中的应用》获 2013 河南省教育厅二等奖等。讲授课程：《电

商综合实训》、《电子商务概论》、《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计算机网络》

等。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6&CurRec=14&recid=&FileName=CWKJ201505020&DbName=CJFDLAST2015&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6&CurRec=14&recid=&FileName=CWKJ201505020&DbName=CJFDLAST2015&DbCode=CJFQ&pr=


李大伟，会计学，研究生硕士，参与省级科研项目 2 个，多次主

持并参与河南省社科联、新乡市社科联课题项目并获奖，参与会计专

业特色专业建设，并参与财务会计等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参与省级教

学改革项目 1 项、校级教改项目多项，发表论文若干篇，参编教材 2

部。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会计实务等

冷小杰，本科，讲师，主要研究成果：《河南省中小企业电子商

务关键成功因素研究》获 2015 年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成果二等奖，

《案例教学在电子商务教学中的应用初探》获 2012 年河南省教育厅

素质教育征文一等奖。讲授课程：《网络营销》、《电子商务应用》、《跨

国公司经营与实践》、《货币银行学》、《国际营销学》等。



韩楠，研究生学历，副教授，主讲课程：《管理学》、《公共关系》

等。自参加工作以来，在中文期刊上共发论文26余篇，其中中文核心

3篇、EI源收录2篇。完成省级项目8项，其中主持1项；主持学校教改

项目1项，参与学校教改项目5项。

韩丽娜，研究生学历，副教授，主要研究成果：近年来共发表论

文 33 篇，其中 7 篇发表在商业时代、价格月刊、世界农业等核心期

刊，6 篇发表在河南科技学院、新乡学院等高校学报。编写著作 3 部，

其中主编学术专著 1 部，主编教材 1 部，副主编教材 1部。完成科研

项目 18项，其中主持省部级项目 3 项，参与省政府招标课题等省部

级项目 5 项。获得科研奖励 12项，其中新乡市委宣传部优秀成果奖、



河南省教育厅等厅级一等奖 7 项，二等奖 2 项。讲授主要讲程：本人

主要讲授会计学本科专业、电子商务本科专业、市场营销专业的《市

场营销学》、市场营销专业和电子商务专业的《市场营销实训》、《推

销技巧》、《创业学》等课程。指导会计学、市场营销本专科毕业生论

文 100 余人。各年度超额完成了教学工作量，教学效果均在 90 分以

上。2011 年参与了《市场营销学》校级精品课程的主要建设工作，

2013 年主持了《市场营销实训》校级网络资源共享课程建设。

郭玉杰，硕士研究生，讲师，近年来，在各类刊物发表文章 40

余篇，其中核心期刊 15 篇，主持和参与省级课题 5 项，获得地厅级

奖项 6 项，主要讲授管理学和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课程。

杜娟，硕士研究生学历，讲师。发表论文 19 篇，主持和参与省

级项目 4 项，包括省政府决策项目 1 项，省教育厅项目 3 项，获得市



厅级成果奖励 7 项，主持和参与校级项目 18 项并获得相应奖励，参

编教材 3 部。所讲主要课程包括电子商务概论、电子政务、数据库原

理及应用、商务案例分析等。

刘文静，女，大学本科学历，南京理工大学硕士，讲师。主要从

事财务管理与财务会计理论和实践研究，讲授《财务管理》《高级财

务会计》《管理会计》《会计实务》等课程，曾多次参加或主持省级、

地厅级项目十多项并获奖，发表论文数篇，参与学术性著作、规划教

材编写共 4部，完成近 30万字。

茹庆华，硕士研究生，讲师，近年来，参与省级课题 3项，在各

类刊物发表文章若干篇，参编教材一本，主要讲授西方经济学和统计

学课程。



翟江波，男，1959 年 10 月出生，河南孟州市人，中央党校党政

管理专业本科学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专业研究生结业，中共党

员，副教授。教学工作：承担社会学、公共关系学课程教学任务。曾

获得河南省教学先进个人，多篇科研论文曾获省市教育部门奖励。

褚远远，硕士研究生，讲师。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参与河南省

科技厅项目五项、主持新乡市社科联项目二项，并获得新乡市发展研

究一等奖。同时，积极参与各类奖励的申报，论文《助学贷款新政策

下大学生思想教育创新研究》获得 2015 年河南省教育厅全省高校优

秀论文评审二等奖。所讲主要课程包括《市场营销学》《品牌管理》

《企业战略管理》等课程。



安玉桃，硕士，助教。主要研究成果：《河南省完善基础支撑力

能力，加快交通物流发展研究》获 2013 年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成

果二等奖，《扶持文化发展问题研究》获 2013 年新乡市社会科学联合

会“重点调研课题”特等奖。参与河南省科技厅项目四项、河南省教

育厅项目二项、参与并荣获新乡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一等奖。所讲主

要课程包括《管理学》《国际金融》等。

崔灿，女，1987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硕

士。主要从事会计学理论和研究，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税收筹划，



讲授《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等课程，曾

多次参加主持完成河南省社科联、新乡市社科联项目，并曾获得河南

省社科联二等奖、新乡市社科联一等奖，在《商业会计》、《行政事业

资产与财务》等会计学刊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参编教材 1部。

师冰洁，女，中共党员，西南大学研究生学历，经济史与金融

学双硕士学位，商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于经济史与金融方向的研究，

在经济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 20余篇,其中核心两篇；支持参与项目

20余项。主讲《证券投资学》，《应用统计学》，《中国对外贸易》，《国

际货物运输与保险》等课程。



梁子慧，女，1988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河南大学管理学硕

士研究生，审计学专业。担任会计基础、财务会计、审计等课程。主

要从事审计理论与实践，研究方向为审计理论研究，社会审计与内部

审计研究。曾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大

数据对风险导向审计影响的研究》，参与完成了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

课题《河南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研究》和河南省审计厅多个

项目。

葛林，男，1983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副教授，北京工业大学

应用经济学（金融学）博士。长期与企业结合，担任企业高管职务，



从事多项国家、国际金融经济研究项目，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扎实

的理论基础，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有深层次、多维度的研究经验。

主要从事金融经济科技研究、企业经济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方

向为绿色金融，国际投资，跨国公司治理，公司财务，讲授《金融学》、

《国际贸易实务》、《金融英语》、《国际贸易学》、《工程项目投资与融

资》、《管理学》、《跨国公司治理》、《资产评估》等课程。曾参与并完

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碳排放权市场特性，定价机理与政策模拟

设计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战略

对策研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助项目《发展与绿色投资》、环境保

护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东亚地区大气污染物跨界输送及其相互影

响与应对策略研究》等项目。担任金智东博（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股票交易代码：838461）董事会秘书，牵头三板上市，制作 BP、

财务报表、兼并等事宜；在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处，北京市工

程咨询公司，参与《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能源发展建设规划中期评

估报告》写作；在国际生态发展联盟 （澳大利亚）担任北京地区联

络员等多项社会实践经历。成功完成日本自愿性环境协议的实施及其

对中国的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多个金融市场协同波动溢出效应检

验——基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经验数据 [J].金融理论与实

（cssci）扩展等多项科研成果。



张胜利，男，1978 年 1 月出生，河南汝南人，河南大学文学学

士，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共党员，讲师。主要从事学生管理

和学生党建及思想政治工作，主持和参与地厅级科研项目 6 项，编写

教材一部，发表论文十余篇。主要讲授创新创业、职前指导和思政专

业课程。

裴子漪，女，研究生学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硕士毕业，担

任商学院辅导员，并担任会计专业相关的课程。研究专长：会计学，

主要方向为会计实务、财务管理。担任有《基础会计学》、《成本会

计学》、《中级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