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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是江苏省最早开展应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机构之一。

自 1982 年开设财政学本科专业以来，先后设立经济学（1984 年）、金融学（1990

年）、国际经济与贸易（1995 年）本科专业。1992 年开始招收应用经济学学硕，

2000 年招收金融学博士生。2011 年，在全国首批招收金融专硕、税务专硕、国

际商务专硕。2012 年，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获批成立。目前，应用经济学

一级学科博士点设有城市与区域发展、国际贸易、大数据与金融科技、金融学等

四个招生方向。 

 

（二）学科建设情况 

1.学科简介 

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是江苏省最早开设的相关学科之一，创办于 1982 年。

本学科拥有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一级学科博士点及硕士点，以及金融、税

务、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点。学位点专职教师 52 人，拥有博士学位占比 94%，

有海外经历占比 35%。本学科积极参与权威国际认证，目前 AACSB 进入认证中

期阶段，BGA 进入金银牌联合认证阶段。 

2.学科特色与优势 

立足于我国重大现实需求与国际学术前沿，设有大数据与金融科技、金融与

财政、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国际贸易等五个学科方向，具有以下优势： 

（1）建设高水平学科平台。建有“大运河文化产业发展与创新研究中心”“江

苏现代财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苏州大学自由贸易区综合研究院”等高端学科

平台。参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与央行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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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数字货币研究院”，与国家税务总局共建“国际税收战略研究与咨询中

心”，与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共建“‘两城三桥’国际研究中心”。 

（2）建设高端智库平台。“江苏现代金融研究基地”获批江苏省重点决策咨

询基地，江苏省重点高端（培育）智库“东吴智库”入选 2018 年度 CTTI（中国

智库索引）高校百强智库。 

（3）承担国家科研课题。“十三五”期间，本学科承担国家级重要课题 15

项（含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 2 项），其他省级项目 6 项；重大横向课题 40

余项。 

（4）发表高质量研究成果。“十三五”期间，在国内外期刊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Regional Studies、《统计研究》等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00 余篇。 

（5）获得国家重要科研奖励。“十三五”期间，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1 项、上海市哲社二等奖 1 项、江苏哲社奖 2 项。 

3.国内外影响 

（1）本学科是江苏省“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建设学科，目前正申报江苏

省“十四五”重点建设学科。 

（2）金融学获批江苏省品牌专业。 

（3）在“2019 泰晤士世界大学专业排名榜”上，苏州大学会计与金融专业

位列中国大陆第 17 位。 

 

（三）研究生招生、在读情况 

本学位点只招收全日制研究生。近三年招生人数如表 1 所示。共招收 19 名

博士生，其中 2019 年招收 11 名（含 6 名港澳台学生），2020 年和 2021 年招生

人数明显减少。学术硕士招生规模略有增长，从 2019 年的 16 人增至 2021 年的

29 人。金融专硕、税务专硕招生规模较为稳定，分别保持在 30 人、9 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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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专硕不仅招收中国学生，而且招收留学生，其中，中国学生的招生规模

偏小，每年只有 2-4 人；留学生招收规模在 2019 年达到历史最高点，2020 年后

招生规模因疫情冲击和语言标准提高的原因而锐减。 

表 1 近三年招生情况 

年份 博士生 学硕 
金融 

专硕 

税务 

专硕 

国际商务专硕 

（中国学生） 

国际商务专硕 

（留学生） 

2019 

5（申请考

核） 

+6（港澳台） 

16 26 9 2 28 

2020 3 19 32 10 3 3 

2021 5 20 27 8 4 5 

表 2 呈现了 2021 年入学学生的基本信息。从入学方式来看，博士生、国际

商务专硕留学生均全部以申请考核形式招收，其他项目则以统考或推免形式录取

学生，其中，应用经济学学硕项目统考生、推免生分别有 12 人、8 人，分别占

60%、40%。硕士生的本科就读学校分布在全国各地，生源质量良好，约有 50%

来自中山大学、苏州大学、江南大学、福州大学、海南大学、新疆大学等双一流

高校。 

表 2 2021 年入学学生基本信息 

序

号 
姓名 专业 学位层次 本科学校 生源类别 

1 华怡宁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南京财经大学 统考 

2 邱亚栋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江苏大学 统考 

3 杨鑫垚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武汉轻工大学 统考 

4 魏星雨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统考 

5 帅珮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湖北工业大学 统考 

6 吴杏子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南京财经大学 统考 

7 李若鑫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安徽财经大学 统考 

8 马天宇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长春理工大学 统考 

9 皇甫铭奇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南京工业大学 统考 

10 嵇晓敏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南京工程学院 统考 

11 王铭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南京审计大学 统考 

12 张赛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山东财经大学 统考 

13 段璇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大连海事大学 推免 

14 陈若涵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江西财经大学 推免 

15 孙思睿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黑龙江大学 推免 

16 居震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山东财经大学 推免 

17 杨纯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海南大学 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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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专业 学位层次 本科学校 生源类别 

18 林炜炜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浙江工商大学 推免 

19 罗宇轩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成都理工大学 推免 

20 曾婧芳 应用经济学 硕士学位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推免 

21 徐梓耀 金融 硕士学位 苏州大学 推免 

22 许星龙 金融 硕士学位 江南大学 统考 

23 张珩 金融 硕士学位 南京审计大学 统考 

24 侍强 金融 硕士学位 苏州大学 统考 

25 李文治 金融 硕士学位 福建师范大学 统考 

26 陈智莹 金融 硕士学位 中山大学 统考 

27 徐寅 金融 硕士学位 浙江工商大学 统考 

28 查星宇 金融 硕士学位 汕头大学 统考 

29 陈星月 金融 硕士学位 浙江海洋大学 统考 

30 方兰兰 金融 硕士学位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统考 

31 朱子维 金融 硕士学位 苏州大学 统考 

32 尹周记 金融 硕士学位 安徽工程大学 统考 

33 刘涛 金融 硕士学位 江苏理工学院 统考 

34 顾翊君 金融 硕士学位 上海大学 统考 

35 徐邵嘉 金融 硕士学位 苏州科技大学 统考 

36 范笑笑 金融 硕士学位 南京财经大学 统考 

37 陈银 金融 硕士学位 苏州大学 推免 

38 尹静欣 金融 硕士学位 江西财经大学 推免 

39 曾义 金融 硕士学位 山西大学 推免 

40 马珍珠 金融 硕士学位 新疆大学 推免 

41 陈佳怡 金融 硕士学位 云南财经大学 推免 

42 田慧敏 金融 硕士学位 安徽财经大学 推免 

43 郭可钦 金融 硕士学位 苏州大学 推免 

44 吴一凡 金融 硕士学位 安徽财经大学 推免 

45 朱子雯 金融 硕士学位 苏州大学 推免 

46 胡燕 金融 硕士学位 江南大学 推免 

47 王祎辉 金融 硕士学位 安徽财经大学 推免 

48 房珊珊 金融 硕士学位 东北财经大学 推免 

49 马诗佳 税务 硕士学位 南京师范大学 统考 

50 王寒琦 税务 硕士学位 江西财经大学 统考 

51 田诗诗 税务 硕士学位 南京审计大学 统考 

52 陈情缘 税务 硕士学位 天津科技大学 统考 

53 胡洁雯 税务 硕士学位 浙江工业大学 统考 

54 黄妍 税务 硕士学位 山东财经大学 统考 

55 蒋冬妮 税务 硕士学位 福州大学 推免 

56 王思敏 税务 硕士学位 四川农业大学 推免 

57 戴雨桐 国际商务 硕士学位 苏州科技大学 统考 

58 王宇 国际商务 硕士学位 苏州大学 统考 

59 何梦婷 国际商务 硕士学位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统考 

60 沈佳睿 国际商务 硕士学位 吉林财经大学 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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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专业 学位层次 本科学校 生源类别 

61 
PHIMVONGTA 

CHANTHAPHONE 
国际商务 硕士学位 苏州大学 申请考核 

62 
MOON YOUNG 

MIN 
国际商务 硕士学位 苏州大学 申请考核 

63 
MOLDOBAEVA 

AKYLAI 
国际商务 硕士学位 江苏海洋大学 申请考核 

64 RYU JAEHYUN 国际商务 硕士学位 苏州大学 申请考核 

65 
BABICH 

OLEKSANDRA 
国际商务 硕士学位 

NATIONAL 

TECHNICAL 

UNIVERSITY 

DNIPRO 

POLYTECHNIC 

申请考核 

66 张烨 应用经济学 博士学位 

苏州大学（本

科）、美国天普大

学 

（硕士） 

申请考核 

67 胡秋娴 应用经济学 博士学位 
浙江财经大学 

（本硕） 
申请考核 

68 黄卓 应用经济学 博士学位 

郑州师范学院(本

科）、河南大学 

（硕士） 

申请考核 

69 管志豪 应用经济学 博士学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滨江学院（本

科）、扬州大学

（硕士） 

申请考核 

70 朱宏举 应用经济学 博士学位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

林学院(本科）、英

国南安普顿大学

（硕士） 

申请考核 

 

（四）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1.学位授予情况 

近三年学位授予人数见表 3。三年来，共有 9 人获得博士学位，其中 2019 年

最多，达 6 人；共有 70 名学硕研究生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年均超过 20 人；共

有 78 名金融专硕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人数多于税务专硕（25 人）、国际商务

专硕（41 人，其中中国学生 6 名）。获得学术硕士学位的人数从 2019 年的 33 人

下降到 2021 年的 19 人，占比也从 46.48%减少到 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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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近三年授予学位人数 

年份 博士生 学硕 
金融 

专硕 

税务 

专硕 

国际商务专硕 

（中国学生） 

国际商务专硕 

（留学生） 

2019 6 27 21 7 3 7 

2020 2 25 31 10 1 17 

2021 1 18 26 8 2 11 

2.就业基本情况 

2021 届中国学生的就业情况如表 4 所示。在 55 名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中

国学生中，除了金融专硕有一名学生暂未就业，其余 54 名学生均实现就业，就

业率高达 98.18%。其中，协议和合同就业人数 51 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 94.44%；

灵活就业 3 名。从就业行业分布来看，赴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单位工作的人数

最多，达到 31 人，占比达到 57.41%；6 人在税务局、财政部等政府机关工作，

占比为 11.11%。从就业地区看，除了 1 名同学在湖北襄阳组织部就业，其余 53

名学生在长三角地区就业；其中，在江苏省就业的超过 2/3，在苏州市就业的比

例接近一半。 

表 4 2021 届学生就业情况 

专业 
学位

层次 

授予 

学位数 

协议和合同

就业人数 

灵活就业

人数 

暂未就

业人数 

升学 

人数 

就业 

总人数 

应用 

经济学 
博士 1 1 0 0 0 1 

应用 

经济学 
学硕 18 17 1 0 0 18 

金融 专硕 26 24 1 1 0 25 

税务 专硕 8 7 1 0 0 8 

国际 

商务 
专硕 2 2 0 0 0 2 

注：留学生未纳入统计。 

 

（五）研究生导师状况 

1.专任教师队伍 

本学位点专任教师队伍结构如表 5 所示。现有专任教师 52 名。从职称结构

看，正高职称、副高职称的教师分别有 17 人、18 人，占比分别为 32.7%、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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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结构看，45 岁以下教师 28 人，占比 53.8%，其中 35 岁及以下的教师 14

人，占比超过四分之一。从学历层次来看，49 名老师拥有博士学位，占比 94.2%。

18 人具有境外经历，占比 34.6%。博导 9 人，硕导 32 人。从学缘结构来看，人

数最多的最高学位获得单位依次是苏州大学（10 人）、上海财经大学（7 人）、复

旦大学（7 人）、浙江大学（2 人）、辽宁大学（2 人），占比分别为 19.2%、13.5%、

13.5%、3.8%、3.8%。生师比较为合理，专任教师生师比 1.4：1。 

表 5 专任教师队伍结构 

专业技 

术职务 
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及以

上 

博士学位

人数 

具有

境外

经历

人数 

博

导 

人

数 

硕

导 

人

数 
正高级  17 1 2 7 5 2 15 5 9 11 
副高级  18 2 8 7 1 0 17 4 0 18 
其他  17 11 4 2 0 0 17 9 0 3 
总计  52 14 14 16 6 2 49 18 9 32 

最高学

位获得

单位 

苏州大学 
上海财经大

学 
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 辽宁大学 

人数及

比例 
10（19.2%） 7（13.5%） 

7

（13.5%） 
2（3.8%） 

2

（3.8%） 

生师比 

在校博士生数 18 在校硕士生数 54 

专任教师生师比 1.4:1 研究生导师生师

比 

1.7:1 

2.兼职教师队伍 

（1）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通过讲座教授、兼职教授等多种方式柔性引进

海外名校的一批教授，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周迅宇、香港大学学术副校长陈

建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申作军教授、Fordham University 金融学教授 Iftekhar 

Hasan。 

（2）聘请智库专家和企业导师。聘请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沈益锋、北京大

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江苏张家港酿酒有限公司黄庭明等 50 多位

政府领导、专家、企业家担任校外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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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研究生党建工作 

2021 年全年，应用经济学研究生党支部在学院领导的正确指导和全体成员

的共同努力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勤奋求实、积极进取，

围绕党史学习教育主线，聚焦百年建党精神，重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保持党的理论常学常新，不断加强支部管理，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

党员管理和支部建设工作。 

1.抓实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加强理论建设 

支部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支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一开始就做好党史学习教

育的统筹规划工作，压紧压实相关责任，采取集中学习、谈心谈话、知识竞赛、

主题活动等多种形式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为了加强研究

生党员党史理论学习，支部参与筹备学院党委书记党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教育广大学生党员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

了激发广大学生对党史知识的学习兴趣，支部积极组织了一系列主题竞赛，如第

17 届学术文化节系列活动之微党课竞赛、党史知识竞赛、红色影视剧配音大赛、

“赤子心、爱党情”建党 100 周年主题演讲比赛等党史学习教育类活动；支部以重

大事件节点和节假日纪念日为契机，通过集中学习、经验交流、座谈会等形式宣

传相关事件重要意义，开展了诸如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等活动，让学生关注时事动态，提高了广大研究生的理论水平，坚定了广

大研究生不忘初心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2.弘扬百年建党精神，不断坚定理想信念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百年征程激励人心，时值建党百年之际，为献礼建党百

年，支部响应国家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号召，推动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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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紧紧围绕新时代这一主题，创新活动形式，在广大学生

中深入开展了爱党爱国等系列文化艺术活动，先后联合研会举办了“重温红色经

典，演绎时代之音”红色经典影视配音大赛、“书写百年峥嵘执笔意蕴隽永”书画

比赛、“盛世如愿，百年华章”创意明信片设计大赛。系列活动让同学们在亲身体

验中，感受百年峥嵘岁月，自觉接受红色文化熏陶，做到铭记历史，不忘来时之

路，将建党精神融入精神血脉，为实现伟大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自身的力量。 

3.做好党员发展工作，不断夯实基层堡垒 

党员发展工作是支部建设的基础工作，根据学院党委年度发展党员计划，结

合实际情况，支部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将学生的政治表

现放在首位，以学业和平时表现为主要依据，全年召开支部大会确认入党积极分

子 24 名，共接收 16 名同学为预备党员，通过了 5 名预备党员的转正申请。在发

展党员的过程中，支部严格按照党员发展流程，认真组织民主投票、团员推优、

谈心谈话和档案审查，做到党员发展知根知底，确保党员质量，同时严把发展党

员程序关，做好各个阶段发展材料的规范化存档管理。在转接新生党员组织关系

的过程中，秉持对党员高度负责的态度，全面细致核查党员档案材料，对于材料

欠缺的党员，及时通知到个人，积极指导其补办相关材料。 

4.发挥党员模范作用，不断深化创先争优 

应用经济学支部党员来源于不同年级和不同专业，在学生群体中具有较大的

代表性和影响性，支部重视发挥党员在学生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其中支部党员庄

嘉莉、玄泽源、王青松等人在核心期刊 4 篇，支部党员庄嘉莉、陈明珠、王青松、

玄泽源、储云、管志豪等人在重要学术会议汇报 6 人次，支部党员王青松、王子

冉、玄泽源、王睿等人因表现突出获评苏州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特等奖。同时

严格要求支部党员注意言行举止，积极带动周围同学关注国家大政方针，引导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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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学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凝心聚力，不断增强研究生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学生一心向党，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要求支部党员带头

严格遵守防疫政策，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志愿工作，时刻关注疫情防控动态，从自

身做起，勤洗手、多通风、少聚会、常报备，保持疫情防控的敏感性，筑牢了疫

情防护的支部防线。 

 

（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第一，优化思政队伍。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公平、公正选拔优秀的专职辅导

员，通过集中培训、理论学习、挂职锻炼等途径，不断提升辅导员素养。所有的

研究生班均配有专职辅导员，周艺老师专职担任海外研究生辅导员。一名辅导员

荣获“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

工作者”、“苏州大学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称号，并入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青年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辅导员季存森老师获学校优秀学生社团指导老师称号。 

第二，发展兼职队伍。吸纳 11 名优秀专任教师担任班主任或兼职辅导员。

其中，毛群英副教授兼任海外研究生班主任。 

第三，配齐德政导师。研究生导师既是学业导师，更是德政导师，实现专业

能力和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机结合。 

 

（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师德师风建设推进全员育人，把握青年成长规律

推进全过程育人，坚持“五育并举”推进全方位育人。 

1.做“深”课程思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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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顶层设计。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头

脑，实现专业教学和思政教育的全面结合。及时将课程思政要求融入培养方案和

教学大纲，做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建立健全课程思政体系。 

（2）健全推进机制。每学期开展课程思政讲座，增强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

每学年组织老师参与学院层面的课程思政教学竞赛，推选第一名参加校级竞赛，

邵伟钰在苏州大学第二届“课程思政”课堂教学竞赛中获得三等奖；全力推进课

程思政教学团队和课程建设工作：政治经济学教学团队、财政学教学团队获批“苏

州大学课程思政教学团队”；财政学入选“苏州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统计与

计量应用、经济思想史入选“苏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做“靓”社会实践活动 

（1）开展暑期实践。每位同学都需利用 1-2 个暑假开展社会调研，持续参

与共青团“青年中国行”活动，增进学生对国情的理解。 

（2）开展志愿活动。每年都组织义务献血、陕西支教、关爱老人等志愿活

动，号召毕业生和研究生向苏州大学各惠寒学校，如浙江绍兴嵊州市黄泽镇后枣

园小学，捐赠图书和文具，锤炼吃苦意识和奉献精神。 

3.做“牢”意识形态阵地 

（1）加强思想引导。充分发挥“开学第一课”的引导作用，由学院党委书

记、院长、分管副院长对全体新生开展政治和学风教育。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意

识形态研判、师德师风建设专题会议。加强重大政策宣讲，不定期邀请专家就党

和国家的重大政策进行理论阐述和解读。 

（2）强化监管体系。在课堂教学、学术研究、讲座论坛等各环节，开展阵

地管理。师德师风评价与年终绩效工资相挂钩。 

4.做“活”基层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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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全组织设置。除支部书记外，还配备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纪律委

员。贯彻教工党支部书记的双带头人制度,完善支部书记的选拔标准，新上任支书

均需拥有博士学位且有副高级以上职称。 

（2）激发工作活力。注重支部书记培训，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培训。紧抓创

建“书记项目”品牌的契机，打造特色亮点支部。党日活动多样化，集体理论学

习、专家辅导、重大活动纪念、外出参观学习和主题党日活动并行，学习教育常

态化。 

 

（四）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严格掌握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研究生的健康打卡情况、请销假情况。推进新冠

疫苗注射、核酸常态化筛查工作，保障学生的生命健康。定期检查宿舍安全、卫

生情况，严禁违章用电。通过微信、电话、讲座等形式开展反诈骗宣传，提高研

究生的反诈骗能能力。摸底经济困难、学习困难、心理困难的学生，及时做好扶

助工作。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1.改革培养模式 

（1）争做综合改革试点。全面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在校内率

先贯彻落实“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任务，实施“三纵一横”研究生课程体

系，实行九级课程体系，贯通本硕博士一体化培养。 

（2）对标国际一流商科。对标国际一流商学院课程体系，夯实研究方法训

练，加强学术前沿讨论，每年对课程进行动态评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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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课程体系 

（1）开设前沿创新课程。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方向，增设《大数据与

商务智能》《大数据与金融科技》《数字商务与战略转型》等前沿课程，加强学生

对前沿学术方向的探索引导。 

（2）强化研究方法课程。开设前沿研究方法论课程，如《大数据分析方法》

《实证实验方法》《博弈和优化》等，使学生能接受扎实规范、最前沿的研究方

法论训练，开展高质量的科研工作。 

（3）丰富专业选修课程。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开设众多选修课程，不仅

涵盖该领域的经典理论和方法，也涵盖了前沿方向和学术动态专题，使学生既能

夯实理论基础，又能把握学术前沿。 

3.加强国际合作 

（1）开展名校联合培养。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新墨西哥大学、新加坡国

立大学、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等知名高校合作，开展学分互认、联合培养、学术

访问。 

（2）邀请名师暑期授课。连续五年开设面向全国的“经济管理前沿研究方法

论”暑期学校，由哈佛、哥大、牛津、剑桥等国外知名大学顶尖学者集中授课，提

升学生研究能力训练，促进国际高质量合作研究。 

博士生、学术硕士课程分别见表 6、表 7。 

表 6 博士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学分 授课语言 

1 高级微观经济学(Ⅱ) 必修课 顾建平 3 中英双语 

2 高级宏观经济学(Ⅱ) 必修课 葛新宇 3 英文 

3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 必修课 许秀 3 英文 

4 大数据与金融科技(Ⅱ) 必修课 陈冬宇 2 中英双语 

5 暑期学校研究方法论课程 必修课 
周迅宇等海外 

高校教授 
2 英文 

6 大数据分析方法(Ⅱ) 选修课 沈怡;王佐政 2 中英双语 

7 实证实验方法(Ⅱ) 选修课 
朱淀;蒋丽; 

李锐 
2 中英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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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学分 授课语言 

8 博弈与优化(Ⅱ) 选修课 
王要玉;陈荣

莹 
2 中英双语 

9 统计与计量应用(Ⅱ) 选修课 周俊 2 中英双语 

10 
金融研究前沿问题和实证 

方法 
选修课 张霆 2 英文 

11 金融科技研究方法 选修课 王宁 2 英文 

12 金融控制论 选修课 周迅宇 2 英文 

13 数字商务 选修课 Jose Benitez 2 英文 

14 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选修课 邢海鹏 2 英文 

15 经济思想史(Ⅱ) 选修课 杨锐 2 中英双语 

16 金融学研究专题(Ⅱ) 选修课 许秀 2 中英双语 

17 金融学前沿研讨(Ⅱ) 选修课 万解秋 2 中英双语 

18 财政学前沿研讨(Ⅱ) 选修课 李伟 2 中英双语 

19 财政学研究专题(Ⅱ) 选修课 孙文基 2 中英双语 

20 区域经济学前沿研讨(Ⅱ) 选修课 孙俊芳;韩坚 2 中英双语 

21 区域经济学研究专题(Ⅱ) 选修课 段进军 2 中英双语 

22 产业经济学前沿研讨(Ⅱ) 必修课 杨锐 2 中英双语 

23 产业经济学研究专题(Ⅱ) 选修课 顾建平 2 中英双语 

24 国际贸易前沿研讨(Ⅱ) 选修课 王俊 2 中英双语 

25 国际贸易研究专题(Ⅱ) 选修课 袁建新 2 中英双语 

表 7 学术硕士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学分 授课语言 

1 高级微观经济学(Ⅰ) 必修课 顾建平 3 中英双语 

2 高级宏观经济学(Ⅰ) 必修课 葛新宇 3 英文 

3 高级计量经济学(Ⅰ) 必修课 许秀 3 英文 

4 高级管理经济学(Ⅰ) 必修课 顾建平 3 中英双语 

5 大数据与金融科技(Ⅰ) 必修课 陈冬宇 2 中英双语 

6 暑期学校研究方法论课程 必修课 
周迅宇等海外 

高校教授 
2 英文 

7 大数据分析方法(Ⅰ) 选修课 沈怡;王佐政 2 中英双语 

8 博弈与优化(Ⅰ) 选修课 王要玉;陈荣莹 2 中英双语 

9 金融科技研究方法 选修课 王宁 2 英文 

10 
金融研究前沿问题和实证 

方法 
选修课 张霆 2 英文 

11 实证实验方法(Ⅰ) 选修课 
朱淀;蒋丽; 

李锐 
2 中英双语 

12 经济思想史(Ⅰ) 选修课 杨锐 2 中英双语 

13 统计与计量应用(Ⅰ) 选修课 周俊 2 中英双语 

14 金融控制论 选修课 周迅宇 2 英文 

15 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选修课 邢海鹏 2 英文 

16 数字商务 选修课 Jose Benitez 2 中文 

17 金融学前沿研讨(Ⅰ) 选修课 万解秋 2 中英双语 

18 金融学研究专题(Ⅰ) 选修课 许秀 2 中英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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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学分 授课语言 

19 财政学前沿研讨(Ⅰ) 选修课 李伟 2 中英双语 

20 财政学研究专题(Ⅰ) 选修课 孙文基 2 中英双语 

21 区域经济学前沿研讨(Ⅰ) 选修课 孙俊芳;韩坚 2 中英双语 

22 区域经济学研究专题(Ⅰ) 选修课 段进军 2 中英双语 

23 产业经济学前沿研讨(Ⅰ) 选修课 杨锐 2 中英双语 

24 产业经济学研究专题(Ⅰ) 选修课 顾建平 2 中英双语 

25 国际贸易前沿研讨(Ⅰ) 选修课 王俊 2 中英双语 

26 国际贸易研究专题(Ⅰ) 选修课 袁建新 2 中英双语 

 

（二）导师选拔培训 

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严格执行《苏州大学关于实行学术

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申请制的规定（试行）》（苏大研〔2018〕14 号）、

《苏州大学关于实行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申请制的规定（试行）》

（苏大研〔2018〕60 号）等文件，高质量完成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申请工作。

2021 年，徐涛、王俊、沈建成、方一蔚、刘亮等 9 名教授获得 2022 年招生资格。

为提高研究生导师岗位胜任力，2021 年 11 月 8 名新上岗或停招再上岗博导参加

了由研究院组织的导师培训班。 

 

（三）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1．加强组织领导，构建长效机制 

（1）完善领导机制。组建师德建设小组，由学院党政主要领导任双组长，

全面贯彻落实学校师德建设委员会的各项部署，不断探索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 

（2）发动全员参与。夯实党委、纪检专员、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

学委员会、支部书记、系主任的工作责任，深入推进“五个一”工程，坚定职业信

念，提升师德素养。 

2．加强教育宣传，找准政治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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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集体学习。依托岗前培训、导师培训、卓越教师培训等，组织教

师集体学习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会议的重要精神，深入学习《高等教育

法》《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苏州大学师德师风负面清单和失范行为处理办法》

等法规文件。 

（2）开展全面宣传。通过网站、微信、苏大小管家、手机 APP 等各种媒体，

开辟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教工党支部定期开展“立德树人和弘扬师德师风”主题

党日活动。 

3.加强考核监督，织密防范体系 

（1）强化师德考核。在教师引进的“进口”关，党委书记参加面试，确保

引进的每一位教师才高德馨；在教师工作的“过程”关，将师德师风考核纳入到

年度考核与绩效工资管理办法；在教师发展的“择优”关，如在职称评审、岗位

聘任、评奖推优等活动中，实行师德失范一票否决制度。 

（2）强化师德监督。搭建好学校、学生、家长和社会等多方参与的监督机

制；通过教学督导、教学座谈，畅通师德监督渠道，及时纠正不良倾向和问题；

注重发挥好党政联席会、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和纪律监察

等部门在教师作风建设等方面的监督调查作用。 

4．加强奖励惩戒，营造风清气正 

（1）健全师德激励。不断完善师德表彰奖励制度，将师德表现作为评奖评

优的首要条件。通过重点抓好我最喜爱的老师、优秀辅导员、优秀班主任等评选

表彰工作，以评促建，形成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的高尚师风。 

（2）严惩师德失范。按照《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

风建设的意见》《苏州大学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等文件，严

明纪律，建立完善“一岗双责”责任追究机制，确保有章可循、责任明晰。 

 



 

17 
 

（四）学术训练情况 

优化培养方案，对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活动的情况提出明确要求，引导学生重

视科研。引入前沿研究方法课程，加强对学生科研技能的系统训练。连续五年开

设暑期学校，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外知名大学的顶

级学者 60 余人次授课和讲学。要求学生参与导师、其他专任教师、兼职教师的

国家级课题，通过“干中学”提升科研能力。鼓励学生与老师深度合作，共同发

表学术论文。2021 年，研究生在苏州大学中文期刊二类及以上核心期刊上发表 7

篇论文，其中，19 级金融学博士生庄嘉莉的 1 篇论文发表在权威期刊《中国工

业经济》上（见表 8）。 

表 8 期刊论文发表情况 

序号 姓名 文章名称 刊物名称 发表时间 

1 庄嘉莉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商业银

行风险——对企业经营渠道的检验 
中国工业经济 2021.08 

2 姚孟超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 
统计与决策 2021.03 

3 王青松 

中国与 RCEP 伙伴国的贸易效率和

潜力探析——基于 SFA 模型的测

度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0.05 

4 熊璇 苏州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治理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1 

5 熊璇 
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高质量 

发展的新机制和路径研究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1.03 

6 玄泽源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江苏省县域 

经济韧性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分析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1.05 

7 玄泽源 
行动规则视角下长三角一体化 

的思考 
新华日报 2021.12 

 

（五）学术交流情况 

本学位点支持学生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 

一方面，资助学生参与国（境）外长短期学术交流的各类项目，2019 年新修

订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将国际学术交流作为基本要求。近 5 年，31 人次赴加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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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伯克利分校、新加坡国立大学、伦敦政经学院等国（境）外高校进行短期交流

学习；与美国辛辛那提、新墨西哥、新加坡国立、澳大利亚麦考瑞、西澳大学等

多所国外著名高校达成或签订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本年度姚孟超、黄奕、刘

天歌等 3 名同学的论文被“2021 年海峡两岸财经与商学研讨会”录用，并参加

分组讨论。 

另一方面，支持学生参加国内高级别学术会议。庄嘉莉同学在《中国工业经

济》“开放型经济建设与金融风险防控”专题研讨会上分享了“贸易政策不确定

性如何影响商业银行风险——对企业经营渠道的检验”一文。商学院连续两年承

办“江苏省智能经济与管理学术创新论坛”，戚志远、玄泽源等 7 名同学的论文

入选会议论文。 

会议论文发表情况如表 9 所示。 

表 9 会议论文发表情况 

序号 姓名 论文题名 会议名称 主办方 地点 
会议 

时间 

1 庄嘉莉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

何影响商业银行风险

——对企业经营渠道

的检验 

《中国工业经

济》“开放型经

济建设与金融风

险防控”专题 

研讨会 

中国工

业经济 

西南

财经

大学 

2021.01 

2 戚志远 

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

对企业投资效率的 

影响 

江苏省智能经济

与管理学术创新

论坛 

苏州 

大学 

腾讯

会议 
2021.11 

3 玄泽源 

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

构调整的作用机制与

影响测度——基于省

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研究 

江苏省智能经济

与管理学术创新

论坛 

苏州 

大学 

腾讯

会议 
2021.11 

4 陈明珠 

政府补贴对医药制造

业上市企业经营绩效

的影响研究——基于

企业研发投入视角 

江苏省智能经济

与管理学术创新

论坛 

苏州 

大学 

腾讯

会议 
2021.11 

5 姚孟超 

金融集聚、金融创新

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

间效应分析 

江苏省智能经济

与管理学术创新

论坛 

苏州 

大学 

腾讯

会议 
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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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论文题名 会议名称 主办方 地点 
会议 

时间 

6 储云 
土地财政对城市创新

能力的影响研究 

江苏省智能经济

与管理学术创新

论坛 

苏州 

大学 

腾讯

会议 
2021.11 

7 管志豪 

普惠金融、金融素养

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 CHFS2017

年的实证 

江苏省智能经济

与管理学术创新

论坛 

苏州 

大学 

腾讯

会议 
2021.11 

8 姚孟超 

“双碳”目标约束下经

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

例 

2021 年海峡两

岸财经与商学 

研讨会 

苏州 

大学 

腾讯

会议 
2021.11 

9 刘天歌 

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

对企业投资效率的 

影响 

2021 年海峡两

岸财经与商学 

研讨会 

苏州 

大学 

 

腾讯

会议 
2021.11 

10 王青松 

中国区域对外开放水

平测度与时空演变 

研究 

2021 年海峡两

岸财经与商学 

研讨会 

苏州 

大学 

腾讯

会议 
2021.11 

11 黄奕 

高铁开通对我国地级

市要素错配的影响 

分析 

江苏省智能经济

与管理学术 

创新论坛 

苏州 

大学 

腾讯

会议 
2021.11 

 

（六）研究生奖助情况 

1.学业奖学金 

2021 年，本学位点处于基本学制年限内的在校在学全日制研究生均获得苏

州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其中王青松等获得特等奖学金，赵万甜等获得一等奖

学金。 

2.科研获奖 

玄泽源和姚孟超同学撰写的论文入选“第七届全国高校研究生财经论坛暨

2021 年江苏省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 ”的会议论文，并荣获二等奖。 

3.优秀学位论文 

汤淳和王礼璠等同学的毕业论文入选苏州大学 2021 年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如表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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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21 年入选苏州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名单 

序号 姓名 学位项目 论文题目 

1 汤淳 金融专硕 绿色指数发布的股价效应研究——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视

角 

2 王礼璠 金融专硕 基于 FCFF 与 B-S 组合模型的科创板上市企业价值评估 

研究——以乐鑫科技为例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改革创新 

1.完善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是开展研究生培养工作和制定研究生培养计划的重要依据。在学院

主要领导的亲自指导和推动下，学位点在校内率先贯彻落实“博士研究生教育综

合改革试点”任务。在充分吸收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

以硕博贯通培养为改革方向，以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为核心任务，从培养目标、学

习年限、学分要求、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科研训练、学位论文、毕业和学位授

予要求等多个方面对研究生培养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2.强化质量控制 

（1）加强教学督察管理。要求老师在开课前提交经审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

进度表。有关部门随机检查学生出勤情况，兼职研究生督导会抽取部分课程进行

随堂听课。 

（2）实施滚动评估改进。邀请校外同行专家对课程讲义、 PPT 等进行评估，

要求授课老师根据评价结果加以改进。 

（3）推进论文质量工程。严格执行学校对于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

答辩、外审、答辩的管理要求；发挥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校外知名专家的

管理和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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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队伍建设 

学位点始终坚持引育并举，致力于打造一流师资队伍。 

1.择优引进高水平人才 

依托学院的全球招聘委员会，在人才引进上参照一流商学院标准，择优从全

球知名商学院引进高端人才，本年度引进方一蔚担任特聘教授、范尧尧担任特聘

副教授，引进李超、王云霄、翁惠斌、刘敬洋等 7 位优秀青年博士，此外还聘请

担任美国 FordhamUniversity 的 Iftekhar Hasan 教授担任讲座教授。 

2.实施“五个一”工程 

建设“卓越教师发展中心”，推进“五个一”工程——每位教师进入一个教学团

队，至少有一门拿手课，长期联系一个企业/行业，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一项前

沿研究，有一位稳定的国外合作者。 

3.利用“传帮带”机制 

建设大数据与金融科技、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国际财税研究等

5 支科研与教学团队。通过名师观摩课、新老教师合开课、新教师培训、教学研

讨日、青年教师学术论坛、合作开展研究等多种方式实现“传帮带”。 

 

（三）科学研究改革 

为推动科学研究高质量发展，本年度商学院对中英文核心期刊的等级进行了

修订，决定按照 FMS 期刊列表对 SSCI 期刊重新分区，并且对绩效分配方案进行

了相应调整。下面报告本学位授权点 2021 年在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科

研获奖、决策咨询报告等方面的主要成果。 

1.科研项目 

2021 年，纵向项目方面，本学位授权点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 项、

省部级项目 4 项（见表 11）、市厅级项目 8 项；横向项目方面，政府和企业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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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47 项，累计到账经费 501 万元，其中 30 万元以上的横向项目 4 项（见表

12）。 

表 11 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序号 主持人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类别 批准号 

1 邵伟钰 

新时代体育强国

建设中财政政策

设计及效果评估

研究 

国家级-国家社

科 
一般项目 21BTY055 

2 段进军 

苏南自主创新示

范区机制创新研

究 

省部级-省社科 智库专项 21ZKB017 

3 刘亮 

江苏现代金融和

产业深度融合的

动力机制和策略

研究 

省部级-省社科 一般项目 21EYB009 

4 田国杰 

以自贸试验区建

设推动江苏创新

国际化研究 

省部级-软科学 一般项目 L311060221 

5 屠立峰 

江苏自贸试验区

财税政策的创新

突破研究 

省部级-省社科 

经济专项一般

课题（江苏现

代财税治理协

同创新中心） 

21JZB004 

表 12 重要横向项目 

序号 主持人 项目来源 项目名称 到账经费 

1 葛新宇 
常熟市华强绝缘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 

聚酰亚胺薄膜行业发展前

景分析及公司战略咨询报

告 

50 

2 薛誉华 
苏州市上市公司 

协会 

苏州上市公司发展报告

（2021） 
30 

3 顾建清 江阴市商务局 
江阴市“十四五”开放型经济

发展规划 
30 

4 袁建新 江阴市商务局 
江阴市“十四五”现代服务业

发展规划 
30 

2.学术论文 

2021 年，本学位点教师共发表 22 篇 SSCI/SCI、CSSCI 期刊论文，其中 SSCI

期刊论文 7 篇、SCI 期刊论文 3 篇，中文一类核心期刊论文 3 篇（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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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高水平学术论文 

序

号 
姓名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期刊

类别 

FMS

类别 

1 葛新宇 

China's interest rate pass-through after 

the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a nonlinear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SCI C 

2 李晶 

Exploration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n Enterpri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Sustainability SSCI 
南大

二区 

3 李晶 

Does the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and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NCs 

Promo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China’s 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 

Journal of Glob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SCI C 

4 孙俊芳 

The Workability and Crack 

Resistance of Natural and Recycled 

Aggregate Mortar Based on 

Expansion Agent through an 

Environmental Study 

Sustainability  SSCI 
南大

二区 

5 孙俊芳 

Evaluation of Zero-Valent Iron for 

Pb(II) Contaminated Soil 

Remediation: From the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Mechanism Hybird with 

Carbon Emission Assessment. 

Sustainability  SSCI 
南大

二区 

6 杨锐 

The Impacts of production linkages 

on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s: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 

network capital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SSCI C 

7 张敏 

Innovating in “lagging” ci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in Chinese 

cities 

Applied 

Geography 
SSCI 

南大

一区 

8 杨锐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China’s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rcular structure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CI

一区 

top 

C 

9 葛新宇 

Transfer of resource allocation 

between overlapping and embedded 

communities in multiagent social 

networks 

Knowledge-Based 

Systems  

SCI 

二区 
C 

10 杨锐 

Performance of China’s rural supply 

chain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ximization of intermediate output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SCI

三区 
C 

11 葛新宇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商业银

行风险—对企业经营渠道的检验 
中国工业经济 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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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期刊

类别 

FMS

类别 

12 彭向 
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网约车平台

定价模型研究 

系统工程理论与

实践 
一类   

13 杨锐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化与

企业投资行为 
国际金融研究 一类   

3.著作出版 

本学位授权点教师独立出版 5 部著作，其中专著 3 部、教材 2 部（见表 14）。 

表 14 著作出版情况 

序号 姓名 著作名称 出版社 成果形式 

1 屠立峰 
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优化

与均衡汇率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专著 

2 周俊 
企业间合同治理研究前沿

探析 
苏州大学出版社 专著 

3 徐涛 
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民币 

汇率的影响研究 
苏州大学出版社 专著 

4 薛华勇 经济法概论 苏州大学出版社 教材 

5 茆晓颖 税法 苏州大学出版社 教材 

4.科研获奖 

科研获奖情况如表 15 所示。张斌教授的成果“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获得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此外，王俊、屠

立峰、田国杰、刘亮等老师的成果共获得市厅级一等奖 2 项、市厅级三等奖 5 项。 

表 15 科研获奖情况 

序号 成果完成人 成果名称 奖励名称 
获奖 

等级 

1 张斌 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省部级 

三等奖 

2 张斌 
以区块链技术推动苏州

数字经济发展研究 

第五届苏州社科应用研究

精品优秀成果奖 

市厅级 

一等奖 

3 屠立峰 

探索发展夜经济，助力

打造宜业宜居的“苏州最

舒心”营商环境 

2020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

用研究精品工程奖” 

市厅级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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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完成人 成果名称 奖励名称 
获奖 

等级 

4 刘亮 
把握数字货币新契机，

加快苏州经济发展 

苏州市社科应用研究精品

工程优秀成果奖 

市厅级 

三等奖 

5 田国杰 

自贸区发展、空间溢出

效应与苏南产业区位分

异 

2021 年苏州市社科应用研

究精品工程奖 

市厅级 

三等奖 

6 屠立峰 
支持境外人士移动支付, 

优化“4S”国际营商环境 

第五届苏州市社科应用研

究精品工程优秀成果奖 

市厅级 

三等奖 

7 王俊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对苏州市生物医药

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挑

战与对策 

2020 年“江苏发展研究奖” 
市厅级 

三等奖 

8 张斌 
加快苏州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的对策建议 

2020 年度江苏智库研究与

决策咨询优秀成果 

市厅级 

三等奖 

5.决策咨询报告 

2021 年，学位授权点教师在《智库专报》《决策参考》《调研通报》等政府内

参发表 41 篇决策咨询报告，其中省部级以上成果 8 篇（见表 16）。刘亮和张斌

教授各有一篇报告属于“国家级”成果，刘亮的报告“索罗斯基金”被中央办公

厅批示，张斌的“物业费收缴难、调价遇“死结”影响基层社会治理”被《信息

与建言》录用。 

表 16 重要决策咨询报告 

序号 姓名 报告名称 发表刊物 批示情况 级别 

1 刘亮 索罗斯基金 研究报告 中央办公厅 国家级 

2 张斌 
物业费收缴难、调价遇“死

结”影响基层社会治理 
信息与建言  国家级 

3 刘亮 
数字人民币引领我省新经济

发展的建议 
智库专报  省部级 

4 刘亮 金融风险 研究报告 公安部录用 省部级 

5 刘亮 数字人民币风险及对策 研究报告 公安部录用 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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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报告名称 发表刊物 批示情况 级别 

6 张斌 
优化营商环境需要进一步 

完善清费降本工作 
 

6 月 21 日被

中华全国工

商联合会采

纳，并出具

了成果采纳

证明。 

省部级 

7 张斌 
关于通过完善初次分配来 

实现共同富裕的建议 
 

9 月 14 日被

中华全国工

商联合会采

纳，并出具

了成果采纳

证明。 

省部级 

8 张斌 
江苏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的对策建议 
智库专报  省部级 

 

（四）国际合作交流 

受疫情影响，2021 年本学位点无研究生赴海外参加短期合作交流，也没有

海外高校的研究生来本学位点开展短期访问。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1.主要进展 

本学科在优质资源、创新团队、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四个方面持续突破。 

第一，优质资源加快积聚。“十三五”期间新增 4 个省部级平台，其中，江苏

现代金融研究基地获批江苏省重点决策咨询基地。2021 年，苏州大学自由贸易

区综合研究中心升级为省级智库，更名为“苏州大学自由贸易区综合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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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创新团队量质齐升。近两年，从美国大学引进特聘教授 2 名；获批江

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 1 支。参建的省级智库东吴智库入选 2018

年 CTTI（中国智库索引）高校百强智库。 

第三，人才培养支撑有力。近两年，构建“一纵四维”课程体系，获批省新文

科教改重点项目；新建智能经济与管理新文科实验室；获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

奖各 1 项；获批省一流课程 2 门；主持省级教改课题 3 项。毕业生就业率接近

100%，就业层次高。 

第四，科研创新创下新高。“十三五”期间，国家级项目立项 15 项，获得省

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4 项。 

2.存在的问题 

（1）教学和科研资源建设需进一步推进。教学资源建设方面，大数据金融、

智能财务等教学资源的培育还不够，实验室建设还要进一步推进。科研资源方面，

需要购置 JSTOR 等期刊库和 CSRP、 COMPUSTAT 等国际科研数据库，以推

动科研向国际一流水平看齐。 

（2）队伍建设存在瓶颈。第一，部分专业方向的师资队伍趋于老化，存在

人才断档隐患，在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等方面距离国际一流水准还存在一定差距。

第二，缺乏科研教学方面的顶尖人才。第三，缺乏世界顶尖专家领衔的科研团队，

在科研团队建设方面需要聚焦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师。 

（3）高层次人才培养有待加强。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主要存在两方面的

不足。第一，优秀硕博士论文数量不足， 2016 年以来在优秀专业学位硕士论文

评选中取得较好成绩，但目前省级以上优秀博士论文还是空白，优秀学术学位硕

士论文申报还不活跃。第二，具有全国、国际影响的教学成果不足。 

（4）重大科研成果不足。第一，国家级的重大、重点课题不足，申报力度

近年来虽有所增强，但尚未取得突破。第二，国际期刊成果较多，但国际顶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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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足，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研究成果。第三，国家级别奖励不够，多数科

研奖励为省部级，但尚无国家级科研奖励，获奖级别总体偏低。 

 

（二）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2018-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均存在学位论文抽检不合格的情况。为了提高

学位论文质量，本授权点自 2019 年起原则上不再招收非全日制学生，严把博士

生录取的“进口关”，确保每一位博士生都有良好的发展潜质并且能全身心投入

科研；同时，严格执行课程教学、科研训练、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答

辩等所有培养环节。2021 年，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出现 1 篇低水平论文。今后，在

学位论文写作方面，本学位授权点继续坚持高标准要求，并持续探索长效机制。 

 

六、改进措施 

（一）发展目标 

立足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以新文科建设为契机，以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强化师资队伍、优化学科资源、完善培养体系、推动学术

研究和社会服务高水平联动为主要抓手，参照一流学科建设标准，深入推进应用

经济学学科与工商管理、计算机学科的嵌合式转型发展，显著提升本一级学科授

权点在长三角区域和全国的学术声誉。 

 

（二）关键举措 

1.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平台和资源池 

打造特色鲜明的科研平台、教学平台、交叉学科创新孵化平台、智库平台以

及学术交流平台，购置 CSRP、COMPUSTAT 等国际科研数据库。强化智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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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新文科实验室，丰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教学模块。建设能够充分展

现长三角经济发展经验的数据库、案例库、指数与排行榜。 

2.打造若干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创新团队 

引育国际化、年轻化、高水平、学科交叉的高层次人才，形成结构合理、素

质优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创新团队。依托各类智库平台，围绕长三角一体化

背景下的区域创新发展、自贸区制度创新、支撑江苏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金

融和财税体系、产业数字化转型等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在科研实践中锻炼队伍。 

3.探索构建复合型新商科人才培养体系 

一是面向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应用经济学学科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深度融合，对本硕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

行全面改革；二是以 AACSB、BGA 认证为抓手，在使命及目标、培养方案、质

量标准、授课师资、校友服务等方面，按照权威商科认证的高标准推进应用经济

学学科持续改进。 

4.形成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相互促进机制 

优化提升五大学科方向，以高层次项目和高质量研究为抓手，推动人才培养、

科研项目、学术论文和决策咨询更上新台阶。大数据与金融科技方向重点研究如

何运用大数据来进行风险管理和金融决策；金融与财政方向重点探究支撑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金融与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方向侧重于从制度环境视角探究区域创新

和协调发展的路径；产业经济方向着重研究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向、路径与机制；

国际贸易方向重点研究制度型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