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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成员      

（2018 年 11 月 27日选举产生） 

 

 

会长： 

李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常务副会长： 

          李富强（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会长（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乃静 山东财经大学 王文举 北京物资学院 

王立勇 中央财经大学 王成璋 西南交通大学 

王维国 东北财经大学 石磊 云南财经大学 

朱平芳 上海社科院 华仁海 南京财经大学 

李雪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 何伦志 新疆大学 

宋辉 河北省统计局   张卫国 山东社科院 

张屹山 吉林大学 张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宗益 西南财经大学 张晓峒 南开大学 

陈年红 淮南师范学院 陈荣达 浙江财大 

陈畴镛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胡日东 华侨大学 

武义青 河北经贸大学 徐晓光 深圳大学 

唐绍祥 宁波大学 陶长琪 江西财经大学 

黄茂兴 福建师范大学 葛新权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董纪昌 中国科学院 潘文卿 清华大学 

魏龙 武汉理工大学   

 

    

 

常务理事（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薇 天津财经大学 王少平 华中科技大学 王仁祥 武汉理工大学 

王林辉 华东师大 王国成 中国社科院 王斌 北信科大 

王群勇 南开大学 方颖 厦门大学 叶阿忠 福州大学 

田新民 首都经贸大学 史代敏 西南财经大学 白万平 贵州财院 

白仲林 天津财经大学 朱利平 中国人民大学 刘文革 浙江工商大学 

刘扬 中央财大 刘明 陕西师范大学 刘金全 吉林大学 

刘树林 对外经贸大学 刘培德 山东财经大学 刘喜华 青岛大学 

  许冰 浙江工商大学 孙巍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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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明义 西安交大 李双杰 北京工业大学 李占风 中南财经大学 

李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林曙 国家开放大学 李凯 国家信息中心 

李斌 东北财经大学 李鲲鹏 首都经贸大学 杨俊 重庆大学 

肖强 兰州财经大学 吴和成 南京航空航天 吴振信 北方工业大学 

何诚颖 国信证券博士后站 汪浩瀚 宁波大学 沈坤荣 南京大学 

沈艳 北大经研中心 宋旭光 北京师范大学 宋香荣 新疆财大 

张世伟 吉林大学 张永林 北京师大 张延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军涛 东北财大   张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焕明 安徽财经大学 陈冬红 中国社科院 陈守东 吉林大学 

陈磊 东北财经大学 林秀梅 吉林财经大学 林晓言 北京交大 

欧阳志刚 中南财大 易荣华 中国计量学院 周亚虹 上海财大 

周先波 中山大学 周兵 重庆工商 周勇 上海财经大学 

郑旭 上海交大 郑尊信 深圳大学 宗刚 北京工业大学 

项后军 广东金融学院 赵乐东 河南财经大学 赵永亮 盐城工学院 

赵国庆 人民大学 赵昕 海洋大学 赵昕东 华侨大学 

钟昌标 宁波大学 娄峰 中国社科院 费宇 云南财大 

夏季亭 山东英才学院 殷克东 中国海洋大学 郭万山 辽宁大学 

郭国峰 郑州大学 郭爱君 兰州大学 唐齐鸣 华中科大 

涂锦 西南交大 黄涛 北大光华 梅国平 江西师大 

龚其国 中国科学院 彭定赟 武汉理工大学 彭战 中国社科院 

董直庆       华东师大 韩立岩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韩清 上海社科院 

韩颖 东北大学 喻开志 西南财经大学 童光荣 武汉大学 

曾宪初 湖北经院 谢识予 复旦大学 蔡跃洲 中国社科院 

樊明太 中国社科院 魏晓平 中国矿大   

 

 

 

理  事（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书平 北方工业大学 王正新 浙江财大 王建国 北京信息科大 

王雪标 东北财大 王朝晖 宁波大学 王霞 中山大学 

龙如银 中国矿大 卢方元 郑州大学 卢宗辉 国信证券博士后站 

叶仁道 杭州电子科大 田树喜 东北大学 朴哲范 浙江财大 

吕光明 北师大 朱金山 波兹坦大学 朱喜安 中南财大 

刘永萍 石河子大学 刘伟 云南财大 刘松林     湖北大学 

刘晓平 青海大学 刘展 湖北大学 江飞涛 中国社科院 

许健 中国科学院 孙立坚 复旦大学 孙锐 华侨大学 

孙燕 上海财经大学 苏梽芳 华侨大学 杜在超 西南财经大学 

杜宽旗 南京理工 李旭旦 广东技术师院 李军军 福建师大 

李国荣 吉林财经大学 李国锋 山东财经大学 李宝新 河北经贸大学 

李春涛 中南财大 李勇 中国人民大学 李猛 深圳大学 

李道军 新疆财大 杨东亮 吉林大学 杨继生 华中科技大学 

杨颖梅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吴相波 福州大学 吴超林 华南师大 

邹凯 湘潭大学 邹璇 重庆工商大学 邹薇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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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智 贵州大学 张无畏 楚雄师范学院 张文红 西安财经学院 

张业圳 福建师大 张庆君 天津财大 张许颖 人口与社发院 

张宝军 中央财经大学 张铁山 北方工业大学 张蜀林 北方工大 

张新雨 中国科学院大学 张骥骧 南京航空航天 陈永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陈志鸿 对外经贸大学 陈杰 扬州大学 陈清 福建师大 

林寿富 福建师范大学 卓丽洪 中国社科院 易行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周新苗 宁波大学 郑挺国 厦门大学 孟尚雄 北京物资学院 

赵坚 国家开放大学 赵果庆 云南财经大学 赵琳 山东英才学院 

姜国麟 上海社科院 耿强 南京大学 贾尚晖 中央财经大学 

夏南新 中山大学 顾伟忠 中国社科院 郭万山 辽宁大学 

唐亮     东北师大 盛积良 江西财经大学 常晋源 西南财经大学 

章上峰 浙江工商大学 巢剑雄 湖南大学 彭斯俊 武汉理工大学 

葛翔宇 中南财大 董秀良 吉林大学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 

韩中 南京财经大学 韩松 中国人民大学 蒲勇健 重庆大学 

赖小东 西南交大 虞吉海 北京大学 解维敏 东北财大 

廖明球 首都经贸大学 樊治平 东北大学 颜锦江 四川大学 

 

 

 

 

 

名誉会长： 

 

乌家培      汪同三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景元 航天集团 710所 王  潼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王慧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冯文权 武汉大学 

刘树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起运 中国人民大学 

李子奈 清华大学 李则杲 北方工业大学 

李泊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李善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承业  华侨大学 佟仁城 中国科学院 

陈锡康 中国科学院 周  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庞皓 西南财经大学 郑玉歆 中国社科院 

赵振全 吉林大学 胡祖光  浙江工商大学 

贺  铿 全国人大常委会 贺菊煌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秦宛顺 北京大学 董太亨 浙江财经大学 

靳向兰 首都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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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 

 

主  任： 

李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主任：（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国成  中国社科院 石磊 云南财大   朱平芳 上海社科院 

刘金全 吉林大学 李军  中国社科院 赵国庆 中国人民大学 

钟昌标 宁波大学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薇 天津财大 王少平 华中科大 

王文举 北京物资学院 王美今 中山大学 

方  颖 厦门大学 叶阿忠 福州大学 

付广军 国家税务总局 许  冰 浙江工商 

沈利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沈坤荣 南京大学 

宋  辉 河北省统计局 张晓峒 南开大学 

周  勇 华东师大 周亚虹 上海财经大学 

胡日东 华侨大学 高铁梅 东北财经大学 

黄  涛 北大光华 黄登仕 西南交大 

韩立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童光荣 武汉大学 

谢识予 复旦大学 蒲勇健 重庆大学 

 

 

 

秘 书 长：李金华 

常务副秘书长：彭战 

副秘书长：（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喜峰   陈星星  焦云霞  程新秀  龙腾 

 

财经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文举  陈年红  徐晓光  黄茂兴  葛新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