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所在学院 中文名称 期刊名称 期刊级别

林红霞 工商管理学院
Impact of tourist-to-tourist interaction on
tourism experie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hesion and intimac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外文TIER A级

林红霞 工商管理学院
Impact of nonverbal customer-to-customer
interactions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int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外文TIER B级

林红霞 工商管理学院
Antecedents of Customers’ Acceptance of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Robotic Device Use
in Hospitality Services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外文TIER B级

肖金岑 工商管理学院
知识型员工向同事横向学习的机制研究： 自我效
能与社会交换的作用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中文B级

肖金岑 工商管理学院

Employee-Organization Fit and Voluntary
Green Behavior: A Cross-Level Model
Examining the Role of Perceived Insider
Status and Green Organizational Clim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外文TIER B级

李殷 工商管理学院
“所有制歧视”VS“规模歧视”：谁对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危害更大--基于地区信贷腐败的视角

当代经济科学 中文B1级

龙燕妮 工商管理学院 夜间经济理论研究进展 经济学动态 中文B级
乐雅 工商管理学院 旅游目的地治理理论构建：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财经科学 中文B1级

武优勐 工商管理学院
城市的消费集聚效应影响劳动力流入吗 ?——基于
35 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

经济与管理研究 中文B级

杨天池 经济学院

Determining the factors driving energy
demand in the Sichuan-Chongqing region: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DEA-Malmquist approach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外文TIER C级

何春丽 经济学院 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影响 改革 中文B级
余声启 经济学院 货币电子化与企业供求成本的关联 改革 中文B1级
彭争呈 经济学院 社会托幼资源、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劳动参与 财经科学 中文B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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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春辉 经济学院
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工资的影响——基于中国
加入WTO的自然实验

国际经贸探索 中文B1级

姚程 经济学院 创新驱动的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形式 财经科学 中文B1级
齐子豪 经济学院 改革进程中的中国潜在GDP增长率：估计及预测 当代经济科学 中文B级
魏静 经济学院 环境责任感、收入水平与责任厌恶 财经科学 中文B1级
梁洪 金融学院 普惠金融、货币政策与网络借贷发展 国际金融研究 中文B1级

梁洪 金融学院
网络借贷中信息不对称缓解机制研究——基于信号
传递和双边声誉视角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中文B1级

刘永永 金融学院
A dynamic financial distress forecast model
with multiple forecast results under
unbalanced data environment

Knowledge-Based Systems 外文TIER A级

况昕 金融学院 构建“双支柱”监管框架与金融风险防控 财经科学 中文B1级
况昕 金融学院 对经济下行形式下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思考 财经科学 中文B1级

叶思林 国际商学院
The effect of social media on corporate
violations: Evidence from Weibo pos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外文TIER B级

蒲岳 国际商学院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融合层次及地位：
行业比较、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

经济研究 中文A+级

蒲岳 国际商学院
Structural Features of Global Recycling
Trade Networks and Dynamic Evolution
Patterns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外文TIER B级

彭馨 国际商学院 税收竞争、地区生产率增长与 异质性企业出口 经济科学 中文B1级
彭馨 国际商学院 税收竞争、企业生产效率与出口行为 世界经济研究 中文B1级
徐锦强 国际商学院 中国对非援助与受援国出口结构转换 财贸经济 中文A级

宋易珈 国际商学院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的证据

南方经济 中文B1级

陈瑾 国际商学院 贸易自由化、行业比较优势与企业生产率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中文B级
王松 国际商学院 最低工资与贸易比较优势 世界经济研究 中文B1级
王松 国际商学院 国家制度、行业制度密集度与出口比较优势 国际贸易问题 中文B1级
陈瑾 国际商学院 政策空间、经济发展与中国城市出口多元化 世界经济研究 中文B级
程申 公共管理学院 政府数据开放中的监管责任: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情报杂志 中文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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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 公共管理学院
Extended Yearly LMDI Approaches: A Case
Study of Energy Consumption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外文TIER B级

高明 公共管理学院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s on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外文TIER B级

高明 公共管理学院
Different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n China's carbon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外文TIER B级

高明 公共管理学院
Analysis of the Rebound Effect of Fossil and
Non-fossil Energy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外文TIER B级

郝文强 公共管理学院 国内外政府数据开放中的个人隐私保护研究述评 图书情报工作 中文A级

郝文强 公共管理学院
作为政府工具的隐私影响评估：缘起、价值、实施
与启示

中国行政管理 中文A级

郝文强 公共管理学院
国外政府数据开放隐私影响评估的政策考察与启示
——以美英澳新四国为例

情报资料工作 中文B1级

郝文强 公共管理学院
美英澳政府数据开放隐私保护政策法规的考察与借
鉴

情报理论与实践 中文B1级

简婷婷 公共管理学院
政府数据开放中的责任四题：依据、定位、反思与
改进

情报理论与实践 中文B1级

杨克文 公共管理学院 子女教育对中老年父母健康的影响 人口学刊 中文B1级
黄昊 会计学院 高铁开通降低审计延迟的 效果及机制研究 会计研究 中文A级

何娜 会计学院
企业间关系的社会资本租借效应 ——来自信用担
保网络与融资约束的经验证据

财经科学 中文B1级

邱煜 会计学院 CEO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人穷志短抑或穷则思变? 经济管理 中文B级

邱煜 会计学院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债务风险:效应及作
用机制

财贸经济 中文A级

钱子杰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Short-Term Load Forecasting with Improved
CEEMDAN and GWO-Based Multiple Kernel ELM

COMPLEXITY 外文TIER A级

周腾飞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Detecting Epileptic Seizures in EEG Signals
with Complementary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and 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entropy 外文TIER B级



姓名 所在学院 中文名称 期刊名称 期刊级别

史佳易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A Novel Image Encryption Approach Based on a
Hyperchaotic System, Pixel-Level Filtering
with Variable Kernels, and DNA-Level
Diffusion

Entropy 外文TIER B级

周英睿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Forecasting Daily Crude Oil Prices Using
Improved CEEMDAN and Ridge Regression-Based
Predictors

Energies 外文TIER B级

李亚兰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Exploring individuals’ behavioral
intentions toward donation crowdfunding:
evidence from China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Data
Systems

外文TIER B级

吕坤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当代国际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财经科学 中文B级

陈郁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An Adaptive Hybrid Learning Paradigm
Integrating CEEMD, ARIMA and SBL for Crude
Oil Price Forecasting

energies 外文TIER B级

杨明高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A Novel Image Encryption Algorithm Based on
a Fractional-Order Hyperchaotic System and
DNA Computing

Complexity 外文TIER B级

贾昊文 保险学院 认知能力对中老年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 保险研究 中文B级

张志伟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Moral hazard, external governance and risk-
taking: Evidence from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外文TIER B级

郑智杰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Inflation and growth: a non-monotonic
relationship in an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Macroeconomic Dynamics 外文TIER B级

杨茜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交通基础设施、要素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南方经济 中文B1级
杨茜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在职工程硕士自我监督影响模型研究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中文B1级
杨茜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基于情境推演的微博突发事件预测模型研究 情报学报 中文B1级
王海军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影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中文A级

张中亚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How do market-based rangel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affect herders engagement with
credit loans within the pastoral region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外文TIER 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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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 经济数学学院
Convergence rates of the numerical methods
for the delayed PDEs from option pricing
under regime switching hard-to-borrow mode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Mathematics

外文TIER B级

陈勇 经济数学学院
FDMs for the PDEs of Option Pricing Under
DEV Models with Counterparty Risk

Numerical Mathematics: 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外文TIER B级

陈勇 经济数学学院

Numerical Contour Integral Methods for Free-
Boundary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rising in American Volatility Options
Pricing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外文TIER B级

胡春华 经济数学学院
The Investigation of a Wealth Distribution
Model on Isolated Discrete Time Domains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外文TIER B级

胡春华 经济数学学院
Investigations to the price evolutions of
goods exchange with CES utility functions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外文TIER B级

王晗 经济数学学院
High-order methods for exotic options and
Greeks under regime-switching jump-diffusion
models

Numerical Mathematics: 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外文TIER B级

李超 经济数学学院
Optimal Contracts for Agents with Adverse
Selection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外文TIER B级

肖遥 社会发展研究院 安全依恋对共情和利他行为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中文A级
郭孟林 体育学院 体育产业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选择与实现路径 体育科学 中文A+级

谭涛 统计学院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商业银行效率研
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中文A级

刘馨 统计学院
Research on Traffic Congestion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The Case of Chongqing,
China

COMPLEXITY 外文TIER A级

陈述娟 统计学院
Long memory and efficiency of Bitcoin under
heavy tails

Applied Economics 外文TIER B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