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 部门 姓名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署名　情况 论文级别 检索类型

1 法学院 史卫民 我国农地流转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及其实现的法制保障 管理现代化 2013.1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2 法学院 史卫民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情报杂志 2013.12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3 法学院 刘勇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会改革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3.03 独著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4 法学院 刘勇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群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及其调整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3.1 独著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5 法学院 王景龙 论可补救的排除规则 现代法学 2013.6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6 法学院 肖玉明 宪政视野下的我国紧急状态法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4 独著 一类核心 CASS

7 法学院 王军 农地承包经营权留转原则亟待科学界定 农业经济 2013.1 独著 二类核心 北图

8 法学院 王军 农地承包经营权留转现存问题及其对策 农业经济 2013.5 独著 二类核心 北图

9 图书馆 郑敬蓉 知识自由进程中图书馆权利内涵的重新审视 四川图书馆学报 2013.8 独立 二类核心 CSSCI扩展版

10 图书馆 郑敬蓉
图书馆合理使用的比较研究
——以海峡两岸著作权法为对象 图书情报工作 2013.12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11 图书馆 王军伟 基于景观规划理论的西安市明城历史风貌保护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1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CD

12 图书馆 井水 陕西省“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实证研究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3.4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13 图书馆 井水 陕西农民信息需求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9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14 图书馆 井水
图书馆2.0背景下馆员心理契约研究——基于陕西省
高校图书馆员的调查与分析

　图书馆论坛 2013.4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5 图书馆 井水
图书馆2.0:理想与现实的羁绊——基于陕西省高校图
书馆员对图书馆2.0的认知调研与分析

　图书馆 2013.2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6 图书馆 安娜
图书馆2.0:理想与现实的羁绊——基于陕西省高校图

书馆员对图书馆2.0的认知调研与分析
图书馆 2013.2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17 外国语学院 赵青 女权主义批评视角下的阿甘正传评析 电影文学（2013年第2期） 2013.1.20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18 外国语学院 赵红霞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graph for nonlinear 
time serie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nternal 
financial markets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2013.5.15 共2人第2 三类权威 SCI

19 外国语学院 王婷 从竞选州长看马克吐温文学创作的反讽艺术 长城（2013年12月25日第6期） 2013.12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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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外国语学院 王婷 马克吐温的现实主义批判艺术及社会意义探析
短篇小说原创作品版（2013年12月
第35期）

2013.12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21 外国语学院 原苗苗
高等职业院校学生自主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合理行动理论（TRA）的估计

高等农业教育（2013年第9期） 2013..9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22 外国语学院 杨宪平 从傲慢与偏见看文学名著改编为影像作品的艺术价值 长城（2013年第二期） 2013.4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23 外国语学院 杨宪平 浅析浪漫主义文学蝴蝶梦中的写作技巧 长城（2013年第三期） 2013.6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24 外国语学院 杨宪平 基于现代主义论呼啸山庄的文学创作艺术展现 芒种（2013年10月上半月） 2013.10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25 外国语学院 杨宪平 两性和谐视阈下虹中人物情感意象探究
短篇小说.原创作品版（2013年17
期）

2013.6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26 外国语学院 刘亚萍
消除对立，构建和谐生存--从紫色看艾莉丝沃克妇女
主义思想的终极追求

山花(2013年11月（下）） 2013.11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27 外国语学院 郭爱云 八月之光中乔·克里斯默斯的存在主义解读 山花（2013年第3期（下）） 2013.3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28 外国语学院 郭爱云
黑暗中透出的希望之光——探析八月之光中的人性思
想

山花（2013年第1期（下）） 2013.1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29 外国语学院 郭爱云 存在主义视角下凯蒂的悲剧命运解读 作家（2013年3月（下）） 2013.3.28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30 外国语学院 郭爱云 喧哗与骚动的存在主义解读
短篇小说原创作品版（2013年7月第
20期）

2013.7.5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31 外国语学院 郭爱云 野棕榈的存在主义解读
短篇小说原创作品版（2013年4月第
11期）

2013.4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32
教学质量评估
中心

刘若江
企业股份制改革应该从增量着手—基于企业增长模式
转型的视角

人大复印转载（第一刊物发表在中
外企业家）

2013.3 独著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33
教学质量评估
中心

刘若江 基于季报数据的收入公告后漂移现象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5
西安财经学
院

一类核心 CSSCI

34 期刊中心 高士荣 秦国商鞅变法中分户令的重大意义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11 独著 二类核心 CSSCI扩展版

35 期刊中心 任燕 陕西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3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36 院  办 严  琳 网络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影响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4  独立 一类核心 CSSCI

37 院  办 严  琳 高校校报深度报道的原则和方法探析 新闻知识 2013.9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38 体育部 张嘉伟 英国高水平竞技后备力量培养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 2013.04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39 体育部 张嘉伟 美国学校体育研究进展及其发展趋势 体育文化导刊 2013.07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40 体育部 张嘉伟 体育教学中各要素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影响 教育与职业 2013.07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41 体育部 邓宏涛 周恩来体育思想与实践简考 兰台世界 2013.05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42 体育部 邓宏涛 试论刘凤春与近代体育的兴办 兰台世界 2013.09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43 体育部 霍小虎 学校体育课三种类型准备活动的比较研究 教学与管理 2013.08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44 体育部 霍琳
中国大学生专业体育网站的发展与展望—以“中国大
学生足球联赛”官网为例

新闻知识 2013.1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45 体育部 安乃明 达摩对我国少林武术文化的影响 兰台世界 2013.09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46 校医院 马晓光
质子泵抑制剂联合伊托必利对胃食管反流病的疗效评
价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 2013.11 共3人第1 二类核心 北图



47 校医院 冉丽茹
10%高渗盐水用于II°烧烫伤皮袍破溃换药的疗效观
察

当代护士 2013.1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48 文学院 沈奇
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对新诗及当代诗歌的几点
反思

文艺争鸣 2013.7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49 文学院 沈奇 当代诗歌如何摆脱“洋门出洋腔”的被动与尴尬 新华文摘 2013.11 独著 三类权威
新华文摘观点引
用

50 文学院 师海军
开拓创新,见微知著,明清地域文学研究的力作——评
高春艳博士<李因笃文学研究>

西北大学学报 2013.3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51 文学院 苏敏
诗意褪去的“爱人”困境——读高君的中篇小说<爱
人>

小说评论 2013.11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52 文学院 苏敏 论村上春树小说的电影化叙事 文艺争鸣 2013.12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53 文学院 张颖 20世纪80年代文学经典的研究语境和话语逻辑 思想战线 2013.3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54 文学院 张颖
文学经典问题的凸显——1980年代国内文学经典研究
的现象还原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9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55 文学院 吕新峰 东晋初期的儒学重振及其文学观照 江汉论坛 2013.7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56 文学院 田萱 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分析与政策建议 理论视野 2013.7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57 文学院 徐小兰 空间视角下电影电视化范式——以华夏微电影为例 现代传播 2013.7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58 文学院 师海军
秦文化的个性特征与关陇作家群的兴起——明代中期
关陇作家群形成原因探析之三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3 独立 二类核心 CSSCI扩展版

59 文学院 朱文丽 从多角度评析<快乐的大脚2> 电影文学 2013.3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60 文学院 黄雪
回到视觉：具象表现绘画理论研究——以贾科梅蒂为
例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7 独立 二类核心 CSSCI扩展版

61 文学院 黄雪 论新闻网站的网页版面设计 新闻知识 2013.3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62 文学院 张颖 苍凉背后的启示——以<十八春>为中心的分析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3 独立 二类核心 CSSCI扩展版

63 文学院 张璐 虚假的事实中女性自我的发现 短篇小说 2013.5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64 文学院 张璐 评<莎维德丽传> 长城 2013.4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65 文学院 李大敏 苦难中人性的复苏与复位 电影文学 2013.6 共2人第2 二类核心 北图

66 商学院 杨敏 基于关键词选择的在线旅游信息搜寻行为模式研究 旅游学刊 2013.10.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67 商学院 郝俊卿 关中城市群产业集聚的空间演变及效应分析 人文地理 2013.6 共3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68 商学院 郝俊卿
产业集聚作用下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以关中城
市群为例

生态经济 2013.5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ASS

69 商学院 郝俊卿
近60年中国农作物干旱区灾情变化的趋势性和周期性
研究

第四纪研究 2013.6 共6人第4 一类核心 CSSCI

70 商学院 郝俊卿
黄土丘陵沟壑区ndvi值空间分异及其与地表温度和湿
度关系研究

生态经济 2013.5 共4人第3 一类核心 CASS

71 商学院 杨延风 A Network Security Risk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Real-time Security Warning
Journal of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3.6 共4人第4 一类核心 EI

72 商学院 陈淑芳 房地产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社会科学家 2013.9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73 商学院 陈淑芳 会计信息质量对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6 共3人第1 一类核心 CASS

74 商学院 马骊 物流配送网的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07 共3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75 商学院 周筱莲 企业处理投诉的方式对顾客满意的影响及其后果 管理评论 2013.4 共3人第3 一类核心 CSSCI

76 商学院 王银珠 物流配送网的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07 共3人第3 一类核心 CSSCI

77 商学院 孙晓琳 注意性告知与元认知策略对培训效果的影响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1 共3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78 商学院 苏玉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贸易增长质量分析 统计与决策 2013.11 共3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79 商学院 苏玉珠 中国能源消费CO_2排放关键部门的识别与减排对策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04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80 商学院 苏玉珠 产业安全视角：中西零售业政策比较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5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81 商学院 邢俊玲 陕西省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脱钩关系研究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11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ASS

82 商学院 黄慧婷 考虑环境因素的陕西省制造业绩效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07 独撰 一类核心 CSSCI

83 商学院 黄慧婷 地方政府行为视角下区域环境污染差异分析 统计与决策 2013.09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84 商学院 黄慧婷 中国碳交易市场准入机制研究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09 独撰 一类核心 CASS

85 商学院 王蓉 陕西省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脱钩关系研究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11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ASS

86 商学院 郑勇 企业组织结构调查有关问题研究 统计研究 2013.9 共2人第1 三类权威 文件中规定

87 商学院 郑勇 陕西苹果供应链内部融资问题研究 西安财经学院 2013.9 独撰 一类核心 CASS

88 商学院 王郁蓉 优化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环境的对策分析 企业家信息（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2013.1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89 商学院 王芳 基于改进密切值法的我国劳动关系和谐度动态评价 统计与决策 2013.15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90 商学院 王芳
新老两代农民工心里契约认知的代际比较研究—以陕
西省西安市农民工为例

调研世界 2013.4 独撰 二类核心 CSSCI扩展版

91 商学院 夏绪梅
基于DEA的陕西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及

演化分析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6 独撰 一类核心 CASS

92 商学院 王新安 非公有制企业营销人员流失因素及控制策略分析 统计信息论坛 2013.12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93 商学院 李文辉 非公有制企业营销人员流失因素及控制策略分析 统计信息论坛 2013.12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94 商学院 吴艳文
基于贷款目的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问题域对策——以
陕西省为例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3、9 共2人第1 二类核心 北图

95 商学院 徐玮 供应链营运资金管理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5 独撰 一类核心 CSSCI

96 商学院 王新平
基于贷款目的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问题域对策——以
陕西省为例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3、9 共2人第2 二类核心 北图

97 商学院 杨军芳 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体系分析及评价——来自农业上市公司数据财会通讯 2013、6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98 商学院 张丽达 董事会特征与内部控制相关性研究 人大复印《企业家信息》转载 2013.5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99 商学院 张丽达 房地产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社会科学家 2013.9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100 商学院 王新安 网络购物影响因素的模拟分析
市场营销（理论版）

2013.1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101 审计学系 舒伟 内部控制、公司诉讼和公司价值 中国会计评论 2013.4 共4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02 思政部 张全胜 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正义论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求实 2013.1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103 思政部 张艳娥
近年来国外“中国制度特色”问题研究：理论框架与
评析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13年1期 独著 二类核心 CSSCI扩展版

104 思政部 张艳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国际视角 思想理论教育
2013年9期
上

独著 二类核心 CSSCI扩展版

105 思政部 张艳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范
式建构

社会主义研究 2013.3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106 思政部 张艳娥
“制度-社会”矛盾的化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建设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2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107 思政部 张艳娥
“制度-社会”矛盾的化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人大复印
资料）

2013.7 共3人第2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108 思政部 何建宁 分配视域下效率与公平的博弈生存 学术交流 2013.3 独著 一类核心 CASS

109 思政部 庾荣
对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思考——兼谈毛泽东的文风
观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3年第1
期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110 思政部 王莉 创建“和谐校园”和“和谐劳动关系”的思考 中国成人教育
2013/4（总
第317期）

2共2人 二类核心 北图

111 思政部 王莉 对唐代婚姻管理中几个法律问题的研究 兰台世界
2013年12月
下旬

1共2人 二类核心 北图

112 思政部 任纪虎
刘少奇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思想及其现
实启示

学术探索
2013年第9
期

独著 二类核心 北图

113 思政部 韩瑞 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安全研究范式探析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3.6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14 思政部 陈晓莉 新型城市化发展中村改居社区治理变革 求实 2013.10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115 思政部 陈晓莉
整合与引领：统战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培育与
践行

理论探讨
2013.5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116 思政部 王勇 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论断的方法论意义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3.1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117 思政部 王勇 中国城乡发展格局的实践演进及模式特点 学术论坛 2013.8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18 信息学院 王刚 Modular-transform based clustering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2013.08 共3人第1 三类权威 SCI

119 信息学院 罗养霞 基于聚类分析的软件胎记特征选择
电子学报

2013.12 共2人第1 三类权威 文件中规定

120 信息学院 赵益维 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动因、过程和绩效研究综述 中国科技论坛 2013.02 共5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21 信息学院 王命宇 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动因、过程和绩效研究综述 中国科技论坛 2013.02 共5人第3 一类核心 CSSCI

122 信息学院 冯庆华 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动因、过程和绩效研究综述 中国科技论坛 2013.02 共5人第5 一类核心 CSSCI

123 信息学院 王命宇
装备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过程及其对价值链的影响机理

研

工业技术经济
2013.06 共4人第1 二类核心 北图

124 信息学院 赵益维
装备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过程及其对价值链的影响机理

研

工业技术经济
2013.06 共4人第2 二类核心 北图

125 信息学院 冯庆华
装备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过程及其对价值链的影响机理

研究

工业技术经济
2013.06 共4人第4 二类核心 北图

126 信息学院 罗养霞 基于 LabView 的新型模块化信号检测方法 半导体光电 2013.06 独著 二类核心 北图

127 信息学院 赵益维 服务型制造网络资源整合决策优化模型
运筹与管理

2013.08 共5人第1 二类核心 北图

128 信息学院 冯庆华 服务型制造网络资源整合决策优化模型
运筹与管理

2013.08 共5人第3 二类核心 北图



129 信息学院 王刚 采用类别相似度聚合的关联文本分类方法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12.12 共5人第4 一类核心 CSCD

130 信息学院 刘通 基于模糊双合作博弈的收益分配模型
控制与决策

2013.05 共3人第3 一类核心 cscd

131 信息学院 刘通 相乘型需求下基于广告合作的供应链协调研究
软科学

2013.07 共3人第3 一类核心 CSSCI

132 信息学院 彭勇
产学研合作研究生培养模式发展探析——基于利益相
关者理论的视角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3.04 共3人第3 二类核心 北图

133 经济学院 宋敏
构建“三江并流”生态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思
路

经济问题探索 2013.5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34 经济学院 岳永 政治经济学价值判断的追溯与理性回归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3.1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135 经济学院 岳永 在比较与综合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1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136 经济学院 刘敏 我国科技型小微企业贷款模式创新对策研究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3.1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137 经济学院 金  星 新土地抛荒的经济学视角 农村经济 2013.3 独著 二类核心 北图

138 经济学院 郑毅敏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土地政策和法规问题探讨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年8 独著 一类核心 CASS

139 经济学院 何秀玲 地方政府逐利行为的负面影响及其矫正 理论探讨 2013、4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40 经济学院 苏永乐
城市圈发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的实证分析——以
长三角城市圈为例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3 共2人第1 二类核心 CSSCI扩展版

141 经济学院 苏永乐 陕西能源-环境-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估研究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5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ASS

142 经济学院 任维哲 食品冷链物流模式对比研究 广东农业科学 2013.2 共2人第1 二类核心 北图

143 经济学院 杨松茂 陕西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度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3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44 经济学院 高全成 中国农村生物质能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6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ASS

145 经济学院 孙妍 农村转移劳动力劳动工资统计的问题和对策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6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ASS

146 经济学院 胡健 论环鄂尔多斯能源经济区的构建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6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ASS

147 经济学院 刘丁有 江西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开发研究 2013.4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ASS

148 经济学院 李冰洁 跨国公司应对中国政府反倾销的价格策略分析 统计与决策 2013.9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149 经济学院 李冰洁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Low-carbon City 
Based on AHP Meth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3.8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EI源期刊

150 经济学院 李冰洁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模式及影响因素分析 商业时代 2013.8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151 经济学院 李冰洁 陕西苹果产业供应链研究 物流技术 2013.9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152 经济学院 李冰洁 反倾销壁垒下中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的情景分析 企业经济 2013.7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CD

153 经济学院 陈璐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Low-carbon City 
Based on AHP Meth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3.8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EI源期刊

154 经济学院 刘明 “营改增”后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问题研究 税务研究 2013.12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55 经济学院 娄爱花 浅析结构性减税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 人民论坛
2013.11
（中）

共2人第2 二类核心 北图

156 经济学院 周宇 自然资源、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1 共3人第3 一类核心 CSSCI

157 经济学院 李爱鸽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定量分析 管理现代化 2013.4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58 经济学院 刘育红 财政视角下优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研究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年5期 独立 一类核心 CASS

159 经济学院 铁卫
陕西省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
析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11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ASS

160 经济学院 李坤 物流配送网的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07 共3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161 经济学院 杨馥 我国退休年龄改革的探讨 宁夏社会科学 2013.03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162 经济学院 李凌
资本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
的实证

学术论坛 2013.12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163 经济学院 焦兵
西部地区能源开发、环境质量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
究

工业技术经济 2013.6 共2人第1 二类核心 北图

164 经济学院 焦兵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碳排放量增长关系的实证
研究(英文)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13.1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CD

165 经济学院 焦兵 中国油气资源产业的空间布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矿业 2013.09 共2人第1 二类核心 北图

166 经济学院 焦兵
自然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效应——对环鄂
尔多斯区域增长模式的考察

资源科学 2013.5 共2人第2 三类权威 文件中规定

167 经济学院 陈春生
新一轮通胀的特征、成因与二元经济下的通货管理转
型

统计信息论坛 41365 独立 一类核心 CSSCI

168 财务处 李涛 新时期中小企业如何扩大融资渠道 企业家信息 2013.9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169 经济学院 孙研 新时期中小企业如何扩大融资渠道 企业家信息 2013.9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170 经济学院 孙研 政策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 经济问题
2013,
（11）

共2人第1 二类核心 北图

171 经济学院 孙研
基于果蝇优化算法与灰色神经网络的基金买卖决策仿
真

统计与决策 2013.12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172 经济学院 归秀娥 中美贸易失衡困境及其化解机制 求索 2013.12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173 公共管理学院 韦艳 农村地区分家时间研究：基于生命表的分析 南方人口 2013.07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74 公共管理学院 韦艳 数字乱象”或 “行政分工”: 对中国流动人口多元统计口径的认识人口研究 2013.06 共2人第1 三类权威 文件中规定

175 公共管理学院 韦艳 中国初婚模式变迁研究：基于婚姻表的分析 人口与经济 2013.08 共3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76 公共管理学院 韦艳 “发展型”或“政策型”生育率下降? ——基于翼城“人大复印人口学 2013.02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177 公共管理学院 韦艳 性别失衡下相关利益者的微观失范研究 人大复印人口学 2013.01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178 公共管理学院 蒲晓晔 文化市场发展的金融支撑体系研究 求索 2013.05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79 公共管理学院 蒲晓晔 国外典型经济园区融资模式的启示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9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80 公共管理学院 蒲晓晔
文化市场发展的金融支撑体系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 人大复印 2013.11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181 公共管理学院 许项发 陕西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探究 西安财经学院院报 2013.04 独立 二类核心 CSSCI扩展版

182 公共管理学院 吉红立 “知识”理解的准确性例谈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3.07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183 公共管理学院 杜娟汀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发展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13.11 共3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184 公共管理学院 吴燕 西部农村家庭养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07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185 公共管理学院 黄斌
准确把握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基于“五种社会形
态理论”批评与质疑的辩正

理论探索 2013.01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186 公共管理学院 黄斌 马克思政治伦理的本质特征与问题视域 理论导刊 2013.09 独立 二类核心 北图

187 统计学院 高伟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Graph for Nonlinear 
Time Serie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2013.6 共2人第1 三类权威 SCI



188 统计学院 潘海涛
A novel Bayeisan adaptive seamless phase I/II 
design

Plos ONE 2013.3 共5人第1 三类权威 SCI

189 统计学院 潘海涛
The choice of Phase I Bayesian adaptive des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Development

2013.6 共5人第1 三类权威 SCI

190 统计学院 潘海涛
A phase I/II escalation/expansion with 
adaptive randomization(SEARS)

Clinical Trials 2013.5 共4人第1 三类权威 SCI

191 统计学院 潘海涛
抗肿瘤药物贝叶斯I期药物临床试验设计方法比较研
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 独撰 一类核心 CSSCI

192 统计学院 王佐仁
A novel Bayeisan adaptive seamless phase I/II 
design

Plos ONE 2013 共5人第3 三类权威 SCI

193 统计学院 王佐仁 Analytic Solution for a General Type of Uncertain Differential EquationInformation 2013.5 独著 三类权威 SCI

194 统计学院 陈正
The choice of Phase I Bayesian adaptive des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Development

2013.5 共5人第3 SCI

195 统计学院 陈正 陕西省劳动力供求现状与就业形势分析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 独撰 一类核心 CASS

196 统计学院 吴建祥 经理管理防御对经理人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现代财经 2013.5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197 统计学院 安琳 精准外科技术在肝门部胆管癌手术治疗中的应用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2013 共2人第2 二类核心 北图

198 统计学院 刘云忠
Reasearch on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poment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ybernetics and informatics

2013.6 独著 一类核心 EI源期刊

199 统计学院 刘润芳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
模型的分析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 共3人第3 一类核心 CSSCI

200 统计学院 李佼瑞
stability and hopf bifurcation in a business 
cycle model with random parameter

Information:an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Jouranl

2013.6 共3人第1 三类权威 SCI

201 统计学院 李佼瑞 网络舆情的安全检查指标体系域监测方法研究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ASS

202 统计学院 张文红 消费信贷对中国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 共3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203 统计学院 李爽
stability and hopf bifurcation in a business 
cycle model with random parameter

Information:an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Jouranl

2013.6 共3人第3 三类权威 SCI

204 统计学院 景明利
Sparse Recovery by Semi-Iterative Hard 
Thresholding Algorithm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2013.5 共3人第3 三类权威 SCI

205 统计学院 许格妮 FI代数的模糊滤子 模糊系统与数学 2012.2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SCD

206 统计学院 窦井波
Classification of positive solutions for an 
elliptic system with a higher-order fractional 
Laplacian

Pacific Journal of Mathematics 2013.2 共2人第1 二类权威 SCI-CD

207 统计学院 窦井波
Perturbations from symmetric forth elliptic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应用数学 2013.6 共3人第3 一类核心 CSCD

208 统计学院 窦井波
Ostrowski type inequalities related to the 
generalized Baouendi-Grushin vector fields

The Mathematical 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Padua,

2013.1

共2

人
第

共2人第1

三类权威 SCI



209 统计学院 杨晓虎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of Uncertain Variable
INT INFORMATION 
INST,FACENG,HOSEI 
UNIV,KOGANEI,TOKYO,JAPAN

2013.6 共2人第1 三类权威 SCI

210 统计学院 杨晓虎
On Comonotonic Functions of Uncertain 
Variables

Fuzzy Optimiz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to be published.

2012.12 独著 三类权威 SCI

211 统计学院 罗清君 Ro代数上的一致拓扑空间 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 2013.2 独著 一类核心 CSCD

212 统计学院 罗清君 经典命题逻辑中的一致结构与一致拓扑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5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CD

213 统计学院 罗清君 弦二部图的概念格表示 电子学报 2013.7 共3人第3 三类权威 CSCD

214 统计学院 罗清君 迁移系统关于一类时态逻辑公式的满足度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7 共5人第4 一类核心 CSCD

215 统计学院 罗清君 BL代数学中极大滤子的拓朴性质 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 2013.12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CD

216 统计学院 周雪芹
An image denoising method based on markovchain 
monte carlo sampling with alterablrdirection 
and low rank approxim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avelet annlysis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2013.6 共5人第5 一类核心 EI源期刊

217 统计学院 周雪芹
Sparse Recovery by Semi-Iterative Hard 
Thresholding Algorithm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2013.5 共3人第1 三类权威 SCI

218 统计学院 杨殿学 将房价因素计入中国CPI的实证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CSSCI

219 教务处 任维哲 食品冷链物流模式对比研究 广东农业科学 2013.2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CD

220 教务处 王勇 企业处理投诉的方式对顾客满意的影响及其后果 管理评论 2013.4 共3人第1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221 管理学院 杨天荣 中国农业生产主体探索 人文杂志 2013.11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222 管理学院 陈胜利 在线拍卖最优保留价设计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06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CD

223 管理学院 李楠
网络产业中互联互通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以电信
业为例

经济经纬 2013.6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224 管理学院 雷福民 “区间合作博弈的区间核心的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11 独立 一类核心 cssci

225 管理学院 石鑫 基于过程本体的设计过程知识重用研究 机械设计 2013.11 独著 一类核心 CSCD

226 管理学院 蒋梦莉 包容性检验和PCI相融合的物流需求预测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3 独著 一类核心 CSCD

227 管理学院 向寿生 单分包合同下承包商工期激励模型研究 统计与决策 2013.6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228 管理学院 张轶
基于GED-EGARCH的对冲基金下行风险管理模型构建参
数估计

统计与决策 2013.12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229 管理学院 刘小冬 Average monotonic cooperative fuzzy games Fuzzy Sets and Systems
Volume 
231, 16, 
November 

共3人第1 三类权威 sci

230 管理学院 刘九强 Average monotonic cooperative fuzzy games Fuzzy Sets and Systems
Volume 
231, 16, 
November 

共3人第2 三类权威 sci

231 管理学院 刘九强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an 
NTU fuzzy game to have a non-empty fuzzy core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Volume 49, 
Issue 2, 

共2人第1 三类权威 sci



232 管理学院 刘小冬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an 
NTU fuzzy game to have a non-empty fuzzy core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Volume 49, 
Issue 2, 

共2人第2 三类权威 sci

233 管理学院 李楠 自适应量子前向对传算法研究 电子与信息学报 2013.11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CD

234 管理学院 姚树俊
产品服务能力与定价联合优化策略机制研究——基于
动态性和非线性视角

 运筹与管理 2013.8 共3人第1 一类核心 CSCD

235 管理学院 姚树俊 基于Nash讨价还价的供应链系统协调对策研究 经济经纬 2013.7 独著 一类核心 CSSCI

236 管理学院 姚树俊 基于旁支付契约的产品服务价格协调机制研究 软科学 2013.2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237 管理学院 姚树俊
装备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过程及其对价值链的影响机理
研究

工业技术经济 2013.6 共4人第3 一类核心 CSSCI

238 管理学院 姚树俊 服务型制造网络资源整合决策优化模型  运筹与管理 2013.8 共5人第4 一类核心 CSCD

239 经济学院 胡健 产业集聚测度方法适用条件考辩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1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240 经济学院 胡健 自然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效应 资源科学 2013.5 共2人第1 三类权威 文件中规定

241 经济学院 胡健
论环鄂尔多斯能源经济区的构建——资源禀赋、产业
基础与发展规划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6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ASS

242 商学院 杨学义 我国中小物流企业信用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3.2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CASS

243 信息学院 刘洋
旅游企业的合理化管理机制分析 

人大复印（旅游） 2013.5 独著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244 商学院 苏玉珠 产业安全视角：中西零售业政策比较 人大复印 2013.6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245 商学院 崔林/马震
饭店企业成长机制分析与成长战略研究 

人大复印 2013.6 共2人第2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246 信息学院 王刚
DRTEMBB: Dynamic Recommendation Trust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Bidding

JOURNAL OF MULTIMEDIA, VOL. 7, 
NO. 4, AUGUST 2012

2012.08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EI

247 信息学院 王刚
Dynamic Recommendation Trust model Based on 
Information Entropy and Heuristic rules in E-
Commerce Environment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013.04 共2人第1 三类权威 SCI

248 信息学院 冯庆华 相乘型需求下基于广告合作的供应链协调研究
软科学

2013.07 共3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249 信息学院 冯庆华 基于模糊双合作博弈的收益分配模型
控制与决策

2013.05 共3人第1 一类核心
EI(JA)
CSCD

250 信息学院 罗养霞 基于多属性特征胎记的软件盗版检测
吉林大学学报(工学版)

2013.09 共2人第1 一类核心 EI

251 信息学院 王刚 社会网络中交易节点的选取及其信任关系计算方法
计算机学报

2013.02 共2人第1 二类权威 EI



252 信息学院 王刚 基于本体内容相似度的电子商务推荐信任模型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2012.11 共3人第1名 一类核心 CSCD

253 信息学院 王命宇 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动因、过程和绩效研究综述 中国科技论坛 2013.02 共5人第3 一类核心 CSSCI

254 信息学院 赵益维 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动因、过程和绩效研究综述 中国科技论坛 2013.02 共5人第1 一类核心 CSSCI

255 思政部 陈晓莉 新型城市化发展中村改居社区治理变革 求实 2013.10 独撰 一类核心 CSSCI

256 思政部 许有伦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 管理学刊 2013.3 独著 一类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