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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教师发表论文总汇  

教师姓名          论文名称 是否收录

到CSSCI 

  发表刊物 发表日期 

王群勇 天津市宏观经济波动监测系统

研究 

否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

行 

20051218 

王群勇 资产收益的混合分布理论及对

中国沪深股市的实证分析 

否 第三届虚拟经济学年

会论文集 

20051101 

王群勇 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及其在

证券市场冲击传递性研究中的

应用 

是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050701 

王群勇 原油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基于永久短暂模型的分析 

是 统计与决策 20050615 

王群勇 原油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基于信息份额模型的分析 

否 工业技术经济 20050615 

王群勇 沪市A、B股市场的信息传递模

式 

是 现代财经 20050615 

王群勇 我国在NYSE 上市公司的价

格发现机制——基于永久短暂

模型的实证分析 

否 经济问题探索 20050615 

王群勇 经济虚拟化与虚拟经济的独立

性特征研究——虚拟经济与实

体经济关系的动态化过程 

是 当代财经 20050315 

孙佳美 完善我国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

监管体系的若干思考 

否 第二届中国金融学年

会 

20051029 



孙佳美 免赔额情况下的保险费率厘订

(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是 人大复印资料 20050201 

郭玲 完善中国国债发行机制探讨 是 现代财经——天津财

经大学学报 

20050101 

谢娟娟 关于贸易的技术性壁垒的实证

研究综述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1201 

何自力 自然垄断行业的技术垄断与产

权非垄断 

是 中国流通经济 20050901 

何自力 经济集约化增长的一般均衡分

析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201 

何自力 替代、互补与互嵌：企业与市

场关系新考察 

是 当代财经 20050201 

李冰清 内含价值在寿险公司价值评估

中的应用误区及修正 

是 保险研究 20051220 

张晓峒 原油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基于信息份额模型的分析 

否 工业技术经济 20050615 

张晓峒 我国在NYSE 上市公司的价

格发现机制——基于永久短暂

模型的实证分析 

否 经济问题探索 20050615 

张晓峒 退势单位根检验小样本性质比

较 

是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 

20050501 

张晓峒 我国在NYSE 上市公司的价

格发现机制——基于永久短暂

模型的分析 

否 经济问题探索 20050501 

张晓峒 季节虚假回归检验的一个新方

法 

否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0401 

张晓峒 周期过程和周期协整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301 

周爱民 理性股市中的黑洞、白洞与虫

洞 

否 第二届中国金融学年

会 

20051001 



张伯伟 贸易救济措施与我国商品出口

预警机制分析（论文） 

否 人大复印资料《外贸

经济、国际贸易》转

载 

20051101 

张伯伟 贸易救济措施与我国预警机制

分析 

是 南开学报 20050610 

周立群 产业集成化：产业组织结构演

进新趋势 

是 中国工业经济 20050701 

周立群 ?“精英观”让大学生陷入择业

困境 

否 社会科学报 20050519 

周立群 关于天津市内联引资的统计分

析 

否 内参（市委） 20050509 

周立群 中国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综合

判断(1990-2003)——兼论和谐

社会的构建 

是 中国社会科学 20050401 

周立群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基于中国经济学关于教育的

研究 

否 中国大学教育 20050401 

周立群 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基础、制

约因素与思路 

否 北京规划建设 20050401 

周立群 对“市场+农户”的理论研究 是 中国农村观察 20050301 

周立群 国家战略、地方政府竞争与内

生性区域区异化 

否 改革 20050301 

周立群 学费、助学贷款与就业——来

自天津、山东、广东三地高校

的问卷调查 

否 经济要参 20050301 

周立群 扩招引起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问题研究 

否 理工高教研究 20050201 

周立群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就业结构优

化研究 

否 理论与现代化 20050101 

周立群 区域差异、发展战略与政策选

择 

否 改革 20050101 



王健 季节虚假回归检验的一个新方

法——SDW 统计量的分布特

征与检验功效 

是 21 世纪数量经济学 20050401 

王健 周期过程和周期协整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301 

胡秋阳 中国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的因

素分析-以与日本的比较为中

心（日语） 

否 亚洲经济(日本) 200506 

曹华 动态不一致性、政策信誉与通

货膨胀目标制 

否 第二届中国金融学年

会参会论文 

20051030 

于长秋 C-CAPM 与M-CAPM 模型对

比分析:货币在股票价格波动

中的作用 

否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050201 

刘重力 2004 年—2005年APEC 进程

及其评估 

否 外交部、商务部、

APEC 中国研究院 

20050901 

张兵 世界经济研究综述 否 天津社会科学年鉴 20050701 

马君潞 中国IPOs 价格发现机制研究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1222 

马君潞 中国银行间市场双边传染风险

估测及系统性特征分析 

否 第二届中国金融学年

会会议主题宣讲论文 

20051029 

马君潞 利益不一致与农村信用社的发

展和改革——基于新政治经济

学视角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622 

马君潞 德国企业投融资体制的特点及

其对中国的启示 

是 上海金融 20050301 

马君潞 国外金融机构跨国并购的效率

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对我国银行

的启示 

是 国际金融研究 20050112 

范小云 论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下的最优

存款保险范围的制定 

否 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

会会议论文 

20051110 



范小云 中国银行间市场双边传染风险

估测及系统性特征分析 

否 第二届中国金融学年

会会议主题宣讲论文 

20051029 

范小云 挤兑风险与道德风险的权衡 否 第二届中国金融学年

会会议论文 

20050931 

范小云 银行业并购重组的创值悖论：

经验解释及其启示 

是 国际金融研究 20050112 

刘骏民 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国际经

济理论— —当代国际经济关

系新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是 中国工业经济 20051101 

刘骏民 中国经济虚拟化过程及其相关

政策 

是 改革 20051001 

刘骏民 以虚拟经济稳定性为核心的研

究---全象资金流量监测系统设

计 

是 经济学动态 20050501 

刘骏民 虚拟经济视角下的汇率理论 是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50301 

刘骏民 财富本质属性与虚拟经济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5 

倪志良 跨代分配模型与我国财税分配

职能的思考 

是 税务研究 20050201 

邹洋 A Simple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Esti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for China 

国外刊物 本経済政策学会第62 

回全国大会報告論文 

2005.5 

邹洋 An Estimation of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on 

Private Consumption: Analyses 

by Using Euler Equation 

国外刊物 本経済政策学会第4 

回国際会議報告論文 

2005.12 



饶友玲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行为

选择 

是 生产力研究 20050201 

刘秉镰 全球价值链下的地方产业集群

升级研究——以天津电子信息

产业集群为例 

是 产业经济评论 200512 

刘秉镰 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市场特

征与政府垄断规制 

否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

开发促进会2005 年

会暨“产业组织与政

府规制”研讨会论文

集 

200510 

刘秉镰 现代物流业与中心城市聚散功

能 

是 物流技术 200510 

刘秉镰 中国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 

是 中国软科学 200506 

刘秉镰 我国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改

革探讨 

是 经济问题探索 200501 

刘秉镰 交通运输融入现代物流的E 

推模式 

否 天津现代物流 200501 

王玲 安达在整车物流中实现自我 否 物流时代 200510 

王玲 第三方物流企业顾客满意度影

响因素分析 

是 物流技术 200510 

王玲 基于SCP 框架的中美物流产

业对比分析 

是 经济纵横 200510 

王玲 中国第三方物流企业顾客满意

度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 

是 经济管理新管理 200508 

王玲 天津物流市场问卷调查报告-

需求篇 

否 港口经济 200506 

王玲 天津物流市场问卷调查报告-

供给篇 

否 港口经济 200505 

王玲 西方供应链关系研究前沿与评

述 

是 未来与发展 200505 



王玲 港口物流系统的重构与评价指

标体系的建立 

是 物流技术 200502 

杜勇宏 具有两类索赔的风险过程的破

产概率 

是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50801 

杜勇宏 经济增加值与优化经济增加值 是 当代财经 20050501 

杜勇宏 周期过程和期协整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301 

李俊青 不完全市场、惩罚函数及一般

均衡 

是 财经研究 20050901 

李俊青 可计算的不完全市场一般经济

均衡 

是 经济科学 20050501 

李俊青 虚拟经济波动及其演化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201 

黄楠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中的城市

治理 

否 学习与实践 20050901 

贺京同 投资者行为、实物经济与资产

价格 

是 经济问题研究 20051105 

梁琪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再思

考：基于变量结构变化的多元

VAR 分析 

否 第二届中国金融学年

会 

20051030 

梁琪 股票市场、银行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实证分析 

是 金融研究 20051001 

梁琪 商业银行资产组合信用损失相

关的度量研究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622 

梁琪 企业经营管理预警：主成分分

析在logistic 回归方法中的应

用 

是 管理工程学报 20050301 

张连增 从会计角度看非寿险公司比例

法准备金 

是 保险研究 20050701 

李雪莲 成本计量模型中的统计方法研

究 

否 浙江大学 20051225 

李雪莲 金融电子化的效益与风险分析 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0501 

张志超 央行参与下的国债市场流动性

机制研究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601 



张志超 地方政府间财政收入分享模型

的设计与运用 

是 财经论丛 20050101 

张志超 稳健财政政策实施方法的选择 是 经济学动态 20050101 

张志超 完善中国国债发行机制探讨 是 现代财经——天津财

经大学学报 

20050101 

李志辉 巴塞尔新协议与商业银行操作

风险管理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1223 

李志辉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分

析 

是 国际金融研究 20051210 

李志辉 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识别模

型及其实证研究 

是 经济科学 20051020 

李志辉 当代国际零售银行业发展趋势 是 国际金融研究 20051012 

李志辉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核心竞争

力问题研究 

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0501 

朱铭来 责任保险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否 北京大学出版社(《变

革中的稳健》论文集） 

20051001 

 

2.经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收录SSCI和CSSCI论文统计  

教师姓名 论文名称 
是否收录

CSSCI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王群勇 

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及其在

证券市场冲击传递性研究中的

应用 

是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050701 

王群勇 
沪市A、B股市场的信息传递模

式 
是 现代财经 20050615 

王群勇 
原油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基于永久短暂模型的分析 
是 统计与决策 20050615 



王群勇 

经济虚拟化与虚拟经济的独立

性特征研究——虚拟经济与实

体经济关系的动态化过程 

是 当代财经 20050315 

孙佳美 
免赔额情况下的保险费率厘订

(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是 人大复印资料 20050201 

郭玲 完善中国国债发行机制探讨 是 
现代财经——天津财

经大学学报 
20050101 

谢娟娟 
关于贸易的技术性壁垒的实证

研究综述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1201 

何自力 
自然垄断行业的技术垄断与产

权非垄断 
是 中国流通经济 20050901 

何自力 
经济集约化增长的一般均衡分

析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 

年第二期 
20050201 

何自力 
替代、互补与互嵌：企业与市

场关系新考察 
是 

当代财经 2005 年第

二期 
20050201 

李冰清 
内含价值在寿险公司价值评估

中的应用误区及修正 
是 保险研究 20051220 

张晓峒 
退势单位根检验小样本性质比

较 
是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 
20050501 

张晓峒 周期过程和周期协整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301 

张伯伟 
贸易救济措施与我国预警机制

分析 
是 南开学报 20050610 

周立群 
产业集成化：产业组织结构演

进新趋势 
是 中国工业经济 20050701 

周立群 

中国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综合

判断(1990-2003)—兼论和谐社

会的构建 

是 中国社会科学 20050401 

周立群 对“市场+农户”的理论研究 是 中国农村观察 20050301 



王健 

季节虚假回归检验的一个新方

法——SDW 统计量的分布特

征与检验功效 

是 21 世纪数量经济学 20050401 

王健 周期过程和周期协整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301 

马君潞 中国IPOs 价格发现机制研究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1222 

马君潞 

利益不一致与农村信用社的发

展和改革——基于新政治经济

学视角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622 

马君潞 
德国企业投融资体制的特点及

其对中国的启示 
是 上海金融 20050301 

马君潞 

国外金融机构跨国并购的效率

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对我国银行

的启示 

是 国际金融研究 20050112 

范小云 
银行业并购重组的创值悖论：

经验解释及其启示 
是 国际金融研究 20050112 

刘骏民 

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国际经

济理论——当代国际经济关系

新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是 中国工业经济 20051101 

刘骏民 
中国经济虚拟化过程及其相关

政策 
是 改革 20051001 

刘骏民 

以虚拟经济稳定性为核心的研

究--全象资金流量监测系统设

计 

是 经济学动态 20050501 

刘骏民 虚拟经济视角下的汇率理论 是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50301 

刘骏民 财富本质属性与虚拟经济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5 

倪志良 
跨代分配模型与我国财税分配

职能的思考 
是 税务研究 20050201 



饶友玲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行为

选择 
是 生产力研究 20050201 

刘秉镰 

全球价值链下的地方产业集群

升级研究——以天津电子信息

产业集群为例 

是 产业经济评论 200512 

刘秉镰 
现代物流业与中心城市聚散功

能 
是 物流技术 200510 

刘秉镰 
中国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 
是 中国软科学 200506 

刘秉镰 
我国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改

革探讨 
是 经济问题探索 200501 

王玲 
第三方物流企业顾客满意度影

响因素分析 
是 物流技术 200510 

王玲 
基于SCP 框架的中美物流产

业对比分析 
是 经济纵横 200510 

王玲 
中国第三方物流企业顾客满意

度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 
是 经济管理新管理 200508 

王玲 
西方供应链关系研究前沿与评

述 
是 未来与发展 200505 

王玲 
港口物流系统的重构与评价指

标体系的建立 
是 物流技术 200502 

刘军 
港口战略联盟-企业战略联盟

理论的应用 
是 物流技术 200510 

刘军 港口物流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 是 物流技术 200505 

杜勇宏 
具有两类索赔的风险过程的破

产概率 
是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50801 

杜勇宏 经济增加值与优化经济增加值 是 当代财经 20050501 

杜勇宏 周期过程和周期协整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301 

李俊青 
可计算的不完全市场一般经济

均衡 
是 经济科学 20050501 



李俊青 
不完全市场、惩罚函数及一般

均衡 
是 财经研究 20050901 

李俊青 虚拟经济波动及其演化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201 

贺京同 
投资者行为、实物经济与资产

价格 
是 经济问题研究 20051105 

梁琪 
股票市场、银行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实证分析 
是 金融研究 20051001 

梁琪 
商业银行资产组合信用损失相

关的度量研究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622 

梁琪 

企业经营管理预警：主成分分

析在logistic 回归方法中的应

用 

是 管理工程学报 20050301 

张连增 
从会计角度看非寿险公司日比

例法准备金 
是 保险研究 20050701 

张志超 
央行参与下的国债市场流动性

机制研究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0601 

张志超 完善中国国债发行机制探讨 是 
现代财经——天津财

经大学学报 
20050101 

张志超 稳健财政政策实施方法的选择 是 经济学动态 20050101 

张志超 
地方政府间财政收入分享模型

的设计与运用 
是 财经论丛 20050101 

李志辉 
巴塞尔新协议与商业银行操作

风险管理 
是 南开经济研究 20051223 

李志辉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分

析 
是 国际金融研究 20051210 

李志辉 
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识别模

型及其实证研究 
是 经济科学 20051020 

李志辉 当代国际零售银行业发展趋势 是 国际金融研究 20051012 

 

3.经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发表在国外刊物论文统计表  

教师姓名 论文名称 
是否收录

CSSCI 
发表刊物 

发表时

间 



邹洋 

A Simple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Esti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for China 

国外刊物 

日本経済政策学会第

62回全国大会報告論

文 

2005.5 

邹洋 

An Estimation of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on 

Private Consumption: Analyses 

by Using Euler Equation 

国外刊物 

日本経済政策学会第

4回国際会議報告論

文 

2005.12 

 

4.经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出版专著、译著、编著或教材  

   

教师姓名              专著名称 类别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李秀芳 保险精算（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0101 

张晓峒 计量经济学基础（第二版）（编

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0501 

张晓峒 《计量经济学》（第 2 版）

（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050101 

张晓峒 《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 

使用指南》（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王群勇 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发展

研究（专著） 

基础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0201 

张伯伟 国际服务贸易（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 

20050801 

张伯伟 国际经济学（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0710 

张伯伟 国际服务贸易――理论、产业特

征与贸易政策（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 

20050101 

李冰清 大额救助赔付区间测算（专 应用研究 天津市社会保险 20051111 



著） 基金管理中心 

李冰清 寿险公司内含价值的理论和

实践（编著或教材） 

应用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0701 

周爱民 行为金融学（专著） 应用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1101 

孙佳美 保险精算（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0101 

于长秋 《货币银行学》（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51001 

刘重力 21 世纪的中国外贸发展战

略——比较优势、竞争优势

理论与实证研究（专著） 

应用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050901 

刘重力 APEC 新经济与电子商务研

究（专著） 

应用研究 南开大学 20050201 

张兵 《国际经济学》教材（编著或

教材） 

基础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0701 

马君潞 《国际金融》（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51201 

马君潞 国际金融（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50901 

马君潞 国际货币金融经济学（编著或

教材） 

基础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0401 

马君潞 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发展

研究（专著） 

基础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0201 

范小云 《国际金融》（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51201 

范小云 国际金融（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50901 



范小云 《多赢－批量处置不良贷款

的成功实践与理论思考》（专

著） 

应用研究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0501 

范小云 国际货币金融经济学（编著或

教材） 

基础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0401 

范小云 多赢：批量处置不良贷款的成

功实践与理论思考（编著或教

材） 

应用研究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0301 

范小云 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发展

研究（专著） 

基础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0201 

范小云 国际货币与金融经济学（译

著） 

基础研究 高教出版社，

Thomson 

Learning 

20050201 

刘骏民 宏观经济学（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51001 

刘骏民 宏观经济学-教学参考书习题

集（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512 

郭玲 政府会计（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0101 

饶友玲 国际服务贸易（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 

20050801 

饶友玲 中国税制（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0601 



饶友玲 西部大开发与东部沿海地区

的发展关系及协调对策（专

著） 

基础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 20050401 

饶友玲 经管财金建模方法及应用（编

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0301 

饶友玲 国际服务贸易――理论、产业特

征与贸易政策（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 

20050101 

刘秉镰 中国现代物流发展报告 2004

（专著） 

应用研究 中国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051109 

刘秉镰 中国现代物流发展报告 2005

（专著） 

应用研究 中国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051101 

刘秉镰 港口发展战略与规划（专著） 应用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01 

王玲 《中国现代物流发展报告

2004》（专著） 

应用研究 中国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051109 

王玲 中国现代物流发展报告

（2005）（参编）（专著） 

应用研究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07 

刘军 《中国现代物流发展报告

2004》（专著） 

应用研究 中国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051109 

姚国庆 经济虚拟化下的金融危机（专

著） 

基础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1201 

李宝伟 经济虚拟化下政府对金融市 应用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12 



场的干预（编著或教材） 

梁琪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度量研究

（专著） 

应用研究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0501 

张连增 利息理论（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0901 

李雪莲 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管理新论

(译著) 

基础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1101 

李雪莲 金融电子化的效益与风险分

析（专著） 

基础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0501 

张志超 中国转型经济时期的公共政

策（专著） 

基础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050718 

张志超 国际税收（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列教材之一）（编著或教材） 

应用研究 首都经贸大出版

社 

20050701 

李志辉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核心竞

争力问题研究（专著） 

应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050501 

赵春梅 保险基础知识(2005 版) （编

著或教材） 

应用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050501 

高乐咏 国际经济学（编著或教材） 基础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