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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能经济与管理研究基地 

      南华大学核能经济与管理研究基地成立于 2004 年，是一个集科研、教学和

社会服务为一体的学术机构。研究中心以南华大学核类学科与专业、经济学科和

管理学科为依托，立足于核能经济与管理领域，发挥传统优势学科与学科交叉的

优势，承担科学研究、研究生的培养、企业咨询以及政府咨询等工作。研究中心

是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中国核仪器行业协会、湖南省管理学会理事单位，衡阳市

经济学会等挂靠单位。先后获得“湖南十大杰出青年科技创新集体”、“湖南青

年科技创新教育基地”、“国防科技创新团队”荣誉称号，并被评为“湖南省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省核能经济与管理研究基地”； 

    目前，研究基地已经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能源局、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中国广东

核电集团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西南物理研究

院、天津理化研究院、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秦山核电有限公司、核电秦山联营有

限公司、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江苏核电有限公司、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核工业 405 厂、核工业 272 厂建立并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

系；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剑桥大学、格伦摩

根大学、德比大学、乌克兰矿业大学等建立了长期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关系，为

研究基地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研究中心团队成员组成 35 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12 人，讲师 5 人。

博士学位获得者 9 人，博士后 2 人，在职博士生 4 人，硕士学位者 7 人。研究中

心共有省级学科带头人 4 人。该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邹树梁教授系管理学博

士，博士生导师，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

优秀教师、湖南省国防科技工业科技创新先进个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湖南省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优秀专业技术工作者。2009 年，邹树

梁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南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科研团队”入选全国工人先锋号。 

研究基地拥有鲜明的研究特色和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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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能经济与核能发展战略研究，侧重于能源（特别是核能）经济和管理决策等

问题的研究，如核电产业发展战略、核电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核电项目管

理和运营管理等 

2. 核设施的安全评价及预警研究，如核电安全事故产生原因、路径及互动关系研

究、核电安全风险因素的识别与评价技术方法研究等； 

3. 核设施退役问题的研究，如核辐射防护措施、核污染控制机制、公共卫生资源

优化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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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自主研究基地 

南华大学企业自主研究基地是 2010 年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中

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下文批准成立的湖南省重点社科研究基地。基地负责人肖东生

教授,基地首席专家李玉琼教授,基地设置 2 名副主任（李冬生博士、刘保平博士）

负责日常运行和管理工作。主要从事企业自主创新战略、自主创新机制与模式、

自主创新行为与风险、自主创新的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管理咨询与人才培训服

务工作。 

 

基地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和实训队伍，包括教授 6人，副教授 4人，

博士 11 人。2014年以来，基地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6项、中国博士后基金 1项、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湖南省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 2项，湖南省社科项目 7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60余篇；出版专著/

教材 10 余部。        

基地先后为中核韶关锦原铀业有限公司、大唐华银集团、共创实业集团、天

雁机械、衡阳市机械集团等 40 余家大中型企业提供战略、人力资源、财务会计

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与衡阳市农业银行、衡汽集团、共创集团、三化集团等合作，

提供中高级人才培训服务，培训人次达到 200 余人次。  

作为智库，学科相关专家以专家、顾问、会计鉴定员等形式，为衡阳市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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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职能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决策，提供了广泛咨询。学科团队先后为衡

阳市相关县市区及衡阳市国资委、发改委等部门的 “十二五”、“十三五”规

划及各项专业规划的制定提供了广泛的咨询服务，获得 2014 年衡阳市社科联一

等奖。 

基地负责人与首席专家介绍： 

基地负责人：肖东生，湖南衡阳人，管理学博士，教授，硕士

研究生导师，现任南华大学 MBA 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府学位评

定员会委员，衡阳市政府特聘专家，湖南省精品课程《国际金

融》主持人。长期从事企业管理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要

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资本运营、公司治理及企业风险控

制等。主持或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湖南省科技厅

重点项目，湖南省社科项目等纵向课题 20 多项，主持地方政府和企业委托课题

每年达 40余项以上。公开发表论文 90余篇，出版专著 3部。获得湖南省人文社

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湖南省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各一项。 

 

首席专家：李玉琼，教授，博士后，研究生导师，日本东京大

学“中国政府派遣研究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和科技部软科学项目评审专家，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及成果评审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战略管理、管

理信息系统、企业组织变革等。到目前为止，已主持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20余项。在国家自然基

金管理学部认定重要刊物、CSSCI期刊、CSCD 期刊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相关

研究论文 60余篇，出版著作 2部、教材 2部，获得省市级相关科研成果 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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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所 

核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所，依托南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省重点学科，承担

国家核应急宣传和培训基地的申报、建设与运营、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工作。

所长陈建华教授、副所长谢天博士。分设核安全风险预警与应急管理、核安全与

安保文化、应急物资的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三个研究方向。 

研究所拥有教授 2 位、副教授 3 位、讲师 4，博士 6 位。近年来，共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湖南省社会

科学基金等省部级以上的相关在研项目 10 余项，在 SCI、EI、CSSCI 等国内外核

心源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50 余篇，现已基本形成以“预警与应急管理-应急物流与

供应链-核安全与安保文化”为主线的核安全与应急管理理论、方法与技术研发

体系。社会服务方面，本研究所承担过中核四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天山铀

业公司、中核四零四公司、大唐华银集团、耒阳市政府等多项企业和地方委托项

目的主要研究工作十余项，为我国核电领域的安全管理与运行做出了一定的贡

献。 

主要研究方向、成员介绍： 

王铁骊，管理学博士，教授，管理学院院长，德国科隆大学访

问学者，湖南青年骨干教师。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科研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省软课题、湖南省社科联成果

立项和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等 5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参

加了 1 项国家自科基金和 3 项国家社科基金研究工作，以及 2

项省级重大招标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了中核四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天山

铀业公司、中核四零四公司、大唐华银集团、耒阳市政府等多项企业和地方委托

项目的主要研究工作，参加专著编写 3 部，参编教材 2 本，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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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担任核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

所所长。研究领域：风险管理与应急管理。 

在系统工程、人类工效学等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0

篇。主持省自科基金、省社科基金 2 项，其它课题 8 项，参与

国家级课题 3 项，获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 1 项和衡阳市

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2项。在企业从事管理工作 3年，完成企业委托课题 6项。 

 

张革伕，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物

流与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技术。主持和参加国

家、省市课题近 20 项，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多篇，出

版专著 2 本，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8 个，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权 8

项，申请发明专利 3 项。 

 

邹清明，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供应链管理与优

化，风险管理。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等省部级课题 3 项，参与国家自科、省部级

课题多项。出版《供应链管理的优化与协调》等专著 2 部，参编教材一部。在

SCI\SSCI、EI、CSSCI 等期刊上发表论文近 30 篇，获国家专利 1 项。 

  

谢天，博士，管理学院副教授，担任核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方向：应急管理、集成化决策、智能制造、管理哲学

等。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afety Science》、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管理学报》、《情报杂志》、《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科技管理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20篇。主持国家自科基金、湖南省自科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省部级课题 3项；主持市厅级课题 4项；参与完成国

家、省部级课题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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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杏子，博士，讲师，研究领域：企业生产调度中的订单接受问题，发表了

二区 SCI 论文 1篇。  

 

韦瑶瑶，研究实习员，研究领域：核伦理、管理哲学等。已发表学术论文（含

核心）十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4项。 

 

郭敏，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供应链与物流管理。主持市级课题一项，校级

课题一项，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多项，参与编写教材一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十余篇。 

 

吕玉航，讲师，研究领域：核安全与应急管理；参与多项省级

课题，参加多项横向课题研究，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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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因研究所 

南华大学人因研究所成立于 1987 年，前身为南华大学人机工程实验室。人

机工程实验室从日本引进设备，是国内第一个研究复杂人机系统的人因工程实验

室。 1998 年正式更名为人因研究所。所长戴立操博士、教授，副所长李鹏程，

博士、副教授。 

人因研究所自建立以来，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和建设，人因研究所已经形成

了安全管理领域和核电安全评价领域稳定的和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完成了一批国

家级课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 项；完成了国内

核电站 20 余项安全评价和评估委托项目，包括秦山核电公司、秦山第三核电公

司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等大型核电企业的安全和可靠性分

析项目。累计完成科研经费达 1000 万元。 

人因研究所拥有国内一流的学术梯队。核心成员中有教授 3 名，博士 7 人。

研究所所长戴立操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参与多项国家

级科研项目，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出版专著多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 

南华大学人因研究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在安全生产管理领域，以“追求卓

越、服务社会”为目标，逐步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中心。 

主要成员介绍： 

戴立操，博士，教授，日本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纽

约州立大学(SUNY Oswego)访问学者，南华大学人因研究所所

长，硕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南大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同行评议专家。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和国家社会基金课题 7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参与申

请专利 1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 2 部。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多项。多次主

持核电和电力企业安全管理评价和咨询项目，多次主持和参加高风险系统中的人

因可靠性分析、人-机界面设计与评价、组织风险与绩效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与咨

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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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程，博士、副教授，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夏洛特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 )访问学者，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工程系/物流工程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主持博士后基金、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

等省部级项目 3 项，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 部，参与申请

专利近 10 项，获湖南省自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项、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1 项等多项奖励。多次主持和参与企事业单位咨询和研究项目，主要从事

高风险系统中的人因可靠性分析、人-机界面设计与评价、组织风险与绩效评价

等方面的研究与咨询工作。 

 

蒋建军，男，汉族，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工学博士，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系主任。已发表论文 40 篇，

主持与参与国家级、省级、厅级及横向项目共 15 项；参与发明

专利 9 项；参与教材编写 2 部。主要从事人因工程，安全分析

与评价，数据挖掘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http://www.baidu.com/link?url=OIR1otZ2FvyJ1_2pjm0zXK1P08ikDdslJJF0NnFUOIBHYK02yMtwz2w6rzulIJ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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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管理研究中心 

南华大学企业管理研究中心（ERC）成立于 2006年，由原南华大学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中心、信息管理研究所和企业经济研究所合并组建，是湘中南重要的企

业管理研究与知识交流中心。 

中心依托南华大学工商管理一级硕士学科点和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点（MBA），

专门从事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薪酬与绩效管理、组织设计、营销管理、

创业与创新管理等方面的研究、管理咨询与人才培训服务工作。 

中心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和实训队伍，其中教授 6人，副教授 4人，

博士 12 人。研究中心主任为谢荷锋教授，是湖南省中青年骨干专家，工商管理

一级学科负责人，南华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衡阳市政协常委。 

自中心成立以来，完成了一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4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项，省部级课题 10余项，出版专著 7部，发

表高水平研究论文 100余篇。同时，中心研究团队先后完成了 20余项企业和地

方政府委托的横向咨询课题，涉及产业和区域发展规划、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

理、激励与绩效考核、营销管理、组织设计等领域，先后为多家企业提供了中高

层工商管理人才课程培训服务。 

中心秉承“求真务实”之精神，以“追求卓越、打造品牌”为目标，逐步发

展成为集科学研究、人才培训、社会服务为一体的知识创新和交流中心。 

主要成员介绍： 

谢荷锋，博士、教授，企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学院工商

管理系主任，硕士生导师，工商管理学科负责人，南华大学校

学术委员会成员。毕业于浙江大学，为国家自然基金委、浙江

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同行评议专家，湖

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市政协常委。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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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5项、省部级课题 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学术专著 2部。获湖南省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奖 2项、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二等奖 1项、浙江大学优秀博士

论文奖，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指导教师。多次主持企业和地方政府咨询项目，涉

及战略规划、绩效与薪酬管理、项目策划、组织设计、区域发展规划、组织行为

管理与培训等领域。 

 

周晓东，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旧金

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访问学者，南

华大学财务处长，企业管理研究中心专家，中国技术经济研究

会高级会员，湖南省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南

省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主持和参与国家级

课题 5 项、省部级课题 6 项，公开发表论文 60 多篇，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

奖 1项，湖南省教学成果三等奖 2项。多次主持和参与政府和企业管理咨询项目，

主要从事战略管理、企业创新和组织决策方面的研究与咨询。 

 

黎赔肆，男，汉族，湖南汨罗人，企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复旦大学管理学博士，教授，硕士导师，南华大学校学术委员

会成员，南华大学校教学督导成员，市场营销系主任。先后主

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 10

多项，主持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 项；获湖南省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1 项，衡阳市社会科学成果奖 2 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40 多篇，出版专

著 3 部。2014 和 2016 年指导 MBA 学员参加湖南省案例大赛，均获得一等奖，

本人两次获得最佳指导老师称号。重点研究领域是创业创新管理以及营销管理研

究与咨询工作，主持和参与多项政府和企业相关项目的咨询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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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汝梁，男，汉族，江西萍乡人，企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博士，讲师，曾前往香港理工大学从事合

作研究。参与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3 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0 多篇。重点研究领域是企业供应链管理和组织理论，参与多

项政府和企业相关项目的咨询和研究工作。 

 

龙云，湖南耒阳人，1981 年生。湖南大学管理学学士，经济学

硕士，2016 年 9 月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毕业，主持参加各

级课题多项，在《经济学家》、《学习与探索》等刊物上发表

学术论文多篇，参与多项政府和企业相关项目的咨询和研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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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计研究中心 

南华大学会计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9年，由原南华大学社会责任会计研究所、

内部控制与审计研究所合并组建，是湘中南重要的会计研究基地。 

会计研究中心依托南华大学工商管理（会计学）一级硕士学科点、工商管理

专业硕士点（MBA）、会计专业硕士点（MPAcc），专门从事社会责任会计、碳排

放会计、EVA价值链分析、财务管理与风险预警、内部控制与审计等领域的研究、

咨询和人才培训服务工作。中心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和实训队伍，其中教

授 4人，副教授 5人，博士 8人。研究中心主任为阳秋林教授，副所长张彩平副

教授。 

自中心成立以来，完成了一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项，省部级课题 20余项，出版专著 13部，发

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00余篇。同时，中心研究团队先后完成了 10余项企业和地

方政府委托的横向咨询课题，涉及公司理财、预算管理、内部控制、工业园循环

经济、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碳排放权交易等领域，并承担企事业单位高级会计人

才培训服务。 

中心秉承“求真、至善、臻美”之精神，以“理论创新、锻造精品、服务社

会”为目标，逐步发展成为集科学研究、人才培训、社会服务为一体的学术创新

和合作交流中心。 

主要成员介绍： 

阳秋林，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湖南省学科带

头人，衡阳市优秀社科哲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业委

员会委员，湖南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衡阳市会计学会副会长。

先后任南华大学财务处副处长、审计处副处长、处长，现任经

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正处）。担任多家企业董事、监事、高级

财务顾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省部级以上课题 20 余项；主持完成湖南省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等多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30 余篇；出版专著 1部，主编教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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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培养硕士研究生 70余名。 

能提供对外服务：（1）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企业高级财务顾问；（2）财

务管理、预算管理、内部控制与审计等课题咨询和研究；（3）企事业单位会计、

财务、审计等培训。 

 

胡海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经济管理学院副

院长，湖南省会计学科专业联盟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同行评议专家，湖南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教学能手，衡阳

市青年创业导师。主持国家自科基金 1 项，省级科研课题 3

项，校厅级课题 7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0篇，出版专著 2

部，教材 3部。 

提供对外服务主要有担任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顾问、财务顾问；各类公司

独立董事或非执行董事；各类项目（课题）评审专家；为企事业单位提供中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为社会大众提供创新创业培训和理财规划培训。 

 

张彩平，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会计研究中心副主任，

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湖南省低碳发展专家。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青年骨干教师访问学者，厦门大学博士后，美国马

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国家公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碳排放会计，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级各类课题 12项，公开发表论文 60

多篇，研究成果被湖南省社科评审委员会鉴定为省内先进水平。获得省厅级社科

成果奖 2项。 

提供的对外社会服务主要有多次参加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召开的湖南省

低碳专家会议，为湖南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献言献策。作为评审专家审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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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的碳排放报告。 

 

李冬生，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会计系主任。研究方

向为财务管理创新、绩效评价。主持或主要参与国家级、

省部级、市厅级等科研项目 10项，出版著作 3 部。公开发

表论文 60余篇，获省、厅级奖励 6项。 

 

 

 

雷振华，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MBA 教育中

心主任助理。研究方向为财务风险预警管理与社会责任会

计主持省级课题 5 项，市厅级课题 4 项；公开出版专著 3

部，主编会计系列教材 3 部；公开发表科研及教改论文 60

余篇；获省、市级教学成果奖 5项。 

 

 

黄德忠，硕士生导师，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研究方

向为财务风险控制。获湖南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两项；主

持省级课题 1 项，市厅级课题 4 项，横向课题 2 项。发表

科研教研论文 40余篇，出版专著 2部，主编教材 3部。指

导学生作品分别荣获国家级金奖 1项、铜奖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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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俭，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国

际内部审计师。研究方向为民营企业公司治理与信息披

露。主持省部级课题 1项，校厅级科研课题 5 项，参与课

题 7项。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 

 

 

 

唐洋，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会计系副主任。研究方

向为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环境审计。主持省部级科研课

题 4 项，市厅级科研课题 10 项，参与国家级科研课题 2

项。发表科研论文 30 余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

刊资料《财务与会计导刊》等转载 11篇，索引 10篇。研

究成果获得湖南省会计学会科研成果一等奖 1 项，市厅级

科研成果二等奖 3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