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大学商学院2020年专业学位项目硕士生指导教师信息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务 培养方向 联系方式（电话、邮箱）

1 陈晓红院士 女 教授
企业经营战略、中小企业融资与互联网金融、大数
据分析技术与应用

18673166628 ，
c88877803@163.com

2 安庆贤 男 副教授
企业绩效管理、项目评价与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

18569036927，
anqingxian@csu.edu.cn

3 毕文杰 男 教授
大数据分析，定价策略，供应链管理，项目管理，
电子商务，企业战略

13873138108，
beenjoy@126.com

4 曹兴 男 教授 企业发展战略、技术创新
13467516316；
caoxing201@163.com

5 曹裕 女 教授
金融工程、企业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财务管
理

15873115668；
xiaoyu198549@126.com

6 陈可 女 副教授
管理信息系统、商务数据分析、人力资源管理、风
险管理等

13908495428
chenke@csu.edu.cn

7 陈明淑 女 副教授 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企业文化
13975893026；
13975893026@163.com 

8 陈武华 男 讲师 服务运作管理、收益管理、电子商务
13787239312，
whchen@csu.edu.cn

9 陈宪 男 研究员
资本市场理论与运作、公司金融、劳动市场雇佣关
系、人力资本

13873102169，
xianchen@csu.edu.cn

10 谌金宇 男
特聘副教

授
资源经济与管理，矿业金融，风险管理

15802548455
cjy2014@csu.edu.cn

11 成琼文 男 研究员
资源经济与管理、企业管理（绿色供应链）、人力
资源管理

13974886498，
chengqw@csu.edu.cn

12 储军飞 男
特聘副教

授
评价理论与方法、管理信息系统、企业资源配置

15656572793, 
junfeichu@163.com

13 戴国斌 男 副教授 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职场健康管理
18684699661; 
daiguobin2004@126.com

14 邓超 男 教授 工商管理、银行管理、金融工程
18673196411，
Dengchao@csu.edu.cn

15 段小萍 女 副教授 投融资分析与风险管理、公司金融
13975172110，
duanxp168@163.com

16 冯正强 男 教授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管理
13973161795 ，
zhqfeng@csu.edu.cn

mailto:zhqfeng@csu.edu.cn
mailto:13974886498/chengqw@csu.edu.cn


17 傅沂 男 副教授

互联网思维与商业模式创新；企业文化建设；行业
分析与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薪酬
管理、职业生涯管理、员工关系管理与团队建设、
领导力与执行力）；创新管理；创业管理；跨国经
营与管理；产业地产（文旅地产、康养地产）经营
与管理

13975821826，
fly008@126.com

18 龚艳萍 女 教授
研发与技术创新管理、国际商务、市场营销、企业
战略

18607316068，
ping98@163.com

19 关健 女 教授 企业战略管理、财务与资本运营、创新创业管理
13007313541 
guanjian99@126.com

20 何红渠 男 教授 企业战略、组织设计、资本运营
13974802059，
hehongqu@126.com

21 洪开荣 男 教授 房地产经济、产业经济
13873108136，
hkr2006@126.c0m

22 胡东滨 男 教授 管理信息系统、技术创新、矿产经济
13974926338，
hdbin@163.com

23 胡军华 男 教授
企业战略与生产运作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信
息管理、项目管理、风险管理、电子商务

13974872488，
hujunhua@csu.edu.cn

24 胡振华 男 教授
技术战略与创新管理；企业战略管理；企业投融资
管理；项目管理

13607438318,
huzhmail@163.com

25 黄生权 男 副教授 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财务金融与投资决策
18684694038 ， 
hsq638@126.com

26 简惠云 女 副教授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行为运作管理，供应链风险决
策

15116309349,
jianhuiyun@163.com

27 金发奇 男 副教授 信用管理、国际金融、商业银行经营与管
18673184098  
jinfaqi@sina.com

28 金友良 女 副教授 财务管理、税收税务
13786182984，
jinyouliang26.163.com

29 黎翠梅 女 教授
银行经营与管理、企业管理、中小企业融资、农村
金融、农村土地经济与管理

13973138899，
licuimei999@163.com

30 李大元 男 教授 战略管理；绿色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
18175972510，
bigolee@163.com

31 李华东 男 副研究员 创新与创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
13017392218  
huadong818@126.com 

32 李世辉 男 副教授
公司战略与绩效评价、公司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
公司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公司财务审计

13508481428；
lshhxh@163.com

33 李喜华 男 副教授
创新管理，项目管理，风险管理，电子商务，绩效
评价，信息管理

15802537504；
xihuali@126.com



34 李香花 女 副教授
投融资规划与决策管理，BOT/PPP/EPC项目管理；
会计学理论与实务，审计理论与实务

15874017245，
lpstonecsu@126.com，

35 李晓萍 女 副教授 产业经济、产业政策 
18611377038，
littlexp@126.com

36 林莎 女 副教授
企业管理、中小企业融资、海外市场营销、跨国经
营、对外投资

13308486842，
13818625@QQ.com

37 刘爱明 男 副教授 企业纳税筹划与税务风险管控;独立审计;公司治理
13975104018，
liuaiming@csu.edu.cn

38 刘佳刚 男 副教授 市场风险管理、上市公司治理、企业财务管理
13574188176,
jiagangliucsu@126.com

39 刘咏梅 女 教授
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管理信息
系统与决策支持系统

13974834821，
liuyongmeicn@163.com

40 卢佳友 女 副教授
财务会计；财务分析；企业财务战略；人力资源管
理

82656149 ，13787082489
lujy635@163.com

41 罗剑宏 男 教授 市场营销、战略管理、企业管理、创新与创业管理
13077313592,
601238301@qq.com

42 罗孝玲 女 教授
房地产金融，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房地产政
策与监管

13574102402
rose061117@yahoo.com

43 马本江 男 教授 市场营销、项目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18867357917，
mabenjiang@126.com

44 马跃如 男 教授 人力资源管理、劳动经济学、领导艺术
13808423666， 
rlzy_ma@163.com

45 孟凡永 男 教授
人力资源、绩效、物流、生产成本、战略管理，电
子商务，市场营销

18254298903,
mengfanyongtjie@126.com

46 彭满如 女 研究员 预算绩效、成本管理、内部控制
13873120508
pmr68@csu.edu.cn

47 饶育蕾 女 教授 公司理财、公司治理
13874869685，
yuleirao@csu.edu.cn

48 任胜钢 男 教授 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与创业管理
13875856216,
735850292@qq.com

49 邵留国 男 副教授 企业战略管理、产业发展战略、电子商务
13786145553、
shaoliuguo@qq.com

50 盛虎 男 副教授 公司金融、行为金融
13974870160，
shenghu@csu.edu.cn

51 施文 男 特聘教授 客户行为分析，大数据文本挖掘，仿真风险评价
13164663984,  
shi3wen@163.com

52 石莎莎 女 副教授
PPP/BOT项目管理，机制设计，博弈论与信息经济
学

13787236831，
shashas2013@126.com

mailto:liuaiming@csu.edu.cn;13975104018
mailto:13974870160/shenghu@csu.edu.cn
mailto:lpstonecsu@126.com，15874017245
mailto:18007487108chungqiaot@mail.csu.edu.cn


53 宋娟 女 副教授
制造业、高技术企业技术与创新管理；战略管理；
项目管理与绩效评价。

15974273058，
songcsu2011@126.com

54 粟路军 男 教授 市场营销、旅游营销
13908471216， 
sulujunslj@163.com

55 谭春桥 男 教授
企业战略与生产运作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信
息管理、项目管理、风险管理、电子商务与应用、
人力资源管理

18007487108,
chungqiaot@mail.csu.edu.cn

56 田晖 女 教授
国际商务与贸易；跨国公司投融资； 银行经营与
管理；企业文化、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学；市场营
销与创新管理；反倾销会计

15116460030,
tita0322@163.com

57 田美玉 女 副教授
银行经营与管理；工商企业经营与管理；互联网金
融与普惠金融；公司金融；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
创新创业管理

13974887196，
tmy_6528@163.com

58 汪阳洁 男 副教授 低碳经济环境管理
15616258790；
yangjie.wang@csu.edu.cn

59 王昶 男 教授
战略管理与资本运营，企业集团管理，商业生态系
统研究

18974867730；
changw1000@163.com

60 王东清 女 副教授
企业战略与组织、财务成本管理、绩效管理与评价
、公司理财、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13617312889，
dqwang@csu.edu.cn

61 王傅强 男 副教授
电子商务、生产运营、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物联网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

13874880043，
wfqqfw11@foxmail.com

62 王坚强 男 教授
企业战略与生产运作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信
息管理、项目管理、风险管理、电子商务

13974846509，
jqwang@csu.edu.cn

63 王敏 男 副教授
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企业并购与价值评估、风险管
理与内部控制、会计理论与实务

13739097766
Wangmin1913@163.com

64 王雄 男 副教授 项目融资、公司金融、资本运营
13974946477；
wx2011@csu.edu.cn

65 王宗润 男 教授 金融工程、企业投融资决策、风险管理
13548602329，
zrwang0209@sina.com

66 危平 女 教授
绿色金融；公司金融与资本市场；银行管理；跨国
兼并与收购等

18674883096；
pwei@csu.edu.cn

67 文凤华 男 教授 资本市场运营、商业银行管理、金融风险管理
15874882888，
mailtowfh@126.com

68 吴厚平 男 研究员 技术转移与技术创业
13787013599
wuhouping@csu.edu.cn

69 吴庆田 女 教授
中小企业融资与公司理财、银行与证券、项目融资
与互联网金融、现代企业经营管理

15388935477、073185553972
、wqt001@163.com

70 肖霆 女 副教授
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公司金融、企业投融资决策
与管理、公司营运效率与绩效评价

13808462223   
1176414011@qq.com

mailto:wangmin1913@163.com
mailto:18007487108chungqiaot@mail.csu.edu.cn


71 谢菊兰 女 讲师 市场营销；企业管理
17307410803，

julia_xie@csu.edu.cn

72 熊勇清 男 教授 企业经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理论与设计
18975832650,
yongqingxiong@163.com

73 修宗峰 男 副教授 资本市场公司治理与财务会计
18684796679，
xzfcsu@126.com

74 徐晨 女 副教授
电子商务、企业经营战略与大数据分析、社交网络
与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管理、工业工程、信息管理

15274994256，
xuchenshirley@126.com 

75 徐选华 男 教授
企业管理与信息化、电子商务、风险分析与管理、
大数据决策分析

13974812312、
xuxh@csu.edu.cn

76 许民利 男 教授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生产与运营管理、投资决策理
论与方法、金融工程、战略管理、项目评价与管理
、市场营销

18974894360,
xu_minli@163.com

77 颜爱民 男 教授 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设计与组织行为
18670066622，
e-trust@263.net

78 杨国忠 男 副教授
企业战略与生产运作管理、投融资决策与风险管理
、技术创新与技术管理、项目管理、企业管理

15111251688； 
y5735@126.com

79 杨怀东 男 副教授 金融风险管理、中小企业融资
13755103097；
yhd1968@163.com

80 杨艳军 女 副教授
证券市场、期货与期权、互联网金融、人力资源开
发与管理

13974831350， 
yyj@csu.edu.cn

81 姚海琳 女 副教授 战略管理研究、企业社会责任
13723887702，
13723887702@163.com

82 易玄 女 副教授 企业财务战略与风险管控；绩效管理
18907482689，
yixuan_008@126.com

83 尹华 男 副教授
企业经营战略、企业成长与国际化竞争、银行经营
与管理

13974870966,
csuyinhua@qq.com

84 游达明 男 教授
投融资决策与管理、创新与创业管理、企业成长与
战略管理

13974870182，
youdaming2001@163.com

85 禹智潭 男 副教授
运营与供应链管理；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
务管理

13787137266,
znyzt2126.com

86 喻凯 男 副教授
公司理财、预算与成本管理、绩效管理与评价、财
务与资本运营、企业战略管理

13974870585，
yukai@sina.com

87 袁乐平 男 教授 国有资本营运、劳动就业
13973163742，
1061367506@QQ.com

88 张根明 男 教授
投融资及风险管理；创业与战略管理；财务管理理
论与实务

13908470150，
zhgmcsu@163.com

mailto:18684796679/xzfcsu@126.com


89 张红宇 女 教授
企业战略与生产运作管理、ERP、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工业工程、信息管理、项目管理、电子商务

13017189017,
cnhyzhang@163.com

90 张琴 女 副教授 消费者行为 网络营销
18073122886，
qqzhang11@126.com

91 张颖 男 教授
企业策略行为和战略管理；投融资决策管理；技术
创新管理；产业组织与运行管理

13973167536，
zhangying9898@sina.com

92 张运生 男 教授
战略管理、市场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司金
融与财务管理

13087314568,0731-
88905128，
yunsheng@csu.edu.cn 

93 章细贞 女 副教授
财务管理、预算与成本管理、企业管理、会计理论
与实务

13574866793，
zhangxizhen666@163.com

94 郑传均 男 副教授 跨国经营；企业战略管理；国际贸易
13117418188；
zhengcj818@163.com

95 郑连元 男 副教授 投融资管理，项目评估
13974869509  
zhengly77@sina.com

96 钟美瑞 男 副教授
资源与环境税,矿业金融；产业组织理论，内生经
济增长理论；公司治理,激励合约理论，项目评价

15874096280，
zmr726@163.com

97 周浪波 男 副教授
财务战略与管控；投融资：资本市场与价值分析；
盈余管理 

13973150170；
zhoulangbo1971@126.com

98 周文辉 男 教授 营销战略与创业管理，商业模式创新与组织转型
18607313983、
921722893@qq.com

99 周雄伟 男 教授
企业战略与生产运作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电
子商务与营销科学、互联网营销、市场营销、互联
网金融、供应链金融

13507318512，
daweycs@126.com

100 周艳菊 女 教授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运营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
销

13875902744，
zyj4258@sina.com

101 周志方 男 副教授

企业财务与成本管理、政府会计与税费改革、绿色
财务金融、生态（资源/环境）会计、能源（碳）
会计与审计、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企业资
源与环境管理、低碳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循环经济

13974839572；
28306509@qq.com

102 曾辉祥 男 讲师
企业财务会计与决策、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战略

18711060343，
zenghuixiang1120@163.com

103 曾江洪 男 教授 公司治理、资本运营、企业战略、中小企业成长
13507318021，
csuzjh@163.com

104 曾蔚 女 副教授
企业战略管理；企业财务管理；创业与中小企业成
长；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组织设计与绩效评
价；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知识管理。

13786190848，
zwwell@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