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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理论经济学、应

用经济学
一带一路能源投资风险 能源经济 资源、能源经济 蒋庆哲 1

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理论经济学、应

用经济学
推动绿色一带一路研究 国际贸易、低碳经济

有一定计量经济学基础，外语水平
好优先

蓝庆新 1

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理论经济学、应

用经济学
一带一路能源投资风险 能源经济 资源、能源经济 董秀成 1

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理论经济学、应

用经济学
低碳经济环境下供应链管理
研究

产业经济学、管理科
学与工程、物流与供

应链管理
具有较强科研能力 赵映雪 1

5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一带一路国际劳务 国际人力资源开发 应用经济学、人力资源、人口学 牛雄鹰 1

6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营销管理、服务管理

、创新管理
英语好，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 王永贵 1

7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转型时期企业过度杠杆、财
务困境与银行业风险防范研
究

工商管理 有金融学背景者优先 郑建明 1

8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中央管理企业债务成本影响
因素研究

工商管理
需具备外国高水平大学学习经历及
金融学背景，有相关行业工作经历
者优先

汤谷良 1

9 法学院 法学
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法律制
度的创新

国际经济法 国际法博士学位 石静霞 1
顾老师：64492061
邮箱： gus09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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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师：64493301
邮箱：
uibeyujingjing@126.com

兰老师：64494028
邮箱：
research_bs@uib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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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学院 法学
金融监管改革的法律治理研
究

经济法 经济法学博士 冯辉 1

11 法学院 法学 负责任的投资 国际法 国际法或国际经济法 边永民 1

12 法学院 法学
国际商事法庭的构建比较研
究

国际经济法 博士毕业生 丁丁 1

13 法学院 法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
法律科学研究中心重点项目
“物权法重大问题研究”
（11JJD820012）

民商法 法学博士毕业 梅夏英 1

14 法学院 法学 反垄断法等 经济法 具有较好经济学基础 黄勇 1

15 金融学院
理论经济学、应

用经济学
中国消费金融的发展、风险
与监管研究

金融经济学/金融工程 金融经济学/金融工程相关方向 吴卫星 1

16 金融学院
理论经济学、应

用经济学
大数据背景下金融与科技融
合机理及风险管控研究

金融科技 经济学、金融学专业背景 田秀娟 1

17 金融学院
理论经济学、应

用经济学
基于金融包容视角下的地区
银行业市场结构严谨

金融包容、金融素养
、金融科技

金融学、经济学博士毕业，有强烈
的研究兴趣和较强的研究能力

粟勤 1

王老师：64495056
wangning7962@163.com

顾老师：64492061
邮箱： gus0907@163.com

第 2 页，共 4 页



序
号

学院 一级学科 研究项目 研究专业方向 对申请者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

姓名
招收
人数

联系方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9年普通博士后招聘计划表

18 保险学院 应用经济学 资本运营中的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与金融市场

、人力资本
孙健 1

19 保险学院 应用经济学

人口移出老龄化背景下我国
农村失能老年人‘居家扶助
型’养老模式研究；长期护
理保险研究

保险 精通数理统计知识 荆涛 1

20 保险学院 应用经济学

计划生育家庭生活保障制度
研究；中国保险立法的经济
学分析；国际保险经济学的
最新进展

保险经济学、法与经
济学、社会保障

王国军 1

21 国际经济研究院 理论经济学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
理

世界经济 经济学或国际关系等相关专业 桑百川 1

22 国际经济研究院 理论经济学 亚太经济与区域合作 世界经济 经济学或数学专业博士 庄芮 1

23 国际经济研究院 理论经济学
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转型升
级的若干问题研究

区域经济、城市经济 区域经济、计量经济 邓慧慧 1

24
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
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

心

理论经济学、应
用经济学

1.世界银行项目子课题——
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的国际
组织与国际关系研究
2.中俄粮食走廊与利益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研究

产业经济学

1.国际政治与关系、世界经济学、
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F9学科背景。
2.国际政治与关系、世界经济学、
管理学、统计学、电子与通信技术
、政治学等学科背景。
3.提交专家建议并获得副部级以上
领导批示者优先。

夏友富 1
金老师：64492060
邮箱：02114@uibe.edu.cn

许老师：64493604
邮箱：uibexu@126.com

杜老师：64493899
邮箱：
186184186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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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

究院
理论经济学 中美经贸摩擦、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 刘斌 1

戴老师：64495778
邮箱：
daizhen@uibe.edu.cn

26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

中心
应用经济学

国家重大对外开放战略与教
育应对研究

教育与开放经济
有经济学、管理学、外国语言文学
背景者优先

史薇 1
孔老师：64492659
邮箱：
kongkun@uibe.edu.cn

27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应用经济学
国际贸易、国家和北京市对
外开放研究

自贸区、“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国际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基础扎
实，有政策研究经验

王强 1

28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应用经济学
国际贸易、国家和北京市对
外开放研究

国际贸易全球价值链
具备坚实的国际经济学基础，有计
量分析数据经验

林桂军 1

29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应用经济学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发展
趋向及其贸易影响研究、国
家和北京市对外开放研究

数字贸易规则
有计量经济学基础，有政策研究经
验

周念利 1

30 海南研究院 应用经济学
1.世贸组织改革研究
2.自贸区与自贸港研究

1.全球经济治理
2.国际贸易政策

博士学位为经济学、法学或者公共
管理专业的均可申请

崔凡 1
常老师：64494280
邮箱：
wenleichang@126.com

徐老师：64494662
邮箱：xutp@uib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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