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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世久个人学术简历

个人基本信息                                                          
籍贯：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  出生日期：1977年10月24日
学历：研究生;学位：博士;职称：教授;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研究方向：农业经济、食品安全管理、消费者行为
电话：15163339519   电子邮件：yinshijiu@vip.163.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日照市烟台北路80号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邮编276826）
学术兼职：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通讯评审专家，山东省软科学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农业技术经济》等学术期刊

匿名审稿人。

学习与工作经历                                                      
1994.9-1998.7    山东财政学院（现山东财经大学）经济贸易管理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98.8-2003.8    日照市经济学校经济管理系助教、讲师，1999年9月至2000年7月期间赴西安交通大学在职学习
2003.9-2006.6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7.3-2010.6    江南大学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获工学博士学位
2010.7-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2014.9-2015.7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育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

主要论文（*为通讯作者）                                                      
[1] Yin Shijiu, Wu Linhai*, Chen Mo, Du Lili.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of Organic Food in                         China [J].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0,90(8), SCI, 他引超过50次。
[2] Xu Yingjun, Yin Shijiu*, Chen Mo, Gao Yang. Research on Management of Food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Overall Unbalanced Multiplicative Linguistic Evaluation Scale

[J].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2014(6): 21-28.
[3] Yin Shijiu*, Wu Linhai, An Analysis of Online Shopping Intention of Chinese Consum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EE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ociety, 2008，EI.
[4] Wu Linhai*, Yin Shijiu, Xu Yingjun, Zhu Dian. Effectiveness of China ’s Organic Food Certification Policy: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Infant Milk Formula with Different Organic Certification

Labels [J]. 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4(6): 545-568, SCI, SSCI.
[5] Xu Yingjun*, Yin Shijiu, Chen Mo, GAO Yang.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risks, awareness of products and willingness to pay: A case study of organic milk [J]. 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2014, 6(1): 31-34, 38.
[6] 尹世久*、徐迎军、陈雨生，食品质量信息标签如何影响消费者偏好：基于山东省843个样本的选择实验[J]. 中国农村观察，2015年第1期，CSSCI。
[7] 陈默、尹世久*、徐迎军，消费者对生态标识食品的多层面认知行为：基于MVP模型的实证分析[J]. 经济经纬，2015年第3期，CSSCI。
[8] 尹世久*、陈默、徐迎军，食品安全认证标识如何影响消费者偏好？——以有机番茄为例[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2期，CSSCI。
[9] 尹世久*、王小楠、陈雨生、陈默，品牌、认证与产地效应：消费者对含有不同属性奶粉的偏好[J]. 软科学，2014年第11期，CSSCI。
[10] 尹世久*、徐迎军、陈默，我国婴幼儿奶粉安全管理政策效果的实证检验——基于消费者偏好的选择实验研究[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5期，专栏约稿。
[11] 尹世久*、王小楠、高杨、徐迎军，信息交流、认证知识与消费者安全食品信任评价[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5期，专栏约稿。
[12] 尹世久*、许佩佩、陈默、吴林海，生态食品：消费者的偏好选择及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4期，CSSCI，国家自然基金委管理科学重要学术期刊。
[13] 尹世久*、吴林海、徐迎军，信息认知、购买动因与效用评价：以广东消费者安全食品购买决策的调查为例[J]. 经济经纬，2014年第3期，CSSCI。
[14] 尹世久*、徐迎军、陈默，消费者有机食品购买决策与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CSSCI，国家自然基金委管理科学重要学术期刊，获2014年度山东

省统计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
[15] 尹世久*、陈默、徐迎军，消费者对安全认证食品信任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有序Logistic模型的实证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2013年第3期，CSSCI，国家自然基金委管理科学

重要学术期刊。
[16] 尹世久*、王小楠、陈默，对不同食品认证标签的消费者信任研究及其政策启示：以有机食品为例[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5期，专栏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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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尹世久*、陈默、徐迎军，消费者安全认证食品多源信任融合模型研究[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2期，专栏约稿，获2012年度日照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
等奖。

[18] 尹世久*、吴林海、张勇，中国粮食产量波动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10期，EI，国家自然基金委管理科学重要学术期刊。
[19] 尹世久*、吴林海，欧盟消费者有机食品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国际商务（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0] 尹世久*、吴林海、陈默，基于支付意愿的有机食品需求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08年第5期，CSSCI。
[21] 尹世久*、吴林海，全球有机农业发展对生产者收入的影响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CSSCI。
[22] 尹世久*、吴林海、杜丽丽，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消费者网上购物意愿研究[J]. 消费经济，2008年第4期，CSSCI。
[23] 尹世久*、许佩佩、陈默，有机食品价格形成机制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2013年第21期。
[24] 陈默*、尹世久、徐迎军，消费者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比较研究——以有机牛奶为例[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5年第1期，CSSCI。
[25] 陈雨生*、尹世久、韩扬，食品安全认证与追溯体系耦合下的农户响应行为研究[J]. 财贸研究，2015年第1期，CSSCI。
[26] 陈雨生*、房瑞景、尹世久，超市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12期，CSSCI，国家自然基金委管理科学重要学术期刊。
[27] 徐迎军*、尹世久、陈雨生、朱淀，有机蔬菜农户生产规模变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寿光市785 份调查数据[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2期，CSSCI扩

展版。
[28] 高杨*、尹世久、徐迎军，日本有机农业“再发展阶段”的支持政策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研究[J]. 世界农业，2014年第12期。
[29] 王小楠*、尹世久，消费者对有机牛奶的信任及其政策启示[J]. 食品安全导刊，2014年第7期。
[30] 陈雨生*、房瑞景、尹世久、梁杰，食品企业与消费者的可追溯信息传递博弈分析[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CSSCI扩展版。
[31] 许佩佩、陈默、尹世久、王志伟*，消费者对食品包装材料安全的认知与使用行为研究[J]. 包装工程，2014年第3期，CSCD。
[32] 高楊*，尹世久，徐迎軍. 中国における有機野菜農家生産規模選択の影響要因分析ー山東省寿光市の155戸農家を中心に，龍谷大学経済論集，2014年第2期。
[33] 王园、陈默、尹世久、王志伟*，食品包装标签信息的消费者需求研究[J]. 包装工程，2014年第17期，CSCD。
[34] 高杨*、尹世久、徐迎军，基于UTAUT的农户有机农业采纳时机分析——以山东省325个菜农为例，山东社科论坛优秀论文（生态山东建设研讨会），2014。
[35] 刘梅*、吴林海、高瑛、尹世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意愿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CSSCI。
[36] 刘梅*、王咏红、高瑛、尹世久，农户有机肥施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09年第12期，CSSCI。
[37] 刘梅*、王咏红、高瑛、尹世久，我国农业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CSSCI。
[38] 王小楠、徐迎军*、尹世久，有序加权平均算子权重确定新方法及其应用[J]. 聊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第2期。
[39] 吴林海、尹世久，关于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建议. 教育部简报（高校智库专刊），2014年第17期（每年不超过24期，每期一篇报告，均由教育部领导

审阅后送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阅）。
主要著作                                                      
[1] 尹世久，信息不对称、认证有效性与消费者偏好：以有机食品为例[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获2014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14年度日照市第十二次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 吴林海、尹世久、王建华等，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4）[M].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 刘冠军、尹世久、王蒙，科学素养与毕业论文写作[M].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3] 刘冠军、杜曙光、尹世久，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热点问题[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
主要科研课题（仅列出作为前三位成员承担的省部级以上课题）                                                
[1] 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消费者多源信任融合模型及政策应用研究：以安全食品为例（编号：71203122）》，主持人，经费21万元，在研。
[2] 2014年度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研究（14ZDA069）》子课题之三《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研究》，主持人，总课题主持人为江南大学吴林

海教授，经费12万元（课题总经费80万元），在研。
[3] 2011年度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科研奖励基金：《安全食品认证体系建设中多信任源的消费者动态决策模型研究（编号：BS2011SF007）》，主持人，经费5万元，已完成。
[4] 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微观主体行为视角的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研究（编号：10YJC790346）》，主持人，经费7万元，已完成。
[5] 2011年度江南大学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直接委托课题：《山东农户可追溯生产意愿调查研究》，主持人，经费：3万元，已完成。
[6] 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中多信息源的动态决策模型研究（编号：71073069）》，第3位，主持人：吴林海，经费26万元，已完成。
[7]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异质性农户生产环节外包决策机理研究：以病虫害防治为例（编号：14YJC790036）》，第2位，主持人：高杨，经费8万元，在

研。
[8] 2014年度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农户分化背景下生产环节外包垂直协作方式选择研究（编号：ZR2014GQ012）》，第2位，主持人：高杨，经费8万元，在研。
[9]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安全认证食品市场中消费者偏好研究（编号：13YJC790169）》，第2位，主持人：徐迎军，经费8万元，在

研。
[10] 2013年度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食品安全认证体系中不同标识的消费者偏好研究：以有机奶粉为例（编号：ZR2013GL002）》，第2位，主持人：徐迎军，经费3万元，在

研。
[11] 2013年度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农户农业可持续生产行为理论与实证分析（11YJC790112）》，第2位，主持人：高杨，经费7万元，在研。
[12]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农户农业可持续生产行为理论与实证分析（11YJC790112）》，第2位，主持人：刘梅，经费7万元，在研。
[13]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公众食品包装安全风险认知、行为特征与政府规制研究（编号：11YJCZH013）》，第3位，主持人：陈默，经费7万元，在

研。
[14] 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化石能源投入与农业产出、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性研究与国际比较（编号：10YJC790199）》，第2位，主持人：牛亮云，经费：

7万元，结题中。
[15] 2013年度山东省统计科研重点研究课题：《分层线性模型及其在农户行为决策中的应用研究：以山东省有机农业为例（编号：KT13182）》，第2位，主持人：高杨，经费：1万

元，已结题。
主要科研奖励                                                
[1] 尹世久，信息不对称、认证有效性与消费者偏好：以有机食品为例[M]. 2014年度日照市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 尹世久，信息不对称、认证有效性与消费者偏好：以有机食品为例[M]. 获2014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3] 尹世久*、徐迎军、陈默，消费者有机食品购买决策与影响因素研究[J]. 获2014年度山东省统计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
[4] 尹世久*、陈默、徐迎军，消费者安全认证食品多源信任融合模型研究[J]. 获2012年度日照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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