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概况 教学工作 科学研究 学科建设 师资队伍 研究生教育 党建与思政教育 规章制度 教工之家

2009年教师科研成果统计

发布时间：2010-12-14 08:12

一、论文（57篇）（专职教师57篇，其中CSSCI期刊10篇，核心期刊8篇）
序号 姓名 论 文 题 目 期刊名称 年/期 期刊

层次

1 范方志 《我国中央银行体制改革的回
顾与展望——纪念改革开放30

周年》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9（2） cssci

2 范方志 《金融监管、信息不对称与道
德风险》

《宁夏社会科学》 2009（6） cssci

3 范方志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贵
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发

展记实》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9（11） cssci

4 刘亚明 《从佛教圆融思想看文化和谐
之可能》

《 求索》 2009（1） cssci

5 母泽洪 《上市公司高管绩效激励影响
因素的论证分析》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9（9） cssci

6 魏航 《庄子之游的方式与境界》 《现代哲学》 2009（5） cssci
7 王国跃 《 我国企业境外上市研究:基于

SWOT分析》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9（4） cssci

8 王国跃 《 级差地租、制度缺陷与房地
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

《当代经济研究》 2009（5） cssci

9 贺菊莲 《
论毛泽东在确立抗日战争战略

思想上的全球意识
》

《
甘肃社会科学

》

2009（4） cssci

10 贺菊莲 《
民国时期贵州盐务机构演变

》

《
贵州社会科学

》

2009
（10）

cssci

11 蒲文胜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主
义

中国化》

《北方论丛》 2009（6） 核心

12 陈宏明 《贵州企业公司与贵州近代工
业的发展》

《
广西社会科学

》

2009（6） 核心

13 孙祁文 《马克思分配理论与我国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

《人民论坛》 2009
（265）

核心

14 孙祁文 《政府规制在企业自主创新中
的作用》

《科学管理研究》 2009（6） 核心

15 王国跃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流动性
的实证研究》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09（6） 核心

16 刘海江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哲学阐
释》

《吉首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09（5） 核心

17 刘海江 《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时代
基础》

《前沿》 2009（11） 核心

18 骆剑琴 《论金融危机冲击下农民工返
乡的影响与对策》

《生产力研究》 2009
（18）

核心

19 王国跃 《基于X-效率的企业人力资源
激励机制研究》

《华章》 2009（7） 省级

20 胡大生 《两种基本运动与新系统科学
的兴起》

《科学时代》 2009（4） 省级

21 母泽洪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和
谐社会的思想》

《华章》 2009（4） 省级

22 母泽洪 《以核心价值观主导大学生道
德选择》

《华章》 2009（7） 省级

23 母泽洪 《时代发展潮流与大学生爱国
主义教育的思考》

《华章》 2009（11） 省级

24 母泽洪 《中美次贷危机转嫁的效应研
究》

《世界华商经济》 2009（6） 省级

25 母泽洪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系统工程
建设的战略思考》

《南北桥》 2009（7） 省级

26 罗莉娅 《浅析青少年犯罪心理原因及
其对策》

《黑龙江史志》 2009（12） 省级

27 刘海江 《实践与哲学基本问题——论
冯契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巢湖学院学报》 2009（5） 省级

28 余发良 《试析邓小平的公平公正分配
思想》

《党史文苑》 2009（22） 省级

29 蔡明干 《
对<资本论>教学与研究的几点

思考
》

《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
本论>研究会2008年第
25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2009（7） 省级

30 蔡明干 《论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辩
证关系》

《经济研究导刊》 2009
（24）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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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骆剑琴 《网络对青少年身心和谐发展
的影响及对策》

《安顺学院学报》 2009（1） 省级

32 骆剑琴 《对当前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
精神的几点思考》

《经济研究导刊》 2009（3） 省级

33 骆剑琴 《大学生网恋成因分析》 《黑龙江史志》 2009（6） 省级

34 袁家菊 《蒋介石下野的替罪羊》 《文史天地》 2009（11） 省级
35 王国跃 《 知识经济时代顾客价值交付

流程的设计模式》
《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09（3） 省级

36 王国跃 《城市化、土地供给制度与我
国房地产业的发展》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
报》

2009（8） 省级

37 贺菊莲 《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饮食文
化交流初探》

《饮食文化研究》 2009（3） 省级

38 唐华容 《中国式革命道路的现实意
义》

《黑龙江史志》 2009（1） 省级

39 唐华容 《树立当代社会性别意识，促
进农村妇女参政》

《黑龙江史志》 2009（3） 省级

40 唐华容 《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几点思考》

《和田师专学报》 2009（2） 省级

41 唐华容 《农村妇女参政不足的自身原
因分析》

《管理观察》 2009
（14）

省级

42 郑全安 《试论江泽民文化发展战略思
想》

《福建党史月刊》 2009
（22）

省级

43 郑全安 《论江泽民优先发展科技和教
育战略思想》

《福建党史月刊》 2009
（24）

省级

44 聂蒲生 《中朝边镜贸易的历史渊源》 《 经济研究导刊》 2009（30） 省级
45 聂蒲生 《中国近代“诗人”丘逢甲》 《黑龙江史志》 2009（20） 省级
46 聂蒲生 《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

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

《中国<资本论>年刊 》 2009（6） 省级

47 聂蒲生 《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

《黑龙江史志》 2009（23） 省级

49 顾泉 《克尔凯郭尔之个体生存论研
究》

《科技风》 2009（5） 省级

50 童中平 《湛若水与王阳明哲学思想比
较》

《华章》 2009
（19）

省级

51 童中平 《试论胡锦涛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体系的建构》

《华章》 2009
（23）

省级

52 魏航 《刘逢禄公羊学解经径路探
析》

《东亚人文学》 2009
（15）

省级

53 刘亚明 《儒魂商才—对贵州财经学院
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

《考试周刊 》 2009（39） 省级

54 李茜 《
困扰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主客

观因素及其对策
》

《经济研究导刊》 2009（12） 省级

55 李茜 《
推进生命教育 积极预防自杀

》

《黑龙江史志》 2009(10) 省级

56 陶然 《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法律责任

制度的改革
》

《经济研究导刊》 2009（10） 省级

57 陶然 《
法官助理制度改革之新思考

》

《黑龙江史志》 2009（8） 省级

二、课题（1项）
序号 姓名 课题名称 课题级别 完成或立项时

间

1 骆剑琴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对贵州
新农村——以遵义市为例》 

贵州省科技厅项目 2009年结题

三、专著（3部）
序号 姓名 专著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日期

1 余发良 《贵州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合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年9月 

2 母泽洪 《美国次贷危机研究》（第一作者）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年8月 

3 张绪元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年9月 

校址：贵阳市花溪大学城贵州财经大学 邮编：5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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