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3 4 5 6

高级职称教师 当前位置： 主页 >师资队伍 >高级职称教师

高级职称教师

高级职称教师

学院首页 学院概况 党群工作 师资队伍 本科生教育 研究生培养 科研与社会服务 学生事务 网络课堂 下载中心

https://sxy.sicau.edu.cn/index.htm
https://sxy.sicau.edu.cn/szdw/gjzcjs.htm
https://sxy.sicau.edu.cn/szdw/gjzcjs.htm
https://sxy.sicau.edu.cn/szdw/gjzcjs.htm
https://sxy.sicau.edu.cn/index.htm
https://sxy.sicau.edu.cn/xygk/xyjj.htm
https://sxy.sicau.edu.cn/djgz/dwgz.htm
https://sxy.sicau.edu.cn/szdw/gjzcjs.htm
https://sxy.sicau.edu.cn/bksjy/zyjjjrcpy.htm
https://sxy.sicau.edu.cn/yjspy1/zyszjpyfa.htm
https://sxy.sicau.edu.cn/kyyshfw/kyxm.htm
https://sxy.sicau.edu.cn/xssw/jlcf.htm
https://sxy.sicau.edu.cn/wlkt/gjmxgkk.htm
https://sxy.sicau.edu.cn/xzzx/xzzx.htm


王  冲  联系方式：wc000500@163.com, 028-87126056

王冲，男，四川崇州人，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农业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后备人选，加拿大Dalhousie University访问学者，四川省委农业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研究新型智库专家。主要从事工商

管理、农业经济管理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涉及供应链管理和农产品流通管理等方向。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四

川省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主研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多项；以第一作者在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中国软科学、预测、软科学、农村经济等发

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专著1部；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均排名第二）各1项、四川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分别排名第三、第四）2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排名第五）1项。

★教育与工作经历

教育经历：

  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华最
出众的人，而是那些最善于利用每
一时机发掘开拓的人。

中级及其他职称教师

https://sxy.sicau.edu.cn/table-list2.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339


2011.09-2015.06，电子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博士

2004.09-2007.06，电子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硕士

2000.09-2004.06，四川农业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 学士

工作经历：

2019.05-现在 四川农业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2018.12-2019.05，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2016.11-2017.11，加拿大戴尔豪斯大学Rowe商学院 访问学者

2014.01-2018.11，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副教授

2010.01-2013.12，四川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讲师

2007.06-2009.12，四川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助教

★代表科研项目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972136，顾客退货环境下基于期权合同的易逝品供应链优化与协调，2020/01-

2023/12，45万元，在研，主持

[2]四川省教育厅科研创新团队项目，18TD0009，资源约束与农业可持续发展，2018/01-2018/12，5万元，已结

题，参加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602134，产出随机风险环境下基于期权合同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优化与协调，

2017/01-2019/12，17万元，已结题，主持

[4]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SC15E055，新型城镇化下四川省生鲜农产品现代物流发展模式及路径研

究，2015/12-2016/11，2万元，已结题，主持

[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301019，基于市场微观结构和非线性协整的期货市场日内价格间关系研究，

2014/01-2016/12，20.5万元，已结题，参加

[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272128，服务水平约束下易逝品供应链管理的期权博弈模型研究，2013/01-

2016/12，55万元，已结题，参加



[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XJY021，西部少数民族牧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007/01-

2009/12，7万元，已结题，参加

★代表论文

[1]Chong Wang, Jing Chen, Xu Chen. The impact of customer returns and bidirectional option contract on

refund price and order decis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9, 274(1): 267-279.（SSCI,

TOP）

[2]Chong Wang, Jing Chen, Xu Chen. Pricing and order decisions with option contracts in the presence of

customer retur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7, 193(1): 422-436.（SSCI, TOP）

[3]Chong Wang, Xu Chen. Optimal ordering policy for a price-setting newsvendor with option contracts

under demand uncertain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2015, 53(20): 6279-6293.（SSCI）

[4]Chong Wang, Jing Chen, Lili Wang, Jiarong Luo.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with put option contracts

and customer returns[J].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2019, DOI:

10.1080/01605682.2019.1599703.（SSCI）

[5]Chong Wang, Xu Chen. Joint order and pricing decisions for fresh produce with put option contracts[J].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2018, 69(3): 474-484.（SSCI）

[6]Chong Wang, Xu Chen. Option pricing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fresh produce supply chain with

portfolio contracts[J].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2017, 248(1): 471-491.（SSCI）

[7]Jiarong Luo, Xiaolin Zhang, Chong Wang. Using put option contracts in supply chains to manage

demand and supply uncertainty[J].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2018, 118(7): 1477-1497.（SSCI）

★代表著作

[1]期权合同视角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决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ISBN: 978-7-03-

058755-8, 23.5万字, 第一主著）

[2]市场调查与预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ISBN: 978-7-309-10360-1, 主编）



★科研奖励

[1]2019年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成果名称：易逝品供应链界面管理理论与应用研究），排名第2，证

书号：2-060-2。

[2]2020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成果名称：工业供应链智能物流管理研究与应用），排名第3，证书号：

2019-J-2-60-R03。

[3]2017年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成果名称：基于期权合同的供应链多源风险管理），排名第2，证书

号：2-060-2。

[4]2014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成果名称：易逝品供应链风险管理理论与应用研究），排名第4，证书号：

2013-02-54-R04。

[5]2012年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成果名称：基于供应链视角的四川农产品批发市场提升策略及其

实现路径研究），排名第5，证书号：2012-3-148-5。

[6]2018年获第十二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教学工作

本科：市场调查、物流管理

研究生：电子商务与供应链管理、供应链与物流管理专题、现代农业企业经营管理

★社会兼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in Operational Research,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控制与决策、四

川农业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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