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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敏

系    室：农业经济学系农林经济管理教研室

职    称：副教授

   

  基本信息

李敏，女，汉族，1981年11月出生，陕西高陵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招生方向：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型博士）；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型硕士）；农业管理（专业硕士）；

                  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邮      箱 ：lbwb2003@163.com，limin66@nwafu.edu.cn

办 公 室 ：经济管理学院C319室

教育背景

1999年9月~2003年6月，西安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系，获管理学学士学位

2005年9月~2008年6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获理学硕士学位

2008年9月~2015年12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11年8月~2012年9月，访问学者，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NJIT）

工作经历

2003年8月~2008年12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教

2009年1月~2017年12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2018年1月~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领域

农业经济管理、农村与区域发展

主讲课程

《组织行为学》《中国乡村伦理》《农业组织与行为》《领导学》等

科研成果

1. 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返乡动机、人力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农业生产行为研究，2018-2021，主持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跨省国家公园社会参与机制研究，2020-2021，主持

[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生态补偿与减贫长效机制研究，2020-2021，主持

[4] 杨凌示范区项目，加快发展科技服务，培育新兴产业增长点，2020，主持

[5]陕西省软科学，基于精准扶贫视角的陕西省经济林经营效率及其适度规模研究，2019-2020，主持

[6]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生态补偿激励机制研究，2019-2020，主持

[7] 陕西省重大问题研究项目，陕西省“十四五”建设美丽乡村思路研究，2019，主持

[8] 林业软科学，基于精准扶贫视角的西北贫困地区经济林经营效率评价研究，2018-2020，主持

[9] 农业部软科学，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行为研究，2017.1-2017.12，主持

[1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西北贫困地区经济林经营效率评价研究，2018-2020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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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农民组织化程度衡量视角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研究，2016-2018，主持

[12] 杨凌示范区软科学，城镇化背景下杨凌示范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行为研究，2016 -2017 ，主持

[1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科专项项目，农业劳动力结构失衡与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性研究，2012-2015，主持

[14]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农民参与意愿的陕西省新农村社区建设影响因素研究，2012-2015，主持

[15] 校博士启动费，兼顾绿色、公平、效率的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2016-2019，主持

[16] 校级教改项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核心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建设研究，2013-2015，主持

[17] 场站“双百”实践教学项目建设实施计划书，基于“产学研”融合的农业企业调研专业实习，2020-2021，主持。

[1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组织行为学课程建设，2020-2021，主持

[19]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8-2020，主持

[20]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决策行为研究：驱动机制与绿色引导，

2021-2023，参与

[21] 教育部人文社科，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绩效研究—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双重视角，2016-2019，参与

[2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双内生视角的非农就业对林地流转的影响研究，2015-2017，参与

2. 出版专著情况 

[1] 设施农业概论，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年，参编

[2] 农村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副主编

3. 发表论文

[1]段培,刘润,陈绳栋,李敏*.节水灌溉服务支付决策与农户收入——基于新疆生态脆弱区的调查[J].资源科学, 2022，44

（4）：833-846.

[2]李佳宁,李敏*,冀昊. 生态补偿政策、收入影响与牧户生活质量—来自青海省河南蒙古自治县的实证证据[J].干旱区资

源与环境, 2022, 9（05）

[3]郭章栋,冀昊,李敏*.草原补奖政策下资源禀赋对牧民畜牧业代际意愿的影响[J].草地学报, 2022, 2（02）：52-61

[4] Min Li , Xiaobo Yan , Yuqiao Guo , Hao Ji * . Impact of risk awareness and agriculture cooperatives’ service on

farmers’ safe production behaviour: Evidences from Shaanxi Province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1(6):312. SCI/SSCI

[5] Manyu Wang, Min Li*, Bei Jin, Lan Yao , Hao Ji .Does livelihood capital influence the livelihood strategy of

herds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J]. Land, 2021, 10(6): 763. SSCI

[6] Lan Yao, Xiaobo Yan, Miaomiao Xu, Mengya Wu, Zhenning Yu, Min Li*. Study on Herders’ Willingness to Protect

Grassland Based on the IAD Extended Decision Model[J]. Land, 2021, 10(4): 424. SSCI

[7] 徐苗苗,黄智君,阎晓博,冀昊,李敏*.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苹果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陕西省调研数据[J].林业经

济,2021,43(04):70-82.

[8] 李敏,阎晓博,黄晓慧*.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的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21(01):90-98+178. CSSCI

[9] Hao Ji, Hao Wang ∗, Rui Zhong , Min Li, China's liberalizing stock market, crude oil, and safe-haven assets: A

linkage study based on a novel multivariate wavelet-vine copula approach[J]. Economic Modelling,2020, 12(8):93.

SCI

[10] 李敏 ,廖琳 ,周雨恩 ,黄晓慧*.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因素 [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2020,20(02):97-103. CSSCI

[11] 张寒,赵青,许时蕾,白秀广,李敏.分组模式对混合式学习效果的影响研究——基于《林业经济学》课程的PSM分析

[J].林业经济,2019,41(07):110-115.

[12] 李敏,杨涛,陈洪宇.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化服务问题研究——来自陕西省4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据[J].世界农

业,2019(03):94-99.

[13] 李敏,李豆.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研究[J].世界农业,2015(11):219-222.

[14] 李敏,郭海丽,李豆.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学质量评价研究[J].高等农业教育,2015(10):61-65.

[15] 李敏,王礼力,郭海丽.农民组织化程度衡量及其评价[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03):88-93+113.

CSSCI

[16] 李敏,王礼力 ,郭海丽 .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的数据[J].云南社会科

学,2015(03):63-67. CSSCI

[17] 李敏,邱泽元.基于多角度分析的新农村社区建设研究[J].生态经济,2014,30(08):148-152.

[18] 李敏.多媒体教学的反思[J].继续教育研究,2013(06):142-144.

[19] 郭海丽,王礼力,李敏.资金来源方式与农民收入的动态关系研究——以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为例[J].软科

学,2012,26(07):81-85. CSSCI

[20] 郭海丽,王礼力,李敏.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投资绩效评价——基于灰色综合关联度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05):53-60. CSSCI

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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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参与教改类课题7项。近几年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神农杯”、“挑战杯”、“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等二十余项，本科生论文获院级、校级优秀十余人次。

[1] 第十三届“挑战杯”陕西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二等奖”2021年

[2] 获评院级先进个人，2020年、2018年

[3] 获评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专项调研，2020年

[4] 获评校级在线教学优秀案例，2020年

[5] 获评校级本科生百优论文优秀指导教师，2021年、2020年、2019年

[6] 获得教学工作先进个人，2019年

[7] 校级师德师风先进个人，2021年、2019年

[8]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优秀，2019年

[9] 课程思政讲课比赛学院二等奖，2018年

[10] 师德师风演讲比赛院“二等奖”，2016年

[11] “第七届全国农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2016年

[12] 指导本科生“三下乡”调研活动，获校级“二等奖”，2016年

[13] 学校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三等奖”，2009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地址：陕西·杨凌示范区邰城路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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