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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院教师个人简介情况表

姓

名
徐晔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2.5

照片籍贯 江西南昌 行政职务

最后学历、学位 硕士
授予单位、授

予时间
1997.6

毕业专业 数学 参加工作时间 1984.9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聘任时间 2005.6
是否博（硕）导 博导 电话 13755609964
联系地址、邮编 330013 电子信箱 xuye_525@163.com
教育背景（从本科填起，含进修）

学 位 起止时间 院 校 专 业

学士 1980.9-1988.6 江西师范大学 数学

硕士（进修） 1995.9-1996.10 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数学

工作经历（含兼职情况）

职务 时 间 单 位（具体填写）

1984.9-至今 江西财经大学

个人简介（概述本人的研究方向、主讲课程）

（一） 研究方向:金融计量经济分析、宏观经济计量分析、资本市场数量分析

（二） 主讲课程：计量经济学

主持（参与）过的以及在研项目（按重要性填写，有则填）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起止时间 排序

1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技术效率测度研究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
2012.7-2014.7 1

2
基于知识融合的区域产业创新与产业升级耦合机制

研究

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一

般项目
2011.6-2014.6 1

3 基于融合的信息产业结构、组织与政府规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007.1-2009.12 2

4
信息产业成长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共生演进的机制研

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011.1-2003.12 2

5
环境约束下要素集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

研究——基于区域创新能力差异化视角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013.1-2006.12 2

6
环境约束下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特征、溢出效

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015.1-2008.12 2

7
基于知识溢出的区域技术创新驱动与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耦联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015.1-2008.12 2

8
融合背景下信息产业的自主创新与产业成长的协同

机制研究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
2007.7-2009.7 2

9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管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江西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
2005.7-2007.7 1

9
城市圈产业关联发展风险传导.控制与对策研究－

以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例

江西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
2008.7-2010.7 1

9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下的IT企业技术创新的动态演化

过程与仿真研究

江西省教育

厅科技项目
2009.6-2010.12 1

10 信息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机制研究
江西省教育

厅科技项目
2011.6-201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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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区域产业创新系统演化的机理研究
江西省教育

厅科技项目
2012.6-2013.6 1

12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效率测度与模拟
江西省教育

厅科技项目
2013.6-2014.11 1

13
江西省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效益评估与治理对策

研究

江西省高等

教育“十一

五”规划项目
2006.6-2008.6 1

14
《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以财经类专

业为例

江西省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项目
2013.6-2015.6 1

发表的论文、著作（含专著、译著、教材）（按重要性填写，有则填）

论著（论文）名称
出版单位或发表刊

物名称
出版或发表年度 排序

IT企业成长与人力资本效应——基于扩

展的内生增长模型与实证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3 2

IT企业的技术溢出与研发机理 当代财经 2007.10 1
中国高技术产业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

实证研究
当代财经 2009.12 1

IT企业的自组织协同机制研究 当代财经 2010.10 1
中国制造业环境技术效率的测度及其影

响因素研究
东岳论丛 2012.11 1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与我国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的关系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5 1

基于技术融合的IT企业创新模式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3 1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环境技术效率测度区

域比较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3.5 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

技术效率测度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

然版）
2014.4 1

Analysis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China's Software Industry
ICMeCG'2008，EI收录 2008.10 1

Financial support and electric

communications Industry:An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ICMeCG'2009，EI收录 2009.10 1

Literature Review onEnterpriseTacit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

Business and E-

Government

2010.10 1

其他（包括获奖、荣誉称号、社会兼职、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做重要报告情况，有则填。）

（一）获奖：第十二届江西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7）；第十三届江西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9）；第

十三届江西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09）；第十四届江西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11）；第十一届江西省高校人

文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09）。

（二）荣誉称号：获得2004年、2010年江西财经大学教学“十佳”称号，并被评为江西财经大学首届金牌教师，为江西省高

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三）兼职情况：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

（四）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做重要报告情况：在中国数量经济学年会上做分论坛报告。

博导、硕导在带研究生名单（有则填）

博士研究生：宋晓微；

硕士研究生：胡志芳、闫娜娜、程丽雯、王长松、熊娟娟、杨飞、王海静、王春晨等16名。

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11-2019 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许可证

号：赣洪备2-4-3-2002158 赣B2-20050263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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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入口 | 技术支持： 维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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