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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大连理工大学 |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 工学博士             2013.09 — 2019.05

l 大连理工大学 |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 工学学士             2009.09 — 2013.06

工作经历

u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水运司    借调                               2019.07  —    今

        在经济运行处从事水运信息化管理和重点物资运输组织协调等工作。

u   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讲师、硕士生导师    2019.06  —    今

        培养高级物流管理人才，参与自动化码头实验中心相关工作。

研究方向及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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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证书

ü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科技进步三等奖

Ø 研究方向：交通运输系统优化、港口物流与港口规划

Ø 参与研究课题

p生态型港口时空演化机理与开发模式研究

p沿海大型枢纽港陆路集疏运多通道空间尺度随机动态规划研究

p复杂网络重构下港口空间结构与功能动态规划理论研究

Ø 参与项目

n 《辽宁省口岸发展“十三五”规划》 

n 《大连港冷链物流体系规划》

n 《大连市“十三五”港口发展转型升级研究》

n 《大连市港口建设“十三五”规划》

n 《大连市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十三五”规划》

n 《大连市 “十三五”期间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研究》

n 《大连国际邮轮客运中心项目场地建筑物标高论证咨询》

n 《大地半岛区域前期工作项目 方案设计（交通规划设计）》

n 《 丹东口岸扩大开放可行性研究 》

n 《 美国现行港口工程系列规范翻译 》

社会工作

Ø 深度调研仁川港、悉尼港、丹东港、大连港、连云港港、盐城港、上海

港、嘉兴港、厦门港、深圳港、广州港等深水良港及有关航运企业；

Ø 担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和Polish Maritime 

Research等期刊的审稿人

Ø 2015和2017全球冷链峰会（GCCS 2015和GCCS2017）志愿者负责人

马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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