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庆波简历

一、基本情况
黄庆波，男，生于 1968 年 7 月。
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
学院副院长。
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带头人。
辽宁沿海开放与经济发展研究
基地执行主任，辽宁区域发展战略研
究基地执行主任。
《财贸研究》等杂志匿名审稿
人。
大连市政协委员，大连市党外人士议政建言专家咨询组成员。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民建大连市第十四届
常委。民建辽宁省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辽宁省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贸易政策、航运经济、全球价值链、贸易与环境。
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国家发改委、辽宁省社
科基金、辽宁省“十三五”规划等项目。在国际贸易问题、财贸经济、国际贸易、
国际经贸探索等 C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40 多篇，部分成果被《新华文摘》、
《人
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获得辽宁省政府奖 3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大连市政府奖 3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发表咨
询建议多篇，部分成果被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
1.学习经历
1986.9-1990.7 辽宁大学.光学专业.理学学士
1993.9-1996.7 辽宁大学.国民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硕士.
1999.9-2002.6 对外经济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学专业.经济学博士.

2.工作经历
1

1990.8-1993.8

沈阳变压器厂 新产品开发处 助理工程师

1996.8-1999.8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政策研究室 主任科员

2002.6-今

大连海事大学 教师

3.国外进修经历
1998.11.8-11.22 韩国/庆熙大学
2006.1.9-1.12

印度 /对外贸易学院

2007.5.21-5.25 波兰罗兹人文经济学院

辽宁省政府资助市场经济研修班
欧盟资助创新管理与技术转移（IMTT）项目
欧盟资助创新管理与技术转移（IMTT）项目

二、研究项目
1.主持国家、省部级项目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装备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机制研
究，16BJY068

【2】国家发改委公开招标项目（2016年），海洋经济强国发展战略及政策支持体系
研究

【3】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2016年），航运电子商务跨境贸易平台设计研究
【4】国家发改委公开招标项目，积极推动亚欧大陆桥通道建设研究，国家发改委西
部司，XBS13-10。

【5】国家发改委公开招标项目，国内外海洋经济发展形势与发展战略研究，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司，2012-30-1。

【6】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碳壁垒对我国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影
响的实证研究——以制造业为例。12YJA790052。

【7】辽宁科技计划项目，辽宁省促进科技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研究（2014401032）
【8】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辽宁沿海开放的战略重点与政策措施研究，
L11AJL006。

【9】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辽宁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瓶颈及对策研究。
L09AJL005。

【10】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进程中港口合作
模式与对策研究，L13AJL001。

2. 主持或参与相关部门委托项目
【1】辽宁省“十三五”规划课题（主持人）：辽宁省“十三五”时期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战略研究

【2】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课题（主持人）：辽宁营口商贸金融创新试验区可行性
研究，2013.11。

【3】辽宁省外经贸厅委托课题（主持人），辽宁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及主导产业
的确定》
、
《开放经济条件下辽宁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2006.01。

【4】锦州市发改委委托课题（主要完成人）：锦州龙栖湾总体发展规划，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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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鞍山市发改委委托课题（主要完成人）：鞍山大洋河临港经济区总体发展规划，
2013.03。

【6】欧盟委托课题（主要完成人）。项目名称——Education and E-Commerce Task Force
for Asia-EU small firm Development（教育与电子商务对亚欧中小企业发展的驱动力）（中
国参与部分排名第二）。项目编号： ASI/B7-301/97/0126-68。

【7】 中德合作项目（主要完成人）：辽宁省“十二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课题研究，
2010.04。

三、发表论文
1.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第一作者 3 篇）
【1】两岸四地贸易关系的依存性、互补性和因果性研究。2009 年 10 月，人大报刊复
印资料《海外贸易》全文转载。

【2】中国内地与香港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2009 年 3 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贸易经济》
全文转载。

【3】中国内地与香港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2009 年 2 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海外贸易》
全文转载。

2.CSSCI 来源期刊（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1】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基于Koopman 的地位指数和
Fally 的长度指数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8（4）。
【2】碳关税对我国制造业的出口结构和社会福利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国人
口资源与环境，2014（3）。
【3】“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格局重构分析，国际贸易，2017（1）：
54-58。

【4】中韩两国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国际贸易问题》，
2014 年 1 期。

【5】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经验剖析及对我国的启示，《国际贸易》2013 年 12
期。

【6】工序分工视角下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对策，国际贸易，2016（7）：54-57.
【7】两岸四地贸易关系的依存性、互补性和因果性研究。财贸经济，2009（7）。
【8】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印度和亚洲“四小龙”的实证
检验.国际贸易问题.2010（2）。

【9】跨国公司在华外包方式的深化与中国的政策选择；《国际贸易》（CSSCI 来源期
刊）2008（12）.

【10】中国内地与香港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国际经贸探索（CSSCI 来源期刊）.2008
（10）.

【11】构筑中美贸易“互利共赢”的格局；
《经济与管理研究》
（CSSCI 来源期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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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辽宁承接制造业外包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来源期刊）2009.6。515-518。

【13】中国与亚洲十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流量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
国际经贸探索，（CSSCI 来源期刊）。2009（9）。

【14】跨国公司研发方式的演变与中国企业的承接对策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
理》
（CSSCI 来源期刊）。2008（12）
。

【15】跨国公司在华竞争战略转变的影响因素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CSSCI 来源
期刊）。2009.4。

四、编写著作与教材
【1】第一主编.《跨国公司竞争战略》，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 年 7 月。
【2】第一主编.《国际投资学》，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2004 年 10 月。
【3】 第二主编.Proceedings of SME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Press. 2005.10. 2nd editor in chief.第二主编《中小企业管理创新论文集》
（英文）2005
年 10 月，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ISBN7-5632-1889-0。

【4】参编《世界贸易组织教程》，2005 年 8 月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编写其中第四章
《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协议与规则》
。

【5】参著《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战略规划研究》，书号 ISBN 7-5632-1835-1 大
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5 年 3 月。

五、获奖
【1】第六届辽宁省政府一等奖（第二完成人）
：海洋强国战略视角下加快大连东北亚国
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路径与策略研究，2018 年 1 月。

【2】辽宁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第一完成人），2004 年 10 月，《国际
投资学》获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2006 年 4 月。（黄庆波，陈双喜，许欣，冯冠胜）。

【3】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教材（第一完成人），2009 年 12 月。第一主编《国
际投资学》
。

【4】大连市第十五届社会科学进步一等奖（大连市人民政府奖）（第一完成人），辽
宁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瓶颈及对策研究，2014 年 6 月。

【5】大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进步三等奖（大连市人民政府奖）（第一完成人），“对
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 2007 年 3 月。

【6】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第一完成人）,大连海事大学辽宁港捷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2018.05。

六、成果转化
【1】黄庆波、高跃茹、许欣、郝胜宇：《更好发挥辽宁滨海公路辐射带动作用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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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辽宁省委宣传部《社科与决策》，2011 年 3 月 10 日。

【2】黄庆波、李振福、郝胜宇、候世平：《关于将营口打造成我省对外开放第三极的
建议》
，刊发在《咨询文摘》
，2012 年第 13 期。2012 年 6 月 21 日。

【3】黄庆波、戴庆玲、李焱、赵昌平：
《关于推进辽宁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议》，
《省情研究》
，2014 年第 1 期，2014 年 2 月 20 日。

【4】关于推动我省企业境外投资的几点建议，
《省情研究》，2011，5，许欣、黄庆波、
李焱

【5】王希文、黄庆波等：“辽宁省十二五时期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规划研究”，被辽宁
省发改委采用，为“十二五”规划制定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6】王希文、黄庆波等：“锦州市龙栖湾新区总体发展规划”于 2012 年初完成，被锦
州市发改委采用
【7】调研报告《大连长兴岛自由贸易园区功能定位与运作模式研究》获得 2011 年度
大连市民主党派专题调研成果二等奖。2012 年 1 月被大连市委副书记里景瑞批示。

【8】调研报告《关于大连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几点建议》，被大连市委副书记里景瑞
批示。2012 年。
【9】关于拓展辽宁新兴出口市场的几点建议，2016 年 11 月，咨询文摘。2016 年 12
月，省政协副主席武献华批示。

七、人生格言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八、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 huangqingbo@dlmu.edu.cn
联系电话：0411-84723527
微信：laohuang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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