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焱简介 
 

 

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大连海事大学“星海工程”

获得者”、“海事智库知名学者”获得者。 

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辽宁省科技计划项目、

辽宁省社科基金、辽宁省教育厅项目、辽宁省发改委招标项目、辽宁省财政基金

项目、辽宁省社科联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20 多项。研究成果获得辽宁省政

府一等奖。相关咨政建议在《成果要报》、《社科与决策》、《咨询文摘》、《省情研

究》、《建言》、《社科智库》等内参刊发，部分成果获得辽宁省委、省政府、交通

部领导批示。在 CSSCI 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多篇。 

研究方向 

全球价值链、航运经济、产业经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讲授课程 

国际商务、世界经济概论、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等。 

二、科研项目 

1、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基金项目 

【1】主持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装备制造业价值

链合作与共享机制研究，17BJY071。 

【2】主持 2016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

位测度及转型升级路径研究，16YJC790051。 

    【3】主持 2015 年辽宁科技计划项目，提高辽宁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对策研究。，

201540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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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持 2016 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辽宁装备制造

业国际产能合作研究，L16AJY003。 

【5】主持 2014 年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面向自贸区战略的大连东北亚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研究，L14AJY001。 

【6】主持 2013 年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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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3AJY001。 

【7】主持 2012 年辽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经济危机背景下建设大连东北亚

国际航运中心的思路与对策研究，L12BJL016。 

【8】主持 2012 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提升辽宁滨海旅游业竞

争力对策建议研究，W2013081。 

【9】主持辽宁省社科联课题：辽宁企业海外并购的发展趋势、问题与建议。 

【10】主持辽宁省社科联百项调研课题：辽宁企业引进海外研发团队与海外

并购现状及前景研究。 

【10】主持中国贸促会课题：碳壁垒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以交通运输业为例。 

【12】主持省财政科研基金项目《辽宁滨海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14D008。 

【13】主持“2017 年度辽宁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大连海事大学

国际商务专业学位辽宁国际商贸物流实践教学基地。 

2、主持或参与相关部门委托项目 

【1】主持辽宁省发改委招标课题（LNZC20150900529001），辽宁省“走出

去”专题报告。 

【2】主持辽宁省发改委招标课题（LNZC20150900541001），辽宁省“十三

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基本思路研究。 

【3】辽宁省“十三五”规划课题（课题组组长，第二完成人）：辽宁省“十三

五”时期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2014.8。 

【4】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课题（课题组组长，第二完成人）：辽宁营

口商贸金融创新试验区可行性研究，2013.11。 

【5】辽宁省外经贸厅委托课题（课题组组长，第二完成人）：辽宁老工业

基地产业结构调整及主导产业的确定》，2006.01。 

三、发表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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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4 期,24-35. 

【2】中国装备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与技术创新的协调发展研究，国际贸易，2017

（6）。 

【3】扩展引力模型下中澳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7（2）。 

http://www.gx211.com/collegemanage/college201_01.shtml
http://www.gx211.com/collegemanage/college201_01.shtml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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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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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海洋资源开发国际合作机制构建研究，国际贸易，2013 年 6 月。 

    【7】我国水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 年 3 月。 

    【8】FDI 对辽宁产业集群影响的实证分析，科技管理研究，2013 年 3 月。 

    【9】中澳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研究，价格月刊，2013 年 3 月。 

    【10】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构成特征及发展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107

（7）。 

【11】我国海运出口贸易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对数指数分解研究，数学的实践

与认识，2016（12）。 

【12】航海碳税影响我国海运出口贸易的传导机制研究，中国航海，2015（4）。 

【13】关于加强我省滨海湿地保护的几点建议，咨询文摘，2015（21），。

2015 年 6 月 9 日，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曾维批示。 

【14】关于防范我省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的几点建议，社科与决策，2012 年 3

月。 

【15】利用境外投资促进辽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建议，省情研究，2016 年

6 月 25 日。 

    【16】企业引进海外研发团队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辽宁经济，2014（3）。 

    【17】Empirical Study on Impact of FDI on Liaoning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Clusters ，EI 检索。The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cience。 

【18】SMEs Clusters Development: Quickening Liaoning Old Industrial Base 

Revitalization，Yan LI，Pin LV, Qing-bo HUANG．2n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Econom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CMESD2016]. 

2016(４)．CPCI 检索 

【19】Empirical Study on Impact of FDI on Liaoning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Clusters ，EI 检索。The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cience。 

【20】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China’s Technology Strategy，3
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15（5），CPCI 检索。 

四、获奖成果 

【1】第六届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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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辽

宁省人民政府授予。 

【2】辽宁省社科联二等奖（第一完成人）：《支持辽宁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升

级的财政政策研究》，2014 年 8 月获辽宁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月青年社科优秀成

果二等奖。Lnskxshdyqn-2014-2-09。 

【3】第五届辽宁省政府奖三等奖（第二完成人）：辽宁装备制造业集

群发展瓶颈及对策研究。Lnskj-(2011-2012)-3-137-02。2016 年 1 月。  

【4】大连市第十五届社会科学进步一等奖（第三完成人）：辽宁装备制造业

集群发展瓶颈及对策研究，2014 年 6 月。 

【5】年大连市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奖（第一完成人）：关于加强我省滨海

湿地保护的几点建议。2016 年 4 月。 

五、成果采纳与批示 

【1】“关于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特色优势与路径研究”，的咨政建议，获

得辽宁省委副书记谭作钧批示，2018 年 11 月 18 日 

【2】“拓展新兴出口市场 培育大连外贸竞争新优势研究”的咨政建议，获得

辽宁省委副书记唐军批示，2016 年 8 月 

【3】关于中国与巴拿马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风险分析及对策建议,海事大学专

家建议,2017(7), 交通部部长李小鹏、副部长何建中、戴东昌、刘小明批示。 

【4】关于合理利用巴拿马方便旗助推中国船舶运输的建议,海事大学专家建

议,2017(8), 交通部部长李小鹏、副部长何建中、戴东昌、刘小明批示。 

【5】关于加强我省滨海湿地保护的几点建议，《咨询文摘》刊发，中央候补

委员、辽宁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曾维批示。 

【6】关于拓展辽宁新兴出口市场的几点建议，咨询文摘 2016（11）。2016

年 12 月 12 日得到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武献华批示。 

【7】关于大连建设海洋中心城市的几点建议，2108 年 12 月，大连市副市长

郝明批示。 

【8】“一带一路”倡议下辽宁装备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建议，辽宁省政协副主

席姜军批示，2019 年 2月 6日。 

【9】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要报》，建议以“大北极国家”

定位统领我国北极政策，2016-08-31 

【10】“自贸区背景下加快大连东北亚航运中心建设的几点建议”成果应用证

明，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采纳，2014 年 

【11】 “一带一路”倡议下辽宁装备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建议，社科智库（省

级内参刊发），2017 年第 10 期。 

【12】主笔人：黄庆波；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下辽



宁装备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建议的提案》（0411 号），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答

复，2018 年 5 月 16 日。 

六、联系方式 

邮箱：lilyyan@dlmu.edu.cn 

电话：+86-13079812778 

微信：liyanfire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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