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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供应链金融、供应链平台治理、公司财务金融、投融资决策 

学习教育经历 

    2003/9–2006/6， 南京大学商学院， 企业管理（公司财务/金融方向）专

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导师：茅宁 教授 

     2000/9–2003/7，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政治经济学专业，获经济

学硕士学位， 导师：宋岭 教授 

     1993/9–1997/7，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专业，获企业管

理学士学位， 导师：李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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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经历 

2018.07 — 至今，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2015.09 — 2018.06，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研究员 

2010.09 — 2015.08，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研究员 

     2006.07 — 2010.08，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助理研究员 

     2006.09 — 2012.07，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博士后 

2012.09 — 2013.10，美国密苏里大学，国家公派访学研究 

2010.09 — 2011.01，台湾政治大学会计系, 访学研究学习 

重要论文 

（1）Jingjing WANG, Mei Chen, Peter Klein, “China's Dairy United: A New 

Model for Milk Production”，《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MS 14204，SCI,SSCI）)， 2015(3)（通讯作者）；     

（2）陈梅，茅宁，“不确定性、质量安全与食用农产品战略性原料投资治

理模式选择”，《管理世界》，2015（6）； 

（3）陈梅，“基于质量安全的食用农产品战略供应关系治理[J]，产业组织评

论（封面文章），2013（1） （该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农业经济研究》2014

年3期全文转载。）（25000字）； 

（4）陈梅，张四一，夏桂圆，“正式控制、关系控制与企业战略供应关系绩

效”[J]，财经问题研究，2014（10）； 

 （5）陈梅，王新冲，“基于实物期权的中国乳业战略联盟契约控制”，《财

经问题研究》，2012（10）； 

 （6）陈梅，“战略供应关系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产业组织评论》

（封面文章），2011（3）； 

 （7）冯宝军，陈梅，陈银功，“管理控制对企业战略供应关系资本的作用

机理”，《预测》，2013（1）； 

（ 8 ） Jingjing WANG, Mei Chen, Peter Klein, “China’s Dairy United: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and Safety", In Collection: 2014 Annual Meeting, July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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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Minneapolis, Minnesota(被美国农业应用经济学会（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formerly the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2014 年会录用，并做了大会报告，被评为大会优秀论文； 

（9）Mei Chen, Ye Su, Cook Michael L., “Hybrid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Assuring Milk Quality: A Mixed Method Approach Informing a Chinese Dairy Supply 

Chain”（会议论文，第 6 届网络组织国际会议，摩洛哥，2013 年 11 月）； 

（10）Mei Chen, Sykuta Michael E., Cook Michael 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Strategic Investment in the Safety and Quality of Agri-food Inputs: Evidence from 

the Dairy Industry in China”（会议论文，将于 2014 年 4 月在德国召开的全球食品

安全国际论坛录用）； 

（11）陈梅，“企业战略联盟的期权博弈分析”，《南开管理评论》，2007.2，

P54-59（本文被《新华文摘》2007 年 13 期全文转载，同时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企业管理研究》2007 年第 8 期全文转载,获得 2007 年度东财优秀论文评选一等

奖）。 

（12）陈梅、茅宁、孙武军，“基于期权博弈的企业价值边界均衡演化分析”，

《中国工业经济》，2007.2，P12-19。 

（13）陈梅，“企业战略投资灵活治理模式的期权博弈分析”，《经济理论与

经济管理》，2007.2，P68-71。  

（14）陈梅、茅宁，“企业价值创造的期权博弈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

理》，2005.9，P65-70（本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企业管理研究》2006 年第 1 期

全文转载）。 

（15）陈梅、茅宁，“基于期权博弈的企业战略投资决策分析”，《经济管理-

新管理》2005.9，P19-26。 

（16）陈梅、茅宁，“基于期权博弈的企业性质分析”，《经济管理-新管理》，

2004.9，P16-20。 

（17）孙武军、陈宏民、陈梅，“基于网络外部性的市场结构动态演化分析”，

《管理科学》，2006.1，P66-71。 

（18）张先治、陈梅，“国资委管理控制机制研究——基于产权、超产权、

进入权的协调配置”，《改革》，2007.11，P20-26。 

（19）陈梅，“企业战略投资的分类治理——基于交易治理期权观视角”，《经

济管理》，2009.2，p78-83。 

http://ageconsearch.umn.edu/handle/43165
http://ageconsearch.umn.edu/handle/4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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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陈梅，“基于期权博弈的企业战略投资动态治理研究”，《北京师范大

学学报》，2009.3,p124-132. 

（21）陈梅，茅宁，“契约型企业战略联盟的灵活性期权价值研究”，《南开

管理评论》，2009.1，p146－152。 

 

重要课题 

（1）主持完成国家自然基金项目（70902062）“基于质量安全的食用农产品

战略供应关系治理研究”； 

（2）主持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基金资助项目（200902542）“质量

安全、关系治理与食用农产品战略供应研究”； 

（3）主持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项目（20070410352）“行

为决策与企业战略研发投资风险的期权博弈管理研究； 

（ 4 ） 主 持 完 成 辽 宁 省 教 育 厅 高 等 学 校 杰 出 青 年 学 者 成 长 计 划 项 目

（WJQ2011037）“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风险控制机制研究——比较制度分析视

角”（2011-2013）；     

（5）主持完成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2007T048）“ 战略控制、董事

会参与与公司战略绩效的实证研究”； 

（6）主持申请并获批了 2014 年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L13AJL002）“农

村经济合作组织研究”； 

（7）主持并完成 2015 年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土地经营权入股与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资本治理”(批准号：2015lslktzijjx-16) 。 

（8） 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参与完成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基于会计相关性的

内部报告理论研究与实践检验”（70972125）。 

（9）主持在研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立项课题“供应链金融促进金融资

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机制研究”（2022lslybkt-011）。 

专著 

（1）陈梅  专著《食用农产品战略供应关系治理研究——基于质量安全视

角》，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 年 6 月； 

（2）陈梅  专著  《基于期权博弈的企业战略投资治理研究》，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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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著 

（1）《公司理财》，姜英兵，陈梅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本

人完成 41 万字）。 

（2）《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张先治 教授主译,东财出版社

出版，2008 年,本人作为第二主要翻译成员。 

获奖 

（1）陈梅，“企业战略联盟的期权博弈分析”，原发表在《南开管理评论》

2007 年 2 期，后被《新华文摘》2007 年 13 期全文转载，获 2012 年度辽宁省哲学

社会科学成果叁等奖（论文类）； 

（2）陈梅  专著  《基于期权博弈的企业战略投资治理研究》，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2010 年 12 月出版，获 2011 年度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叁等奖（著

作类）。 

主讲课程 

     研究生(博士生+硕士生)：《公司金融》、《供应链金融》、《制度经济学与财

务会计研究》 

     本科生：《公司金融》、《财务管理》、《会计学》、《战略财务管理》、《行为财

务学》。 

社会兼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匿名评审专家、《南开管理评论》外审专家、《系统工程理

论与实践》外审专家、大连市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