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导师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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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

西安工程大学

所属学院（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

导师类型

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导/博导）

博导所属单位
姓名
个
人
信
息

宋伦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手机号码

性别
民族

博士学位

女
汉族

职称/职务

副教授

办公地点

E-mail

renwensl＠163.com

办公电话

备注

教育经历

1978-1983：北京理工大学附中
1983-1988：东南大学医学院 临床医疗系，获医学学士学位
2000-2001：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修完 MBA 全部课程并获硕士结业证书（全脱产）
2001-2004：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2005-2008：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4-2005：获国家心理咨询二级师资格

工作经历

1988-1992：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妇产科，具执业医师资格
1992-1993：从事过办公室文秘、药品推销等职业
1995-2000：甘肃省医学会医学培训学院 教学与管理
2004-至今： 西安工程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

个
人
简
历

学术成就简要
介绍；研究生培
养情况介绍；

学校/部门/系
室职务、荣誉称

1、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结合西方经济学及明清之际山陕商人的发生、发展及衰落，
对明清陕西商人经营管理制度及陕西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对山陕
会馆的经营运做了继续的深入研究。
2、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方法，从个体生理心理角度入手，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动力进
行了一定研究。
3、研究生培养：以学科课程为基础，培养研究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素养；以各研究方向的学术
研究为支柱，培养研究生专业研究的能力。强调导师和导师组指导下的主动研究，建立以研究生为
主体的教学方式。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提高并重，全面提高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在取得研究成果
的同时培养人才。

1、2010 年被学生评为西安工程大学第三届“学生心目中的好教师”

号、学术兼职、 2、陕西省心理学会理事
社会兼职等； 3、陕西省职业资格鉴定中心聘任“心理咨询”及“人力资源”专家
4、陕西省反邪教协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

科研项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经济史 及明清陕西商人研究
2、社会生理心理学研究

1、“明清西安山陕会馆与发挥西安历史文化优势研究”（06J56），2006.9-2007.8。
西安市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负责人。
2、“明清陕西山陕会馆及其市场化因素研究”（06H002Z），2006.12-2007.12。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负责人。
3、“明清陕西工商会馆在西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2010JK130），2010.9 -2012.8。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负责人。
4、“市场经济因素下工商会馆的社会化保障作用研究”，负责人，（09XG03）
西安工程大学基础研究基金项目。
5、“可持续发展方法与改善西安市投资环境”（05JK042），2005.7-2006.6。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资助项目，第二承担人。
6、“明清山陕会馆研究”，西安工程大学博士资助项目，负责人。
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精彩一门课”全程教学示范片，教育部社科司项目，参与。

论文

学术及科研成果

1、《从前苏联东欧巨变看共产党坚持“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性》
第一作者，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伟大的实践 艰辛的探索》，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
第一版，第 271-273 页。
2、《论社会主义‘诚信’的市场规则》，第一作者，《西北大学学报》2002 年增刊第 4 期。
3、《透视西安餐饮的“文化现象”》《三秦都市报》通讯员，2003/4/11 第 10 版。
4、《历史上的“货币咏叹调”》第一作者，《华夏文化》2003 年第 2 期。
5、《明清工商会馆的产生及其社会整合作用》第一作者，《兰州商学院学报》2003 年第 5 期。
6、《明清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特点》
，第一作者，《晋阳学刊》2004 年第 1 期。
7、《再造秦人形象 重振陕商雄风》
，第二作者，《陕西外事》2001 年第 6 期。
8、《茅台之母》，第二作者，《三秦都市报》2001/10/23 第 10 版。
9、《北京的陕西会馆》
，第二作者，《陕西日报》2001/11/21 第 5 版。
10、
《明清山陕会馆与商业文化》，第二作者，
《华夏文化》2002 年第 1 期。
11、
《十论陕西人思想观念的破旧立新》，第二作者，《三秦都市报》2002/8/27 第 10 版。
12、
《山陕会馆铁旗杆文化刍议》，第二作者，
《华夏文化》2002 年第 3 期。
13、
《论明清工商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第二作者，《西北大学学报》2002 年第 4 期。
14、
《论明清工商会馆的市场化进程》，第二作者，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 2003
年第 2 期。

15、
《论陕西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品牌战略》，第二作者，
《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部大开发研究》，陕西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1 页。
16、《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初论》
，第二作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17、《明清工商会馆‘会底银两’资本运作方式探析》，第一作者，
《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 2 期。
18、《明清陕西山陕会馆及其市场化因素》，第一作者，《西北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
19、《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第一作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
20、《论明清工商会馆的经济管理功能》
，第一作者，《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
21、《明清山陕会馆管理思想简论》
，独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
22、《论明清工商会馆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中的作用》
，第一作者，《理论导刊》2008 年第 1 期。
23、《论明清工商会馆‘寓市于会’的特征》
，独立，《社科研究》2007 年第 7 期。
24、《浅析明清工商会馆产生的原因》，独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增刊。
25、《论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历史命运》，第二作者，《纺织高校基础科学学报》2006 年第 19 卷增刊。
26、《系统自组织观》
，第二作者，《系统科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
27、《系统思维方法的重要原则》，第二作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
28、《加强科学发展观教育的必要性》，第三作者，《现代高等教育》2007 年第 1-2 期。
29、《崇尚科学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第二作者《人文杂志》2007 年专辑。
30、《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第一作者，被《21 世纪的中国：金融证券与
中国经济》收录，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 年版。
31、《论明清工商会馆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中的作用》
，第一作者，《理论导刊》2008 年第 1 期。
32、《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第一作者，《西北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论著
1、《西商大贾》，第一作者，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7 年版。
2、《明清陕西商人经营管理制度研究》承担 4 万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版。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教材）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独立撰写第四专题“所
有制及分配制度”篇。
4、《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
，参编 8 万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5、《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 年版，
《21 世纪的中国：
金融证券与中国经济》收录，第一作者。

附件 2：

各培养单位导师信息采集联系人
学院代码

学院

姓名

移动电话

E-mail

001

纺织学院

吴

钦

13991335817

xawq67@163.com

002

机电学院

马

林

13609297077

12053658@qq.com

003

服装学院

周

芸

15829787737

183870663@qq.com

004

电信学院

孟昭亮

13772021004

522126127@qq.com

005

管理学院

张克英

13572115025

keerbin@163.com

006

环化学院

丁

涛

13571967776

672074077@qq.com

007

计算机学院

郝筱松

13891960216

64434319@qq.com

008

理学院

贠

玲

13119194727

yunling0800@aliyun.com

009

人文学院

魏

庆

13572953120

wqjason@163.com

010

思政部

郭

松

13991287127

125268907@qq.com

011

艺工学院

朱海涛

13572460682

1402441945@.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