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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红， 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主要从事工商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

讲《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获校教学质量三等奖。在国际杂志《Journal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Journal of New mathematic and 

natural computation 》、《 Journa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Journal of Dynamics of Continuous, Discrete & Impulsive 

Systems》、国际学术会议和中文核心期刊等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出

版学术专著 3 部。主研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省部级课题多项。 

 

钟大能， 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主要从事财政税收、公共管理、农业推广（农村与区域发展）等

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等 CSSCI 来源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出版学术专

著 2 部。主研并完成国家、省部级课题多项，先后获省部级科研成果

二等奖、三等奖共 2 项。 

 

杜文忠，法学教授，法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教育部、司法部项目评审专家，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主要从事法律史学、边疆法学、比较法学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

在《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法学》、

《现代法学》等权威、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在国家 A 类

出版社出版个人学术专著 3 部。主持或主研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3 项，

主持韩国 ISEF 国际科研项目 1 项，先后获省部级科研（或教学）成

果二等奖、三等奖共 2 项。 

 

蒋彬，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地区城镇化、民

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在《民族研究》等权威

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7 部。主研并完成《西

南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进程

中的羌族文化重构研究》等国家级课题多项，先后获省部级科研成果

三等奖共 3 项。 



 

杨孔， 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四川省杰出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主要从事野生动物流行病学等

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在 SCI 和权威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和省部级课题 5 项，主研国家级课

题 4 项和省部级课题 3 项。 

 

殷锋，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四川省计算机用户协会理事。主要从事软件工程、数据挖掘等领域的

教学科研工作，主讲的《软件系统工程》等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

出版学术专著 1 部、科普著作 1 部、教材 6 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40 余篇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先后主持

省级课题 5 项，参与完成国家级课题 2 项、省部级项目 6 项，；获省级

教学成果三等奖 1 项。 

 

江明锋， 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主要从事动物遗传学、基因工程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讲的

《遗传学》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在《J Microbiol》、《畜牧兽医

学报》等权威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76 篇，参编学术专著 2 部。主持

并完成 “科技部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自然科学基金”、“四川省青

年科技创新团队”等国家、省部级课题 18 项，参研 6 项，获省部级科

研成果二等奖 2 项。 

 

刘圆，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入选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计划。主要

从事民族医药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讲的《中国民族药物学概论》

课程被推选为教育部“视频精品公开课程”和四川省教育厅“资源共享

课程”。公开发表论文共 200 篇，其中 SCI 收录（通讯作者 5 篇）10

篇，核心期刊 150 篇。主持完成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15 项。获四川省教

学成果三等奖一项。 

 

吴定勇，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

人选。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编辑出版及民族学、文献学的教学、研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和国家级其他项目 1 项，主持省部级社科

基金项目 6 项，出版专著 2 部、合著多部，在 CSSCI 来源期刊、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有 4 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先后获

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政府奖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优秀奖 1 项。 



 

陈桢，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

备人选。主要从事国民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专著 4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主持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 1 项；主持国家统计局项目 2 项，主持

四川省社科规划科普项目 1 项；主持省教育厅、发改委项目 3 项。作

为主研参加各类项目 6 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统计科学三等奖 1 项，

国家民委社科三等奖 1 项，四川省社科三等奖 1 项及优秀成果奖 1 项。 

 

陶斯文，教授，博士，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成都市民宗

局专家智囊团成员。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文化、民族地区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在核心期刊等刊物

发表了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主持省部级项

目 6 项，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5 项。 

 

蒲成毅，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中国保险学会理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中国风险分析与管

理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统计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保险学会常务理

事。从事风险管理与保险学、金融工程与保险精算等领域的教学科研。

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保险研究》等权威核心刊物发表学术

论文 5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3 部，承担完成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多项，

先后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共 4 项。 

 

崔梦天，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主要从事可信软件和优化算法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计

算机学报》、《系统科学与电子技术》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出版专著 1 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

目等多项课题。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讯评审专家，四川省科技

进步奖、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成都市科技计划等项目的评审专家和

国内外多家知名学术期刊的论文评审专家。 

 

徐明，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在库国家

科技专家，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主要从事材料物理的教学科

研工作，发表 SCI 论文 90 多篇，授权中国专利 6 个。其研究工作被

《Science》等国内外权威期刊论文引用 750 次以上，H 指数 15

（SCOPUS 检索结果）。其中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完成工作产生的

主要影响有：（1）部分工作已被写入 2 部国际权威的专业工具书和 8

部国际学术专著；（2）论文曾获中国物理学会 “最有影响论文奖”（一

等奖）。 



 

田钒平，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

人选。主要从事法理学、民族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法治保障

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讲的《民族法学》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

程，《法理学》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在《民族研究》等权威及核

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7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民族自治地方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若干

重大法律问题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实施困境与对策研究”等国家、省部级课题 7 项，先后获省部级

科研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共 6 项。 

 

沈兴菊，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

人选。主要从事旅游地理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讲的《中国旅游

名胜》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承担的《中国经济地理》获校教学质量

三等奖。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主研西南山区旅游地民族聚落空间演进与机制研究、四川少数

民族对气候变化和灾害的认知及适应能力调查研究等国家、省部级课

题多项。 

 

王建华， 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计划，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

省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前考古、人口考古等领

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讲的《考古学通论》被评为校级级精品课程。

在《考古学报》、《考古》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出版学术

专著 1 部。主研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教育部社科

基金等国家、省部级课题多项，先后获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

三等奖共 3 项。 

 

谭颖，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先后在哈佛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的教学及脑科学等交叉学科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在

Arthritis Rheum，Pain，Parkinson’s disease 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6 篇，EI 收录 8 篇。主持 1 项国家级课题，4

项省部级课题；主研 2 项国家级课题，5 项省部级课题。主研成果获

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顾健， 教授，博士，兼职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

人选。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常务理事，核心期刊《中国中药杂志》、《中

药材》杂志编委。主要从事中药、民族药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讲

的《药理学》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在《中国中药杂志》等核心

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3 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等国家、省部级项目 15 项，先后获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民族医药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2 项，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 



 

吴鹏飞，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四川省杰出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培育对象。西南民族大学第一届

“十佳青年”和第二届“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从事生态学方面的教学与

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壤生态学和恢复生态学研究，主要研究

领域是青藏东缘典型生态系统的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时空分布格局及

其形成机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若尔盖高寒草地不同退化阶

段土壤动物群落特征及其指示作用（No.: 40801092）”和“全球变化背

景下森林土壤动物群落对温度变化的响应机制（No.: 41371270）”，以

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6 项。已在“Plant and Soil”、“Applied Soil Ec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Biology”、《土壤学报》和《生态学报》等国

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40 余篇。 

 

唐俊妮，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计划，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主

要从事食品安全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在《FEMS Microbiology 

Letters》、《J Appl Microbiol》、《Foodborne Pathog Dis》、《中国科学》

等国内外刊物上共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7 篇，参编

全国高等院校食品专业规划教材 1 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四川省应用基础项目、教育部回国留学启动项目等课题。 

 

王长庭，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

人选，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主要从事青藏高原高地恢复生态、根系

生态和土壤微生物生态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Plant and Soil》，

《Biology Letters》，《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Biology》，《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生态学报》，《植物生态学报》，《应用

生态学报》等权威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5

篇。主持和主研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专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等国家、省

部级课题 10 余项，先后获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 项。 

 

刘兴文，博士，教授，湖南大学与电子科技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入

选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计划，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主要

研究领域包括：切换系统、正系统、时滞系统、稳定性分析与鲁棒控

制。在 IEEE Trans. on Automatic Control, Automatica,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ust & Nonlinear 

Control, Nonlinear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 Applications 和 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 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多篇。主持国家自然科技

基金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4 项。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和“四川省杰出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资助。 

 

钟海燕，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后备人选，四川省高层次海外留学人才。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区域经

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 20 余篇，出版专著 4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项目、中国

博士后基金、四川省科技厅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6 项，先后获

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共 3 项。 



 

刘韬，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主要从事无线传感器网络和嵌入式系统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在

《Computer Communications》、《Wireless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IEIC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等国际 SCI 源刊和《自动化

学报》、《通信学报》等国内权威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主持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四川省教育

厅科研重点项目等省部级课题多项，主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四

川省科技支撑重大项目在内的课题多项。 

 

严亨秀，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主要从事生理学、药理学（兽）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讲的

《生理学》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获校级青年教师授课技能大赛

一等奖和教学质量三等奖。在 J Med Chem（IF5.6）、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Immunologic research 等重要国际、国内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2 部。主持、主研并完成国家

“973”、“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省部级课题 6 项，获

四川省教学成果三等奖 1 项。 

 

杨发龙，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主要从事动物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讲的《兽医

微生物》及《微生物学》分别被评为四川省精品课程和校级精品课程。

在《Journal of Bacteriology》、 《Avian Disease》、《畜牧兽医学报》等

SCI 收录期刊和中文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6 部。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川省青年基金等国家、省部

级课题共 5 项，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三等奖共 3 项。 

 

林亚秋， 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

人选。主要从事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

作，研究方向为动物肉质调控。在《Comparativ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畜牧兽医学报》等

重要国际、国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参编学术专著 1 部。主

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国家民委项目 1 项，四川省应用基

础项目 2 项，并作为主研人员参加并完成国家及其他省部级项目多项。 

 

马健，副教授，博士，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主要从事

宏观文化政策、文化产业管理和艺术经济管理的教学科研工作。已出

版个人著作 5 部，独立在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 13 篇（权威期刊 4 篇），

并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

载。荣获过中国管理学院奖伯乐奖、中央美术学院青年艺术批评奖、

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刘毅，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主要从事经济与文化、教育评估等教学科研工作。在《财经科学》、《求

索》、《理论探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教育研究》等核心刊

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主持主研国家社科项目 3 项、省部级科研

项目 4 项、教改项目 4 项，获四川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出版专著 1 本，参编论著 4 部。 

 

林晓华， 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

人选。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讲的《新闻评论》

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在《出版发行研究》、《当代传播》、《新闻

界》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主编高校教材 2 部。主研并完

成《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报业经济研究》、《民族地区新媒体舆论引导机

制研究》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6 项。先后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二等

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周洪波， 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人选，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主要从事诉讼法、证据

法、司法制度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

等权威刊物和《中外法学》、《法学家》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并

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刑事证明的事实研究》、2011 年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以实质证

据与辅助证据的区分为视角》、第 49 批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国家建设与司法现代化》等课题，获四川省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第二届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三等

奖等奖励。 

 

钟洁，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国家

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四川省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主要从事民

族旅游、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讲的《生态旅

游学》课程被评为西南民族大学授课技能大赛二等奖。在《旅游学刊》

等权威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 部。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四川省哲学社

科基金等国家、省部级课题 6 项。 

 

郭建勋，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后备人

选。主要从事民族社会与文化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讲的《民族

学概论》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在《中国藏学》、《民族艺术》、《青

海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文化遗产》等核心刊物发表学

术论文 30 余篇，1 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心全文收录，出版学术专

著 1 部。主持国家、省部级课题各 1 项，参与国家级课题 5 项。获省

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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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桂蓉，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主要从事人口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 项，国家软科学项目各 1 项，省部级项目 5 项；

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各 1 项，参

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 项；独立出版学术专著 1 部；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获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四川省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优秀成果二等奖、成都市软科学成果三等奖。 

 

郑洲，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和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计划，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藏区经济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财

经科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西藏研究》、《中国藏学》等核心刊

物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独立出版个人学术专著 2 部，主持国家级课

题 1 项、省部级课题 6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