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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

一、“两年在大陆、一年在台湾”轮流举办

自2013年起，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清华大
学等联合发起的海峡两岸科技管理年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

年会确立了的轮流举办方式，年会已经成为科技管理领域重要
的高层次研讨平台。尤其是在促进两岸科技管理合作和人才培养方
面发挥了桥梁作用。

第一届和第二届分别于2013、2014年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举
行，2015年由台湾清华大学科技管理研究所成功举办了第三
届，2016和2017年由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与华南理工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成功举办了第四届和第五届。2018年由台湾的政治大学科
技管理与智慧财产研究所举办了第六届。第七届年会于2019年10月
在美丽滨城大连举行。

本届会议由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台湾清华大学

为共同主办单位；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交通大

学、台湾中山大学、台湾逢甲大学、台湾中兴大学、台湾高
雄大学、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技发展战
略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同
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南
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
学、长安大学、昆明理工大学、河南科技大学和佛山科学技
术学院等协作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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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届年会主题：科技管理与产业创新

科技管理理论创新

科技创新之新模式及案例；科技创业之新模式及案例

科技服务创新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创业的风险防范

科技管理公共政策与智库；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创新

科学学与科学计量学；    知识产权与管理

其它相关主题（创新技法等）

三、议程及安排
10月11日全天：会议注册和报到
10月12日上午：8:30-12:00 开幕式、主题演讲
10月12日下午：2:00-6:00  分组交流、主题演讲、闭幕式。

2



第七届海峡两岸科技管理学术年会

12日上午：徐雨森

出发去会场 昱圣苑酒店（7:50大堂集合，8:00准时出发）—大连理

工大学西北门

8:30-8:40 会前随意轻松交流

8:40-9:00

开幕式 【地点经济管理学院A301】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致辞

台湾清华大学张元杰教授致辞
中科院大学霍国庆教授致辞
大连理工大学校领导致辞

9:00-9:10 集体合影【一楼旁侧】

9:10-9:30

刘则渊（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中国科学学
与技术政策研究会前副理事长、杰出贡献
奖获得者）
中华民族的科技强国梦：愿景、条件、策
略

主持：
霍国庆教授

9:30-9:50
张元杰（台湾清华大学 教授）
科技管理的新研究议题：以Fintech互/物联
网金融为例

9:50-10:10
王海燕（中国科学院大学 教授）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政策需
求：创新系统视角

10:10-10:30 刘志迎（中国科技大学   教授）

10:30-10:50
吴丰祥（台湾政治大学 教授）
平台企业的研发创新管理初探 主持：

徐雨森教授10:50-11:10 张慧颖（天津大学 教授）

11:10-11:30
陈明惠（台湾中兴大学 教授）
Creative entrepreneurs: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and career success

11:30-11:50

许  治（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选择赢家”还是“打造赢家”？重审政府
补贴政策与企业创新作用机制

11:50-12:10 罗尚忠《中国软科学》执行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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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2:15  午餐  大连理工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一楼宴会厅（南门旁）
【餐后可回会场休息】

2:15-4:15 分组讨论（汇报8分钟，讨论5分钟）：
每一组均预留了机动安排的时间，有发言老师可在会前随时联系博
士生杨安妮或徐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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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下午 2:15-4:15

第1组：科技创新创业【B220】

共同主持：陈明惠 台湾中兴大学

王向阳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点评：    陆大荣 台湾中兴大学

卢艳秋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1
行动直播平台的商业模式之研究

吴丰祥
台湾政治大学

2
新兴技术的预期治理：内涵、意义与过程

孙启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
科技企业组织研发惯例演化路径选择—基于
创始人与投资公司治理的多案例研究

叶英平
吉林大学

4 车联网保单与服务创新：服务系统的观点
王健航

台湾逢甲大学

5
企业高管内部晋升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具
体影响与作用机理

康华
西安理工大学

6
同化或变形？－两岸智慧医疗与新零售之产
业个案比较

黄佳寗
财团法人中华经济

研究院

7 分析知识型网红的创业历程与商业模式

葛孟尧
台湾实验研究院科
技政策研究与资讯

中心

8
创新能力对公司绩效的结构性影响？从台
湾ICT产业的角度
专利拍卖平台商业模式之比较

滕敏君
中国计量大学

9
 科研组织战略管理要素模型的理论建
构——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李燕
延安大学

10
组织支持感对员工失败学习的影响:基于“
朱熹知行观”与自我决定视角

庞立君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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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下午 2:15-4:15

第2组 创新政策与知识产权【B309】

共同主持：张项民 教授、书记    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张公一 教授、副院长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点评：    耿  筠 教授  台湾科技大学 

卢文祥 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邱吉福 教授  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1
基于专利发明人合作网络的专利价值影响因素
研究

张克群
武汉大学

2 我国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相关措施统计分析
唐素琴 

中国科学院大学

3
以生态系统之观点探讨产学研价值共创之运作
模式

陈靖惠
财团法人金属工
业研究发展中心

4
大数据经济发展下企业利用个资方式所面临的
个资法规范分析—以金控公司建立客户信用分
数的剖析模型（Profiling）专案为例

郑菀琼
台湾政治大学

5
公私部门协力治理之价值共创生态系统：屏东
县佳冬乡之实践场域

蔡振义
文藻外语大学

6
3D列印中CAD软体製造商之商标民事侵权免
责研究

陈匡正
台北科技大学

7
中国区块链技术发展轮廓的调查研究：以专利
资讯为分析基础

耿筠
台湾政治大学

8 从创意资本观点探索城市的创意循环发展
张瑜倩

台湾政治大学

9
新创资讯服务业混合式创新保护机制之实证研
究；汽车售后服务绩效评核关键因素之研究：
以阶层分析法为实证

陈旻男
台湾嘉义大学

10 两岸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及管理
卢文祥

中国科学院大学

11 政府引导基金如何带动创业企业成长
程聪慧
湖南大学

12日下午 2:15-4:15

第3组  博硕士工作坊专场（第一小组）【A301】
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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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阳群  合肥师范学院  教授

王清晓  河南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

学术支持老师：

陈旻男  台湾嘉义大学 

李  燕  副教授/系主任 延安大学

1
通讯传播规管基础与频谱筛审(spectrum 
screen)

方修忠
台湾通讯学会/
台湾政治大学

2
探讨数位分享平台之价值共创关键因素：
以Thingiverse平台的创客为例

尹秦清
台湾新竹清华大

学

3
Reinventing Open Innovation to Services-Case 
Report:Critical Factors to Maintain the Viability 
of Probiotics

刘英郎
台湾政治大学

4
How does technology influence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刘子昂（Ziang 
Liu）

Golden Gate 
University

5
FDI、移民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
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

刘祎康
天津大学

6 专利价值、专利质量和高价值专利之关系述评
李骥
上海大学

7
挑战性-阻碍性压力源、失败学习与员工创新
行为的关系：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

赵彬
吉林大学

8 高校竞争网络对高校科研创新绩效的影响
熊丽彬

中国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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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下午 2:15-4:15

第4组  博硕士工作坊专场（第二小组）【A201】
共同主持：

李海波 副所长 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蔡  强 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

学术支持老师：

张俊艳 副教授 天津大学

叶英平 吉林大学 

何建洪 重庆邮电大学

张景行 台湾嘉义大学

题目 汇报人

1
产业集群GEMS-P竞争力评价模型的构建及
实证研究——以闽、粤两省电动汽车为例

庞颂全
台湾政治大学

2 基于三螺旋理论的产业共性技术创新研究
魏春艳
东北大学

3
后进发展的国际创业家：结合制度与资源观
点

倪福全
台湾清华大学

4
金融科技主流设计与技术多角化关联性之研
究

温喜富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5
组织兼容性、跨国并购知识转移与企业国际
化

齐莹
吉林大学

6
风险投资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
薪酬激励视角

景礼
天津大学

7

企业家权力强度如何影响创业企业创新意
愿？—基于显性年龄和隐性知识背景的跨层
次解释

郑耀弋
北京科技大学

8
社会资本对于网络成瘾：自我效能与自我价
值

刘又祯
台湾中兴大学

9 社群媒体与幸福感：网路社会资本观点
赵泉鑫

台湾中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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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下午 2:15-4:15

第5组 博硕士工作坊专场（第三小组）【B218】
共同主持：

李晓翔 教授 安徽大学

邱  毅 副教授、副处长（商务部）  浙江工商大学

学术支持老师：

高  洋 副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商学院

李苗苗 副教授 青岛大学；

赵  欣 副教授 西安理工大学；

康  华 副教授 西安理工大学

题目 汇报人

 1
企业电子知识库与在线知识社区间的知识
转移行为研究

黄思萌
西安理工大学

2
外商投资对企业成长与创新的影响机制研
究：知识获取模式的调节作用 

顾柠
北京师范大学

3
科研组织应该控制其衍生企业吗？—基于
中国上市的科研组织衍生企业的研究 

王若凡
中国科学院大学

4
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企
业资源门槛视角

刘晨蕊
北京师范大学

5
通用型还是专用型？非对称依赖与创新获
利—基于iphone生态系统的案例研究

葛安茹
北京交通大学

6
财税政策真的没有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
吗？

 叶阳平
 广东工业大学

7 采购过程中风险管理促进组织可持续发展 
周申晨

中国科学院大学

 8 数据分析保健食品对消费者满意度之研究
孙翔

台湾逢甲大学

 9 游戏成瘾的转变：更孤单或快乐
许昱富

台湾中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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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6:00    主题报告及闭幕式 【A301】

主题报告

4:30-4:45 曾芳美 （台湾元智大学 教授）虚拟实境学术论文之

发展轨迹

4:45-5:00 郑季良（昆明理工大学 教授）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条

件组态路径对比研究—基于企业资源视角

5:00-5:15 李亭林 （台湾高雄大学） 政府补贴对民众购买电动

机车决策之影响-以心理会计观点

5:15-5:30 罗锋    （教授、院长）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5:30-5:45 李海波 （山东省科学院 研究员）山东软科学研究会

理事长  科技创新支撑新旧动能转换

闭幕式

5:45-6:00 下一届，即第8届主办方致辞

张元杰、霍国庆教授总结致辞

6:00-6:30    乘车返回昱圣苑酒店 

6:30-9:30   晚宴及海峡两岸教授联谊茶叙  

            （主持 张元杰教授、吴丰祥教授

 杨建君教授、刘志迎教授等）

通讯录

姓名 单位 职称 联系电话 邮箱

霍国庆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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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杰 台湾清华大学 教授

刘则渊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王海燕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教授/副院
长

罗尚忠
《中国软科学》杂
志编辑部

主任/执行
副主编

吴丰祥 台湾政治大学 教授
fswu@nccu.edu.t
w/fengshangwu@g

mail.com

陈明惠 台湾中兴大学 教授
mhchen@nchu.edu

.tw

曾芳美 元智大学 教授
fmtseng@saturn.

yzu.edu.tw

宋皇志 台湾政治大学 所长
sung.hc@gmail.c

om

李亭林 台湾高雄大学 教授
inda_lee@nuk.ed

u.tw

耿  筠 台湾科技大学 教授
yunken@mail.ntu

st.edu.tw

陆大荣 台湾中兴大学 教授 4245653@qq.com 

李庆芳
台湾实践大学高雄

校区
教授暨系
主任

pflin@ncut.edu.
tw

王晓峰 洛阳理工学院
教授/副校
长

lylgxykjy@163.c
om

杨  林 南京财经大学 教授/院长
yanglinjx@126.c

om

刘兰剑 长安大学
教授/副院
长

chdliu@26.cm

许  治
华南理工大学管理

学院
教授/副院
长

张项民
河南科技大学管理

学院
教授/书记

王清晓
河南科技大学管理

学院
系主任

邱吉福 集美大学 教授/处长
qiujf@jmu.edu.c

n

张仪华 集美大学
教授/系主
任

yward@163.com

王  园 集美大学
研究中心
主任

xmwangyuan@163.
com

何建洪 重庆邮电大学
教授/系主
任

hejh@cqupt.edu.
cn

张慧颖 天津大学 教授
hyzhang@tju.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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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季良 昆明理工大学 教授

刘志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

海本禄 河海师范大学 教授

杨建君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张公一 吉林大学
教授/副院
长

zgy516@163.com

卢艳秋 吉林大学 教授

王向阳 吉林大学 教授

蔡  强 四川师范大学 教授
caiqiang@uestc.

com

谢阳群 合肥师范学院
教授/副院
长

Xieyangqun1980@
163.com

李晓翔 安徽大学
教授/系主
任

07011@ahu.edu.c
om

周江华 北京师范大学 副教授

张古鹏 中国科学院大学 副教授

徐  崇 中国科学院大学

张  琰 华东师范大学

李  燕 延安大学 系主任
172321538@qq.co

m

张俊艳 天津大学 副教授
swallowzh@tju.e

du.cn

梁  波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
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 bliang@sia.cn

李海波
山东省科技发展战
略研究所

研究员/副
所长

lihaibo_dut@126
.com

邱  毅
浙江工商大学/商

务部
副处长

qiuyi@zjgsu.edu
.cn

张克群 武汉大学
副教授/副
所长

kechiun@gmail.c
om

雷海栋 洛阳理工学院
大学科技
园管委会
主任

lylgxykjy@163.c
om

孙启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副教授 13866759356
sunqg@ustc.edu.

cn

唐素琴 中国科学院大学 副教授 13681229848
tangsq@ucas.edu

.cn

卢文祥 中国科学院大学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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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华 中国科学院大学 副教授 13522250085
xiaojh@ucas.edu

.cn

李苗苗 青岛大学 副教授 15092096427
limm@mail.dlut.

edu.cn

康  华 西安理工大学 副教授 13891890387
867173143@qq.co

m

赵  欣 西安理工大学 副教授 13759939566
zhaoxin_zzz@163

.com

马文聪 广东工业大学 副教授 13570378282
13570378282@163

.com

陈匡正 台北科技大学 副教授
kcschen@mail.nt

ut.edu.tw

林佩芬 勤益科技大学 副教授 13671323775
leofangapp@gmai

l.com

张景行 台湾嘉义大学 副教授
chc@mail.ncyu.e

du.tw

陈  娜
山东省科技发展战
略研究所

助研 13969121275
chenna-

11@163.com

李文强
山东省科技发展战
略研究所

助研 15269186583
lwq79718@163.co

m

高  婷
山东省科技发展战
略研究所

助理研究
员

15169056560 gsplgt@163.com

叶英平 吉林大学 讲师 13944074569
351614247@qq.co

m

罗  恺 武汉纺织大学 讲师 13667189364
1986luokai@163.

com

魏延辉 山东工商学院 讲师 18254522816 yh@sdtbu.edu.cn

滕敏君 中国计量大学 讲师
ftseng@saturn.y

zu.edu.tw

庞立君 北京大学
panglijunjlu@16

3.com

任昱仰
《海峡科技与产
业》杂志编辑部

执行主编

陈晓芳
《海峡科技与产
业》杂志编辑部

程聪慧 湖南大学 助理教授 13262293660
chengch@hnu.edu

.cn

王健航 台湾逢甲大学 助理教授
jianhwang@fcu.e

du.tw

陈旻男 台湾嘉义大学 助理教授
mnchen@mail.ncy

u.edu.tw

黄耀德 台湾空中大学
兼任助理
教授

N8799n8799@yaho
o.com.tw

葛孟尧
台湾实验研究院科
技政策研究与资讯

—
germengyo@gmail
.com/myger@narl

ab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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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郑菀琼 台湾政治大学 助理教授
clairex1@nccu.e

du.tw

张瑜倩 台湾政治大学 助理教授
y.chang@nccu.ed

u.tw

黄佳寗
财团法人中华经济

研究院
辅佐研究
员

thaliaruby@163.
com

蔡振义 文藻外语大学 助理教授 18566206216
00032104@whu.ed

u.cn

钟兆真 武汉大学 研究员
cflee@g2.usc.ed

u.tw

陈靖惠
财团法人金属工业
研究发展中心

博士生/产
业研究员

fenychen.home@g
mail.com

黃佳寗
财团法人中华经济

研究院
辅佐研究
员

celinechia@cier
.edu.tw

刘英郎
圆泰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资深顾问

方修忠
台湾通讯学

会(TCS)/台湾政治
大学资管系

博士候選
人

13671323775
leofangapp@gmai

l.com

刘祎康 天津大学 博士生 13752695366
liuyikang16@163

.com

尹秦清 台湾清华大学 博士生
yinqinqing1983@

gmail.com

倪福全 台湾清华大学 博士生
frank@chiaofu.c

om 

陈柏瑄 台湾清华大学 博士生
chenph7777@gmai

l.com

温喜富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博士生
wendalasi@gmail

.com

庞颂全 台湾政治大学 博士生
13163883342@163

.com 

齐  莹 吉林大学 博士生 18844548589
ssyqiying@163.c

om

赵  彬 吉林大学 博士生 15754303347
z_mushan@163.co

m

刘  京 吉林大学

张  畅 吉林大学

郭  鑫 吉林大学

刘晚晴 吉林大学

魏春艳 东北大学 博士生 13045206106
Weichunyan323@126.

com

郑耀弋 北京科技大学 博士生 18813147234 47673684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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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骥 上海大学 博士生 17717096865 ipliji@shu.edu.cn

金姝彤 沈阳工业大学 研究生 934095007@qq.com

景  礼 天津大学 硕士生 13116050980 1048941347@qq.com

叶阳平 广东工业大学 硕士生
ye_yangping@163.co

m

刘晨蕊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生 15010728588
15010728588@163.co

m

葛安茹 北京交通大学 研究生 13161294681
Iris_geanru@outloo

k.com

卓柳俊 中国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 13717815131
zhuoliujun945@163.

com

周申晨 中国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 13520464346 zsc23456@163.com

岳颖初 中国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 18201061178 1071161085@qq.com

王若凡 中国科学院大学 硕士生 17610809531
Wangruofan17@mails

.ucas.ac.cn

熊丽彬 中国科学院大学 硕士生 18180405627
Catherinelb@163.co

m

李丹枫 中国科学院大学

常吉然 中国科学院大学

张建超 华南理工大学 硕士生 15626093475

陈郑逸
帆

华南理工大学 硕士生 15322016423

姚  晗 华南理工大学 硕士生 18631196983

顾  柠 北京师范大学 本科生 17801120342
guning0129@mail.bn

u.edu.cn

谢乙宏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硕士生
h116510097@gmail.c

om

许昱富 台湾中兴大学 硕士生 Vm3m4jz4@gmail.com

赵泉鑫 台湾中兴大学 硕士生
chuanhsin0724@gmai

l.com

刘又祯 台湾中兴大学 硕士生
sabrina74483@gmail

.com

孙  翔 台湾逢甲大学 硕士生 410625927@qq.com

黄思萌 西安理工大学 硕士生 403085007@qq.com

徐  鑫 天津大学 硕士生 530709448@qq.com

马  佳 大连理工大学 博士生

陈蕴琦
山西财经大学管理

学院 

汪祥春 大连理工大学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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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稣鹏 大连理工大学 博士生

刘雨梦 大连理工大学 博士生

张  岩 大连理工大学 硕士生

龚瑜凡 大连理工大学 硕士生

曹  翰 大连理工大学 硕士生

鲁吐甫
拉·衣
明

大连理工大学 硕士生

薛少影 大连理工大学 硕士生

陆  萍 大连理工大学 硕士生

王锦潇 大连理工大学 硕士生

王  宇 大连理工大学 硕士生

徐雨森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13591365608
ipmp@dlut.edu.c

n

杨安妮 大连理工大学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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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宾馆、注册及用餐

10月11日中午开始会务组接待报到，报到时，发放会议资料及
餐票。

报到地点：昱圣苑国际酒店宾馆大堂，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6
号

（属于大连市的市区，距离西安路商圈和星海广场比较近）

从周水子国际机场乘地铁二号线（西安路下，步行600米）或
打车。

注册会务联系人：陆萍（17824827709）、薛少影
（18731158678）
宾馆预订联系人：杨安妮
（18406596609，1622503673@qq.com)
会务组可协助来宾预订房间，为便于宾馆安排房间和车辆安
排，务必请微信或电话提前告知（入住时间、退房时间等）。
接站联系人：王锦潇（18845780379），杨安妮
（18406596609）     
会场设备等事项联系人：王宇 （15712597056）

10月12日会议地址：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连理工大
学西北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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