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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研究方向 手机 邮箱 所属学院

1 班茂盛 人口地理学 13958017415 urban2005@zju.edu.cn 外院

2 包迪鸿 人力资源管理；科技政策；高教管理 13738188000 cec＿bdh@zju.edu.cn 外院

3 蔡宁
网络组织与竞争力；创新与战略；非营利组织与企业

联盟
13606707240 zjucn@263.net 城市发展

与管理系

4 曹宇
土地资源管理；景观生态与土地利用；土地规划与评

价；3S技术应用
13157114888 caoyu@zju.edu.cn 土地管理

系

5 陈大柔
科技与教育创新管理；管理心理与组织行为；政府与
企业创新管理

13396569372 ccc@zju.edu.cn 政府管理
系

6 陈国权

政府管理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地方

政府管理与制度创新；社会转型与法治政府；从政道
德与廉政建设；政治责任与责任政府研究    

13958096936 cgq@zju.edu.cn 政府管理
系

7 陈建军 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 13067785581 hzcjjun@126.com 城市发展
与管理系

8 陈丽君
公共部门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政府公信力；组织行
为

13805723161 lijunchen@zju.edu.cn 政府管理
系

9 崔顺姬 国际关系；非传统安全治理；东亚区域合作 13758278006 ssjcui@zju.edu.cn 政治学系

10 戴文标 经济理论；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台港澳经济 13516812860 zzjjx_dwb@126.com
城市发展

与管理系

11 戴志敏

公共政策分析：政府投融资与项目管理政策；招商引

资与贸易政策；财政支出评价与政策；金融改革与政
策；科技企业发展政策；NPO管理与捐赠政策

13033601230 Cec_dai@zju.edu.cn 外院

12 董恒进 卫生政策与管理；卫生经济与筹资；卫生技术评估 13221076129 donghj@zju.edu.cn 外院

13 董绍春 行为人类学 13305712463
qianlizhao@hotmail.co
m 政治学系

14 董雪兵 法律经济学；区域经济发展 13805731863 dxb@zju.edu.cn 外院

15 杜亚平 社区卫生服务与管理；基层卫生的数字与信息技术 13082839728 duyp@zju.edu.cn 外院

16 范柏乃 地方政府管理、科技政策管理 13666665958 fbonai@zju.edu.cn 政府管理
系

17 方恺 环境管理；资源管理 13738110152 fangk@zju.edu.cn
政府管理
系

18 傅荣校
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与政务信息管理；中国近现
史与国民政府行政

13003633127 fzh999.fu@vip.sina.com 信息资源
管理系

19 郭继强 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社会保障 13738197079 jiqiangguo@163.com
社会保障
与风险管

理系
20 郭夏娟 行政管理；行政伦理 13456783056 gxiajuan@163.com 政府管理

系

21 韩昊英 城市增长管理；规划分析 13606511156 hanhaoying@zju.edu.cn 外院

22 何嗣江
金融创新与金融工程；微型金融理论与实践；中小金

融机构发展
13958007526 hsj1616@163.com 外院

23 何文炯 风险管理；社会保障；保险；精算 13505713616 hewenjiong@163.com
社会保障
与风险管
理系

24 何子英 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社会养老 15857194949 hzyyzl@zju.edu.cn 政府管理
系

25 胡税根 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组织形象战略 13666686721 hushuigen@163.com 政府管理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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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蒋岳祥 计量经济学；金融经济理论及应用；政治经济学 13355816988
jiangyuexiang@zju.edu.
cn 外院

27 金雪军 金融经济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 13605708029 cec_jxj@cec.zju.edu.cn 外院

28 金元欢 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网络经济学 13906513040 kingbos@163.com 外院

29 靳相木
土地政策与不动产法学；土地评价、土地利用规划及

管理；农地非农化与城市增长管理 
13216111978

jinxiangmu@zju.edu.

cn

土地管理

系

30 景乃权 金融投资风险管理；艺术经济 13957192368
jingjames@cec.zju.edu.c
n 外院

31 孔寒冰 科技教育管理工程 13906519259 khb@zju.edu.cn
科教发展
战略研究

中心
32 赖瑞南 医院管理学；卫生经济学 13906539227 ZRLRN@zju.edu.cn 外院

33 郎友兴
社会理论；政治社会学；民主与民主化；中国农村选
举；地方政治与治理

13957196886
ylang2002@hotmail.co
m 政治学系

34 李建琴 产业规制与竞争；茧丝绸产业；农业经济；行业组织 13757161968 zjhzljq@126.com 外院

35 李金珊 宏观财经政策与理论；公共政策；预算管理 13958086319 lijinshan@zju.edu.cn 城市发展
与管理系

36 李艳
土地资源管理；土地生态环境与安全评价；土地遥感

与信息技术；农田信息获取与融合
15382327525 liyan522@zju.edu.cn

土地管理

系

37 林卡 社会保障；社会政策 13388619009 
ka_lin_2004@yahoo.co
m.cn  

社会保障
与风险管

理系
38 刘朝晖  社会人类学 15906619650

zhaohui-
liu@hotmail.com 社会学系

39 刘继荣 院校发展战略；管理科学研究方法 13868079219 ljr@zju.edu.cn 外院

40 刘卫东
土地评价与规划；房地产评估与投资规划；区域发展
和城市经济；景观生态学

18658853653
weidongliu@zju.edu.
cn

土地管理
系

41 刘志军
社会调查研究； 农民工与流动留守儿童； 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民间文化与民俗
13777830205 liuzhijun@zju.edu.cn 社会学系

42 楼宇 土地信息系统；数字地籍 13606501061 louyu@zju.edu.cn
土地管理

系

43 吕旭峰
高等教育管理；高校发展战略规划与管理；科技与教

育管理；公共政策分析
15906719766 lxf@zju.edu.cn 外院

44 毛丹 政治社会学；社区社会学 13906504852 maodo@zju.edu.cn 政治学系

45 米红
社会保障政策仿真理论与方法；数理人口学及保险精
算技术；公共危机管理与风险控制方法

13957180766 spsswork@163.com
社会保障
与风险管

理系

46 苗青 社会公益慈善；社会企业；人力资源；劳动关系 13989881829 mqok@163.com
社会保障
与风险管

理系
47 牛海霞 国际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金融学 15355060713 cec_nhx@zju.edu.cn 外院

48 钱雪亚 劳动与就业；劳动与收入分配；经济统计 13515711977 qianxy@zju.edu.cn
社会保障
与风险管
理系

49 阮云星 比较政治学；政治文化学 13396597886 ryx05@163.com 政治学系

50 沈永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 13567103220
yongdongshen@zju.edu.
cn

政府管理

系

51 谭荣 土地经济与制度 13906532127 tanrong@zju.edu.cn 土地管理

系

52 谭永忠 土地利用与区域发展；土地资源评价与规划 13858115152 tanyz@126.com 土地管理

系

53 田传浩 土地制度与土地市场；住房政策；城中村治理 13575498766 tch@zju.edu.cn 政府管理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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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汪晖 土地经济与政策；城市经济与政策 13738041618 wanghuidn@zju.edu.cn 土地管理
系

55 汪建坤 产业经济学；金融学；行政管理学；管理学 13335715900 hzwjk@163.com 外院

56 王勤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青年研

究；妇女研究
13655815816 zdwq@zju.edu.cn 外院

57 王诗宗 行政管理与公共事务 13588700154 peterwang80@163.com 政府管理

系

58 吴次芳
城市经济管理；土地政策与政府管理；房地产经营与

管理
13606506028 wucifang@zju.edu.cn 土地管理

系

59 吴结兵
战略管理； 社会网络与自主治理；公共管理前沿与
方法

13958102270 wujiebing@gmail.com 城市发展
与管理系

60 吴金群
地方政府与区域治理；政府与企业；城市管理与政府
创新

13575764018 wujinqun@sina.com 政府管理
系

61 吴伟
科教发展战略与政策；科技人力资源管理；高等教育

管理
13567122290 ww2015@zju.edu.cn 外院

62 吴宇哲 土地利用与房地产经营 13857192829 wuyuzhe@zju.edu.cn 土地管理

系

63 伍醒 高等教育管理 13685828199 wxing@nit.zju.edu.cn 外校

64 肖文 国际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国际投资 13615818412 xiao_w80@hotmail.com 外院

65 徐力 公共政策分析 13588103377 xuli501@zju.edu.cn 政府管理
系

66 徐林 社区治理；城市环境治理 13588863270 xulin0707@zju.edu.cn 城市发展

与管理系

67 许法根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共三代领导人思想研究；公

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行政学
13958193179 zdxufg@163.com 政府管理

系

68 许庆明 区域与城市发展；公共政策分析 13685776868 jjxqm@zju.edu.cn
社会保障

与风险管
理系

69 叶民 科教发展战略与规划； 科教创新与项目管理 13957174821 yem@zju.edu.cn 外校

70 叶艳妹 土地规划与管理；房地产投资与策划 13600514547 yeyanmei@zju.edu.cn 土地管理
系

71 余潇枫 非传统安全理论； 领导力研究 13335886780 yuxiaofeng@zju.edu.cn 政府管理

系

72 余逊达 政府管理 13515818086 yuxunda2008@163.com 政府管理

系

73 郁建兴 国家理论；地方政府；公民社会；行业组织 13605716776 yujianxing@zju.edu.cn 政府管理

系

74 岳文泽 城市土地利用与管理； 系统仿真与模拟 13989468480 wzyue@zju.edu.cn 土地管理
系

75 张国清 政治学理论；政治哲学；公共政策 13064717098
zgq1964724@yahoo.co
m.cn 政治学系

76 张海峰 劳动经济；公共政策；发展经济 18042306165 hfzhang@zju.edu.cn
社会保障
与风险管

理系
77 张蔚文 环境经济与政策；土地经济与政策 15158171566 wwzh@zju.edu.cn 城市发展

与管理系

78 张跃华
社会保障（保险、福利经济学、政府规制）；农业经

济学（旅游经济学）
13868130078

zhangyuehua@zju.edu.c
n

社会保障

与风险管
理系

79 郑备军 公共经济理论与实践；财政税收与政府预算 13606529458 zbjzju@163.com 外院

80 周谷平 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　 13615711873 zgpzde@mail.hz.zj.cn 外院

81 周丽萍 人口；环境；健康 13357186537 zhoulp@zju.edu.cn 外院

82 周鲁耀 地方政府创新；廉政治理 18158106235 zhouluyao@msn.com 外校

mailto:zbjzju@163.com


83 周萍 信息计量学；科技评价 13515817139 pingzhou@zju.edu.cn 信息资源
管理系

84 朱柏铭 财政学；公共经济学 13606642550 zbm64@163.com 外院

85 朱凌 科技管理；科教评估；创新管理 13588439939 rcidzhl@zju.edu.cn 外院

86 朱善宽 公共卫生 13858095106 zsk@zju.edu.cn 外院

87 邹小芃  金融工程；投资银行学与证券投资学；国际金融 13396553852 zxp_hz@163.com 外院

88 邹永华
房地产与住房政策；城市规划与管理；公共项目管理
与评估

18252055172
yonghuazou@foxmail.
com

城市发展
与管理系

89 陈帅 应用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5010279894
shuaichen@zju.edu.c
n

90 高翔
公共行政学；比较政府体制；政府管理与创新；地方

政府

13868030763/56

662117

gaoxiang0327@zju.ed

u.cn

91 龚斌磊
全球能源经济与金融、环境管理与政策、中美(涉农)
产业比较、企业资源配置与生产绩效、城乡收入与教

育问题

13732258298
gongbinlei@zju.edu.

cn

92 韩洪云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2、资源与环境管理3、产业

组织与制度
13575786597

hongyunhan@zju.edu.

cn

93 李学文 城市经济学、土地经济与政策、地方政府与经济增长 18157100951 lixuewen@zju.edu.cn

94 梁巧 产业组织，农民组织，农民合作社 13575736211 0011702@zju.edu.cn

95 陆文聪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产品贸易

、农业风险管理
13805705265 wenclu@zju.edu.cn

96 茅锐 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发展经济学、国际金融 13735533160 rmao@zju.edu.cn

97 施红 社会保障、保险、社会工作 15057158686 hongshi@zju.edu.cn

98 孙雁 地方土地管理与政府治理 15857166626 sunyan@zucc.edu.cn

99 杨万江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 13516801250 wjyang@zju.edu.cn

100 姚威 创新管理 13735817821 ywzju@126.com

101 章燕华 电子政务与政务信息管理 13606542838
zhangyanhua@zju.edu

.cn

102 张翔 社会保障 15268598060
xiangzhang@zju.edu.

cn

103 张小林
①战略人力资源管理②中国家族企业创业创新、转型
与文化变革③领导力、组织变革与组织能力④追随力
、工作激情与角色外行为⑤员工关系、团队过程与团

13306501066 zxl@zju.edu.cn

104 张忠根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经济组织创新，财政支农
项目管理，农产品电子商务

13858026085 zhgzhang@zju.edu.cn

105 郑盛 土地生态，城市环境 18858270768
shengzheng@zju.edu.

cn

106 周洁红 农产品质量安全与供应链管理 13003687982 runzhou@zju.edu.cn

107 周云亨 能源安全与能源公共政策 18758863382
yunhengzhou@zju.edu

.cn

108 左红 劳动经济学 18768187147 zuohong157@126.com

mailto:yonghuazou@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