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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院发〔2019〕4 号

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

关于聘任特邀顾问的公示

根据《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专家聘任办法》，经推荐申报、资

料审查、初审、专家会审等程序，聘任陈通等 30名人员为西安市创

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聘期两年，现予以公示。

1.陈通，男，现任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高新分

公司副总经理，副高职称，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近年来发表学术

研究论文 10余篇。长期从事煤矿智能化开采方面的研究和管理工作，

在灾害监测与预警方法、含水层治理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性的

科研成果。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2.方宝林，男，现任西安思源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负责人，

高级国际商务师，教授，大学本科，陕西省人民政府评标专家库专家

成员，具有大型国有进出口公司二十多年的业务实践经验。西安市社

科专项基金项目主持人，近年来公开发表核心和普通论文多篇，获奖

数项，自主开发课程 5 门，主要擅长国际贸易、国际货运代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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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3.郭楚璇，女，现为陕西增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共党员，硕士

研究生。自主开发专业课程 3 门。擅长技术合同诉讼与非诉讼、职务

成果、商业秘密管理、科技企业融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服务。

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4.郭军平，男，现任金花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国家一级人力资源师，国家企业培训师，DDI 认证招聘

官、数字化管理师，参与管理咨询项目 2 例，自主开发课程 2门。擅

长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绩效薪酬体系优化设计、校园招聘体系搭建及

雇主品牌打造、管培生培训规划、股权激励模式落地。拟聘任为西安

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5.郭晓辉，女，现任欧派集团西安公司行政人力总监，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国家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国际注册企业管理咨询师。

擅长人才发展体系构建与实施、企业商学院体系搭建与落地、胜任力

模型搭建与落地、岗位标准化流程建立、绩效改革等。拟聘任为西安

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6.姬永，男，现任陕西新国风动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中

共党员，硕士研究生。西安市青年创业就业协会会长、陕西省非遗产

业促进会副会长、国家工信委中小企业创业导师、陕西省中小企业局

特聘创业导师、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创业导师、西北大学历

史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SYB 大学生就业创业讲师、新光奖西

安国际原创动漫大赛创业大赛策划人、西安国际创业大会文创动漫嘉



- 3 -

年华总策划、漫竞界区级孵化器创始人，自主开发课程 2 门。拟聘任

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7.李佳利，女，现任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综合科负责人，

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多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

等荣誉称号，获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三等

奖。擅长企业风险防控、人力资源法律事务、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

等领域的工作。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8.李茂华，男，现任西安思源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学术会员、陕

西创造学会会员，近年来发表论文 10余篇，其中中文核心 1 篇，SCI1

篇，EI1 篇，自主开发课程 5门。擅长企业社会责任、金融大数据、

管理会计等。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9.李燕，女，现任陕西万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

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自主开发课程 6 门。擅长运营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以及投资项目建设管理，承担企业制度建设、薪酬制度建设、

考核体系搭建、战略规划等多项重要管理项目。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

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10.刘鹏，男，现任职于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研究生，入选西北大学“青年学术英才支持计划”。近年来发表论文

16篇，包括权威 SCI/SSCI 论文 14 篇,CSSCI2 篇。承担科研项目 5 项，

省级以上课题 3 项。获得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陕西省第十三次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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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擅长认知神经科学类的研究。拟聘任为西安市

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11.刘韡，女，现任陕西桂花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国际注册高级会计师，大学本科，自主开发专业课程 3门。擅长企业

财务管理体系搭建、业务流程规划、企业内控制度建设以及税务筹划。

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12.刘勇，男，现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副主任，副

教授，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近年来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数篇，其中，北大核心 1 篇，南大核心 6 篇，SCI1 篇。自主开发课

程 1门。擅长最优化理论与算法、环境管理（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控管

理）。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13.骆永恒，男，现任西安光谷防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大

学本科，高级软件设计师，首席系统架构师，信息产业部高级程序员，

腾讯云西安 CTO 俱乐部核心成员，起点学院产品总监密训营西安俱乐

部发起人。擅长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产品顶层设计，军队信息化产

品技术体系架构，尤其在军队、铁路、电力等专网智慧机房和电源运

维整体解决方案设计与落地方面有深入研究和丰硕的成果。拟聘任为

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14.马斌，男，现为西安智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硕

士研究生，自主开发课程 10门以上，中国实效管理模式系统专家，

西安市人社局特聘创业导师，专注于企业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干部的

管理技能、职业素养、执行力和领导力的发展与研究，在国内首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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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精神”课程，累计授课超 340 场，是工匠精神课题领域资深研究专

家。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15.师晓洁，男，现任陕西水务集团全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事业

部特约顾问，中国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委员编辑，博士在读，近年

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 篇，自主开发专业课程 5 门。擅长预防医学、

医养结合、健康管理、医养健康大数据分析等。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

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16.田黎育，男，现任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中共党员，博士研

究生，近年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篇，其中北大核心 1篇，SCI1 篇，

自主开发课程 1 门，承担管理项目 3 项。擅长雷达信号处理，高速实

时嵌入式平台设计。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17.王朝辉，男，现任陕西泰发祥实业集团人事行政总监，中共

党员，硕士研究生，自主开发课程 2门，擅长人力资源六大板块，承

担企业文化建设、薪酬体系搭建，绩效信息系统开发等 3项管理项目。

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18.王国弘，男，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

究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其中中文核心 8 篇，SCI1 篇，承

担高水平科研项目 4 项，自主开发课程 2门。擅长战略管理、创新管

理、企业运营管理、营销管理。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

顾问。

19.王红豆，女，现任陕西中联实业集团公司培训中心负责人，

全国 CVCC 高级礼仪训练师、注册礼仪讲师，自主开发课程 5 门。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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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企业培训管理咨询、企业文化建设、员工职业素养提升训练、服务

体系建设咨询等。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20.王甲，男，现任西安交大阳光中学副校长，硕士研究生，中

共党员。陕西心理学会学校心理委员会理事，陕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

理事，陕西省社会人才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专家（语文和心理健康教

育学科），西安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专家组成员，西安市

中小学德育专家，西安市教育心理学会理事，西安市教育智库专家（教

科所兼职教研员）。有 20 余篇学术论文在省级以上报刊公开发表或

在市级以上评选中获奖。承担、参与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

革实验研究工作等代表性管理项目 4 项。自主开发课程 4门。拟聘任

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21.王磊，男，现任新东方西安学校培训经理，硕士研究生，阿

里巴巴西安创新中心创业导师，自主开发课程 5门。擅长人才梯队建

设、新任管理者领导力培养、策略规划、服务设计等。拟聘任为西安

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22.王晓岗，男，现任西安澳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澳鹏学院负责

人，大学本科，中共党员。企业管理培训师、西安科技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特聘讲师、西安科技大学学生职业规划指导师、多家咨询公司特

聘咨询顾问。自主开发课程 15 门。擅长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实

际而有效的指导。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23.邬天启，男，现任职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

研究生，近年来发表中文核心期刊 10 余篇，参与省级课题 1 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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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课题 3项，擅长信息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复杂性理论，

价值哲学，生态伦理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

研究院特邀顾问。

24.颜珺，女，现任西安欧亚学院课程负责人，硕士研究生，副

高职称，自主开发课程 10门，专著 2 部，承担服务质量提升类项目

2项，擅长对企业进行礼仪文化、管理沟通、人际协调、公文写作、

结构化思维与表达等方面的培训。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

邀顾问。

25.叶璐，女，现任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硕士研究生，承

担主要管理项目 1项。擅长公司治理、股权设计、股权激励等法律实

务业务、创投资法律服务等。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

问。

26.袁博，男，现任西安圣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博

士研究生，近年来发表学术性论文 10余篇，其中 SCI8 篇，EI2 篇，

拥有专利 13 项，承担管理项目 5 项。擅长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自

动控制理论研究、人工智能算法开发、物联网系统开发等。拟聘任为

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27.查方勇，男，现任长安大学资源学院团委书记，副教授，博

士研究生，近年来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10余篇，获得陕西省

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3

项，开设创业类课程 1 门。擅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地学科普素质

教育、创新创业大赛指导。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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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张微，男，现任陕西卓裕医药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物流总监，

大学本科，物流职业经理人。承担医药物流优化项目等管理项目 2 项。

擅长物流供应链。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29.张媛，女，现任职于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双硕士，在读

博士，近年来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3篇，承担省级以上科研课

题 3项，自主开发课程 3门。擅长媒介与社会、新闻业务等方面的研

究、教学工作。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30.周前国，男，现任职于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高级工

程师，硕士研究生，近年来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8 篇，擅长创

新创业教育与研究、工程施工技术与管理教学与研究、BIM 技术应用

研究。拟聘任为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特邀顾问。

（说明：排名不分先后，按拼音首字母先后顺序排列）

对公示对象如有异议，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形式，向研究

院反映。

公示时间：2019 年 6月 26 日至 2019 年 6月 30 日

来访地址：西安市曲江新区莱安中心

受理电话：029-85260096

联系人：李老师 18991352767

西安市创新人才研究院

2019年 6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