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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件 3-1

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实验室自评估表（学科类）

实验室名称 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得分

总体定位与

发展潜力

1、总体定位与研究方向；

2、发展思路与潜力；

3、实验室特色与优势。

10% 10

研究水平与贡献

1、承担国家、自治区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等科研项目情况；

2、代表性研究成果水平及影响；

3、合作研究与自主研究课题的组织情况和实施效

果。

30% 30

团队建设与

人才培养

1、实验室主任；

2、学术带头人在实验室研究方向的作用；

3、队伍结构与人才梯队；

4、青年骨干培养与引进；

5、客座教授、访问学者与博士后研究人员情况；

6、科教融合，科研与教学互动、科研与人才培养

相结合；

7、研究生参与科研课题及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

40% 40

开放交流

1、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

2、实验室开放与开放课题设置；

3、仪器设备使用率和开放共享；

4、学术委员会活动；

5、科学传播与科普。

10% 10

运行管理

1、运行管理机制及制度建设；

2、实验室用房与新增仪器设备；

3、依托单位的经费支持；

4、实验室网站建设及宣传；

5、创新氛围和学风建设。

10% 8

总分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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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任自评

估

实验室主任对实验室总体运行情况，科研水平在国内、外同行中的地位进

行自我评述。（不多于 1000 字）

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瞄准国家跨境电商战略与广西
自治区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实现我国和我区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综合运用系统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管
理学，结合信息技术和工程技术， 按照“需求导向、实体架构、开放运行、
专兼结合、深度融合、创新引领”的原则，促进和推动学科发展，为我区
互联网及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持续提供理论依据、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增
强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向特色化、
集群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跨境电商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围绕跨境商务大数据与智能决策方法、
跨境电商云计算与服务工程、跨境互联网金融支付工具与方法、跨境物流
运筹优化、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等五大研究方向开展深入研究和建设，取
得了系列创新成果，建设成效显著。持续推进特色实验室体系建设，“跨境
电商商务大数据决策分析实验室”、“跨境电商云计算与云服务工程实验
室”、“南宁跨境电商平台实验室区块链支付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建设，
“跨境电商东盟十国交易平台系列”、“跨境电商金融支付平台”等平台建
设，投入建设资金近 1500 万，已正式交付使用；“同声传译国际会议室和
重点实验室办公大楼建设和改造共投入 500 余万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在科研产出方面，累计承担高水平科研项目 80 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4 项；发表与跨境电商研究有关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93 篇，其中 SCI
收录 50 篇，CSSCI 期刊论文 15 篇，核心期刊论文 20 余篇；研发与跨境电
商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获得有关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共 86 项，正式获得
国家软件著作权 104 项、实用新型专利 58 项，申请发明专利 28 项。

在服务地方政府社会方面，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围
绕国家建设跨境电子商务重大需求，解决跨境电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2019 年 11 月 9 日，以重点实验室为依托的“广西-东盟跨境电商智能信息
处理平台研发及应用项目”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认定为“第一
批数字广西建设标杆引领重点示范项目”，标志着我校在全区大数据相关发
展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对于实验室深化‚跨境商务大数据与智能决策方法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大数据人才基地”，于 2020 年被评为“数字广西
建设优秀成果”，在数字广西建设暨全区政务数据治理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
上通报表扬。

跨境电商实验室坚持内部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人才发展战略，在校内
外多渠道吸收学术资源和研究力量，形成了一支具有开放视野和创新精神、
跨学科多领域的有特色、高水平、开放性的创新团队。目前核心研究成员
40 人，流动人员 4名；博士占比 52.5%，硕士占比 42.5%，正高占比 40%，
副高占比 25%，拥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 人，全国文化
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1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 人，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1人，广
西优秀专家 1人，广西首批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1人。广西“十百千
人才”5人，广西高校海外“百人计划”1人，广西高校卓越学者及创新团
队 2个，广西高校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1人等。同时拥有来自国防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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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名校专家，形成了“机构
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的流动专家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

在自治区科技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中，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
点实验室始终围绕国家建设跨境电子商务重大需求，解决跨境电商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通过承担高等级项目、发表发水平论文、积累系列知识
产权，以及进行行业产业创新与成果转化，创造一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
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成果，形成具有重大国际或国内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通过承担国家和区部级重点和重大科研项目，加强科研产出的转化运用，
承接企事业单位有关跨境电商主体的培训，服务社会。在现有科研创新的
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深化研究，推动行业产业发展产生重大推进作用或影
响的科技创新成果具体运用，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

实验室主任： （签字）

年 月 日

依托单位评估

依托单位对实验室年度考核情况，实验室在考核中的排名情况。

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2018 年度-2020年度考核结论

均为“优秀”，该实验室三年考核在本单位均排第 1位。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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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定位和发展潜力

简要介绍实验室定位、主要研究方向与目标；客观评价实验室在国内外相关学科领域中的地位

和影响，在广西科技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建议字数不超过 5000字，以下提纲仅

供参考）

1.1 实验室简介及定位

1.1.1 实验室简介

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于 2016 年 11 月入围“第五批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培
育基地”建设名单。经过两年的建设周期，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通过验收，正式认定为第八批
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瞄准国家跨境电商战略与广西自治区跨境电子商务
产业发展亟需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以现代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及运行机理为导向、以大数据分
析、云计算技术和方法研究为突破口、以移动互联网金融和智能物流的应用为载体，开展跨境
电商智能领域的重大理论、关键技术及前沿应用研究，促进和推动学科发展。专注跨境电商智
能领域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增强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跨境电商及互联网产业向特色化、集群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围绕跨境商务大数据与智能决策方法、
跨境电商云计算与服务工程、跨境互联网金融支付工具与方法、跨境物流运筹优化、人工智能
与数字经济等五大研究方向开展深入研究和建设，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建设成效显著。

在科研产出方面，累计承担高水平科研项目 80 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4 项；发表
与跨境电商研究有关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93 篇，其中 SCI 收录 50 篇，CSSCI 期刊论文 15 篇，核
心期刊论文 20 余篇；研发与跨境电商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获得有关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共
86 项，正式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 104 项、实用新型专利 58 项，申请发明专利 28 项。

持续推进特色实验室体系建设，“跨境电商商务大数据决策分析实验室”、“跨境电商云计算
与云服务工程实验室”、“南宁跨境电商平台实验室区块链支付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建设，“跨
境电商东盟十国交易平台系列”、“跨境电商金融支付平台”等平台建设，投入建设资金近 1500
万，已正式交付使用；“同声传译国际会议室和重点实验室办公大楼建设和改造共投入 500 余万
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1.1.2实验室定位

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实验室瞄准国家跨境电商战略与广西自治区跨境电子商务产业
发展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实现我国和我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综合运用系统科学、
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结合信息技术和工程技术，按照“需求导向、实体架构、开放
运行、专兼结合、深度融合、创新引领”的原则，促进和推动学科发展，为我区互联网及跨境
电子商务发展持续提供理论依据、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增强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向特色化、集群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1.2 主要研究方向和建设目标

1.2.1 主要研究方向

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下设五个研究方向，包括跨境商务大数据与智能决
策方法、跨境电商云计算与服务工程、跨境互联网金融支付工具与方法、跨境物流运筹优化、
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
1.2.2 建设目标

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将继续瞄准国家跨境电商战略与广西自治区跨境电
子商务产业发展亟需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以现代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及运行机理为导向、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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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云计算技术和方法研究为突破口、以移动互联网金融和智能物流的应用为载体，开
展跨境电商智能领域的重大理论、关键技术及前沿应用研究，全面加强科研产出、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服务社会等方面内容建设，最终将本实验室打造成国内先进、业内一流的重点实验
室，使其成为我自治区专注跨境电商智能领域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
1.3 在区内外的地位

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围绕国家建设跨境电子商务重大需求，解决跨境电
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019 年 11 月 9 日，以重点实验室为依托的“广西-东盟跨境电商智
能信息处理平台研发及应用项目”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认定为“第一批数字广西建
设标杆引领重点示范项目”，标志着我校在全区大数据相关发展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对于实验室
深化“跨境商务大数据与智能决策方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大数据人才基地”，于 2020
年被评为“数字广西建设优秀成果”，在数字广西建设暨全区政务数据治理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
上通报表扬。建设三年来，在区内外重点实验室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1.4 在区内外的学术影响

重点实验室学术队伍拥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人，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
一批人才 1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人，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1人，广西优秀专家 1人，广西首批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1人。广西“十百千人才”2人，广西高校海外“百人计划”1人，广西高校卓越学者及创新团
队 2个，广西高校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3 人等。同时拥有来自国防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广西民
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名校专家，形成了“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的流动专
家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专业学科背景涉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数学、物流
管理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国际贸易等，知识结构合理，技能互
补性较强，并在电子商务相关研究领域积累丰富经验和丰硕成果。三年来，累计出版专著 4部，
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93 篇，获得有关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共 86 项，获省部级奖励 4项，在区
内拥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1.5 在自治区科技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加强科研产出。始终围绕国家建设跨境电子商务重大需求，解决跨境电商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通过承担高等级项目、发表发水平论文、积累系列知识产权，以及进行行业产业创
新与成果转化，创造一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成果，形成具有重大国际
或国内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2）加强人才培养。始终通过“外引内培”的政策，通过创新科研团队建设、领军人才、青
年骨干人才、科技创新人才等项目的培养建设，并配套相应的政策机制，提升研究团队综合实
力，提升团队研究成果之路，建立一个区部级和国家级人才培养平台。

（3）促进学科发展。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以跨境电商理论与实践创新为核心，通过联合国内
一批“985”和“211”大学，依托相关的国家一级重点学科、二级重点学科、一级学科博士点、
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点、硕士点为依托，形成若干个重点学科与一个学科群，并力争构建一个
集合大数据、互联网金融、云计算、物流工程、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为核
心的新型交叉研究学科群。

（4）服务社会。通过承担国家和区部级重点和重大科研项目，加强科研产出的转化运用，承
接企事业单位有关跨境电商主体的培训，服务社会。在现有科研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深
化研究，推动行业产业发展产生重大推进作用或影响的科技创新成果具体运用，产生经济和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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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2.1 介绍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情况及与固定成员人数匹配情况，分年度

（2018-2020 年度）描述项目申报数、固定人员数等申报情况。

（实验室每年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数是否低于固定成员数量的四分之一）

（1）2018 年度，新增国家级项目 5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研究成员主持完成本年
度主持完成了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2019 年度，承担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体进展顺利，阶段性成果颇丰，影响
良好；研究成员主持完成 1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

（3）2020 年度，新增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研 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2 全面概述实验室评估期内承担科研任务总体情况，重点阐述承担国家、省部级重要科研任务

的情况和投入、产出情况。

为提高国家、省部级重要科研项目的申报数量和质量，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
室高度重视，联合学校科研处，提早动员，充分挖掘资源，组织专家指导，认真打磨申报材料，
并按照专家的意见建议进行修改完善。经过各方的努力，2018 年度-2020 年度跨境电商重点实验
室国家、省部级重要科研项目申请总数保持稳定，申请项目类型结构进一步优化。

跨境电商实验室围绕跨境商务大数据与智能决策方法、跨境电商云计算与服务工程、跨境互
联网金融支付工具与方法、跨境物流运筹优化、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等五大研究方向开展深入研
究和建设，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建设成效显著。累计承担高水平科研项目 80 余项，其中，2018
年度，新增国家级项目 5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项；市厅级项目 4项。研究成员主持完成
本年度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019 年度，承担省部级及
以上项目（包括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其
余 8项厅级课题均按计划开展研究；年度新增 3 项广西教育厅项目、2项委托项目；研究成员主
持完成本年度 1 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1项省部级项目、4项厅级项目；2020 年度，新增 8项省
部级及以上项目，其中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教育部项目、1 项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
金项目、2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广西教育厅项目，新增 1项横向委托项目。在研的 11
项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包括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 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部
级项目）总体进展顺利，阶段性成果颇丰，影响良好，其余 4项厅级课题均按计划开展研究。发
表与跨境电商研究有关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93 篇，其中 SCI 收录 50 篇，CSSCI 期刊论文 15 篇，核
心期刊论文 20 余篇；取得省级以上奖励 4 项，研发与跨境电商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获得有关
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共 86 项，正式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 104 项、实用新型专利 58 项，申请发明
专利 28 项。

按照国家、省部级任务的定义选择不超过 50 项填写下表：

序号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

间
类别

经费

(万元)

经费

来源

1

接触力学中两类分

数阶变分-H-半变

分不等式及其最优

控制问题

120011

20
韩江峰

2021.01-

2023.12
国家级 24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

2

几类光滑和非光滑

扰动 Hamitonian 系

统的周期环域环性

数和 Hopf 环性数

0 孙宪波
2021.01-

2023.12

国家级

24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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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国家

级和省级

项目

3

双元国际化对跨过

公司创新绩效影响

的跨层次研究

0 曹鑫 2021.01-

2024.12

国家级

28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

4

基于深度学习和迁

移学习的东盟跨语

言查询扩展研究

617620

06
黄名选

2018.01-

2021.12
国家级 47.8 万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

5

树突(Dendrite)映

射的动力系统及相

关问题的研究

117610

11
孙太祥

2018.01-

2021.12
国家级 42.94万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

6
网络客户特征分析

与流失预测研究

718620

03
夏国恩

2019.01.

01-2022.

12.31

国家级 28 万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

7

几类扰动可积系统

的 Abel 积分零点个

数和分支图及其应

用

118610

09
孙宪波

2019.01-

--2022.1

2

国家级 38 万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

8

动力系统复杂性理

论及相关问题的研

究

118610

10
严可颂

201901-2

02212
国家级 45 万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

9

“一带一路”背景

下中国-东盟高等

教育合作运行机制

和绩效评价研究

17YJA8

80080

夏国恩 2017.07.

27-2020.

07.26

国家级 10 万

教育部

10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

《Web 程序设计》课

程改革和实践

201802

002019
郑华

2019.06-

2020.12
国家级 5 万 教育部

11

面向新工科的电子

商务专业群

GuassDB 数据库课

程建设

201902

146038
郑华

2020.06-

2021.07 国家级 3 万 教育部

12

非线性优化中一个

公开问题及其应用

研究

0 姚胜伟

2020.08

至今
国家级 40 万

2020 年第三批中

央引导地方科技

发展资金项目

13

变分不等式与动力

系统的相关问题研

究（联合资助培育

项目）

2018GX

NSFAA2

94010

粟光旺
2019.01-

2020.12

省部级

10 万

广西自然科学基

金

14

跨境电子商务基于
服务工作流的跨组
织业务协同问题研
究

2016GX

NSFAA3

80282

王四春
2016.01-
2020.12 省部级 5 万

广西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15

多维高斯稀疏分布

的协方差逆矩阵估

计问题的模型及求

2018GX

NSFBA1

38023

姚胜伟
2018.08-

2020.08
省部级 8 万

广西自然科学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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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算法研究

16

求解大规模优化问

题的自适应共轭梯

度算法研究

2020GX

NSFAA1

59014

姚胜伟

2020.07-

2022.07 省部级

10 万

广西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7

供应链协同与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背景下广西北部

湾港口物流发展研

究

15FGL0

17
乐国友

2015.12-

2020.12

省部级 0

广西壮族自治区

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

18

应用数学学科与经

管学科研究生导师

联合培养模式研究

JGY201

9184
姚胜伟

2019-03

至今
省部级 4 万

广西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改革课题

19
图映射与非自治动

力系统研究

2016GX

NSFBA3

80235

粟光旺
2016.09-

2019.08
省部级 5 万

广西自然科学基

金

20

变分不等式与动力

系统的相关问题研

究（联合资助培育

项目）

2018GX

NSFAA2

94010

粟光旺
2019.01-

2020.12

省部级 10 万
广西自然科学基

金

21

大数据下优质教育

资源多层次性信息

共建共享模式的建

设研究

2017C4

14
柯琦

2017.9-2

019.6
省部级 0.5 万

广西教育科学规

划办公室

22

互联网货币基金利

率期限结构及广西

-东盟经济带基金

产品设计

18BTJ0

01
肖临

2018.10-

2020.10
省部级 4 万

广西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

注：实验室承担的国家任务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家重

大工程任务（包括与大型企业的合作）、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

实验室承担的省部级任务指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广西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广西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团队项目、广西自

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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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

和省部

级奖励

情况

评估期内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级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时间

获奖类

别

获奖人

贡献和

排名

广西第十六次社科成果三等奖 2020.9 省部级
肖临

排名第一

广西第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 2020.9 省部级
张云兰

排名第一

广西第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三等奖 2020.9 省部级
张云兰

排名第一

实验室

重要论

文情况

论文（作者、题目、期刊名称、卷期页码、

发表年份等详细信息）

是否第

一作者

单位

是否通

讯作者

单位

期刊影

响因子

引用次

数

广义树映射的吸引中心和 W-极限集空间 2018

中国科学(一级刊物) （国内正式期刊） 孙

太祥、曾凡平、秦 斌

是 是 0.167 0.

Topological Entropy of a Graph Map 2018

Acta Mathematica Sinica, English Series

（SCI）（国际刊物） 孙太祥

是 是 0.618 0

Stability of Periodic Orbits and Return

Trajectories of Continuous Multi-valued Maps

on Intervals 2018 Acta Mathematica

Sinica, English Series（SCI）（国际刊物）

孙太祥, Zeng F, Su G

是 是 0.618 0

Variational analysis and optimal control of

dynamic unilateral contact models with

friction 2018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SCI）（国际刊物）

韩江峰、曾慧丹

是 是 1.22 0

图像抛物线插值空间大容量可逆信息隐藏算法

2018 电子学报（EI）（国内正式期刊）

王继军、孙泽锐、李国祥

是 是 1.23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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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插值空间多比特可逆信息隐藏算法 2018

光电子•激光（EI）（国内正式期刊） 王

继军、李国祥、孙泽锐

是 是 0.625 1

Analytical and numerical solutions of a

two-dimensional multi-term time-fractional

Oldroyd-B model 2018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SCI) （国际刊物） 张晶华

是 是 3.472 0

Valuation on an Outside-Reset Option with

Multiple Resettable Levels and Dates.

2018.01 Complexity（SCI）（国际刊物）

薛广明、秦斌、邓国和

是 是 1.72 1

Information structures in a lattice-valued

information system 2018.02 Soft Computing

（SCI）（国际刊物） 唐红祥

是 是 3.050 1

Knowledge structures in a tolerance knowledge

base and their uncertainty measures 2018.03

Knowledge-Based Systems（SCI）（国际刊物）

秦斌

是 是 5.921 0

Mean proximality, mean sensitivity and mean

Li-Yorke chaos for amenable group actions

2018.0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furcation and Chaos, (SCI) （国际刊物）

严可颂，曾凡平

是 是 3.9 0

剖分与条件逆像熵的变分原理 2018.04 中国科

学: 数学 2 (一级刊物) （国内正式期刊） 严

可颂、曾凡平

是 是 0.167 0

Eventually periodic solutions of a max-type

system of difference equations of higher order

2018.04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SCI）（国际刊物） 粟光旺、孙太祥、

秦斌

是 是 1.600 0

多维数据特征相似性测量的目标预测方法

2018.05 统计与决策（CSSCI）（国内正式期刊）

李国祥、夏国恩、王继军

是 是 0.830 1

Permanence and global stability of a May

cooperative system with strong and weak

cooperative partners 2018.05 Advances in

Difference Equations （SCI）（国际刊物） 赵

亮, 秦斌, Fengde Chen

是 是 2.4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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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amplitude limit cycles in a classes of

（5,10）order Liénard equations 2018.06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CSCD) （国

内正式期刊） 蔡俊宁 黄文韬 韦敏志

是 是 1

The Research of Online Shopping Customer Churn

Prediction Based on Integrated Learning

2018.07 2nd Intem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Electronic, Contro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I\4ECAE 2018)（EI）（国

际会议） 夏国恩

是 是 1 0

Invariant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structures in a knowledge base under

homomorphisms and their uncertainty measures

2018.07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SCI）（国际刊物） 王四春、夏飞

是 是 1.758 0

Stability and bifurcation analysis of two

species amensalism model with

Michealis-Menten type harvesting and a cover

for the first species 2018.08 Advances in

Difference Equations（SCI）（国际刊物） Yu

Liu,赵亮, Xiaoyan Huang

是 是 2.300 0

新的广义欧式期权定价模型及其性质 2018.08

应用数学学报(二级刊物) （国内正式期刊）

肖临、杨向群

是 是 0.352 6

A ONE-PARAMETER CLASS OF THREE-TERM CONJUGATE

GRADIENT METHODS WITH AN ADAPTIVE PARAMETER

CHOICE 2018.09 OPTIMIZATION METHODS &

SOFTWARE(SCI) （国际刊物） 姚胜伟,宁良烁,

涂火年

是 是 0.554 0

Information structures in a covering

information system 2018.10 Information

Sciences（SCI）（国际刊物） 李招文, Dan

Huang , Xiaofeng Liu

是 是 5.615 0

基于矩阵加权关联规则的跨语言查询译后扩展

2018.10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二级刊物）（国

内正式期刊） 黄名选、蒋曹清、何冬蕾

是 是 1.509 12

On the solutions of a max-type system of

difference equations with period-two

parameters 2018.10 Advances in Difference

Equations（SCI）（国际刊物） 粟光旺、孙太祥、

秦斌

是 是 3.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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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完全加权正负关联模式挖掘的越-英跨语言查

询译后扩展 2018.12 电子学报（二级刊物）（EI）

（国内正式期刊） 黄名选、蒋曹清

是 是 1.230 5

融合加权模式挖掘与规则混合扩展的跨语言检索

2019.9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国内正式期

刊） 黄名选等
是 是

1.084

2

基于加权关联模式挖掘与规则后件扩展的跨语言

信息检索 2019.9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国内

正式期刊） 黄名选等
是 是

1.536

0

基于 SRCSAC 评价框架挖掘的跨语言查询译后扩

展 2019 年 6 月 控制与决策（国内正式期刊）

黄名选等
是 是

1.638

0

基于数据联动分析的企业报表优化研究 2019年 2

月 中国市场（国内正式期刊） 高荣; 陈智

斌; 孙忱
是 是

0.075

0

Pointwise equicontinuity of Zadeh’s extension

of an interval map 2019.07 Chaos, Solitons

and Fractals（国际刊物） 孙太祥、粟光旺、

秦斌

是 是

3.576

The depths of the centres and the attracting

centres of a class of dendrite maps 2019.06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国际刊物） 孙太祥、粟光旺、

秦斌

是 是

2.2

Global Behavior of a Higher Order Fuzzy

Difference Equation 2019.10 Mathematics（国

际刊物） 粟光旺、孙太祥、秦斌
是 是

1.660

On w-limit sets of Zadeh's extension of

non-autonomous discrete systems on an interval

2019.11 Mathematics（国际刊物） 粟光旺、

孙太祥

是 是

1.660

0

剖分与条件逆像熵的变分原理 201811 中国科

学：数学，49（2019），681-698（国内正式期刊）

（一级核心） 严可颂，曾凡平

是 是 0.1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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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entropy and mean Li-Yorke chaos for

bi-orderable amenable group actions 20190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furcation and

Chaos（国际刊物）（SCI 二区） Kesong Yan

(严可颂)、Fanping Zeng (曾凡平)

是 是 3.9

Partial entropy and bundle-like entropy for

topological dynamical systems 201908

Dynamical Systems Theory（国际刊物）

Kesong Yan (严可颂)、Fanping Zeng (曾凡

平)

是 是 1.400

Observer-based mode-indenpendent integral

sliding mode controller design for phase-type

semi-Markov jump singular systems 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ust and

nonlinear control（国际刊物）（SCI） Yan bo

Li, Binghua Kao, Ju H. Park

是 是

3.503

0

Stabilization for Markovian jump distributed

parameter systems with time delay 2019

IEEE Access（国际刊物）（SCI） Yanbo

Li, Chaoyang Chen, Baoxian Wang

是 是

3.558

0

Equicontinuous dendrite flows 2019.11

Journal of Difference Equations and

Applications（国际刊物） 粟光旺、秦斌
是 是

1.104

0

Two bifurcation routes to multiple chaotic

coexistence in an

inertial two-neural system with time delay

2019/03 Nonlinear Dyn (2019)

95:1549–1563

（国际刊物）（SCI-TOP 期刊） 姚胜伟、丁立旺、

宋自根

是 是 4.900 0

一种线搜索加速策略及其应用 2019/04 河池学

院学报（国内正式期刊） 姚胜伟、邬玉萍
是 是

0.114

0

Perturbation of a period annulus with a unique

two-saddle cycle in higher order Hamiltonian

2019.08 Complexity（国际刊物）

Hongying Zhu, Suming Yang，Xiaochun Hu

是 是

2.462

0

Second order differential variational

inequalities involving anti-periodic boundary

value conditions 2019 年 5 月 15 日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国

际刊物） 卢亮，刘振海，V. Obukhovskii

是 是

1.1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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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ence results of semilinear differential

variational inequalities without compactness

2019 年 5 月 4日 Optimization（国际刊物）

卢亮，刘振海，M. Dumitru

是 是

2.165

3

环境污染下的具有非线性捕获的捕食-食饵系统的

稳定性和最优税收 2019.11 西南师范大学学

报（国内正式期刊） 赵亮，陈凤德
是 是

0.669

1

带跳随机利率与波动率模型的远期生效期权定价

2019.05 数学杂志（国内正式期刊） 薛

广明、邓国和
是 是

0.145

4

基于关联规则后件扩展的越英跨语言信息检索

2019 年 4 月 计算机技术与发展（国内正式期

刊） 黄武锋，何冬蕾，黄名选
是 是

0.724

1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的策略研究 2019.9 对外经贸实务（国内正式期

刊） 李霞，柯琦
是 是

0.572

12

广西南宁市社会经济重要指标的组合预报新方法

研究 2019.04 数理统计与管理（国内正式期

刊） 肖临
是 是

1.293

3

广西与湖南普通高校教育发展比较分析 2019.01

统计与管理（国内正式期刊） 肖临
是 是

0.093

0

广西科技活动发展规模预测及东盟国家科技合作

分析 2019.10 “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合作

发展研究（国际会议） 肖临
是 是

0

0

ANALYTICAL AND NUMERICAL SOLUTIONS OF A

TWO-DIMENSIONAL MULTI-TERM TIME-FRACTIONAL

OLDROYD-B MODEL 2019.2 NUMERICAL METHODS

FOR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国际刊物）

JINGHUA ZHANG1 FAWANG LIU2 VO V. ANH2

是 是

2.124

0

ANALYTICAL AND NUMERICAL SOLUTIONS OF A

MULTI-TERM TIME-FRACTIONAL BURGERS’ FLUID

MODEL 2019.3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国际刊物） JINGHUA ZHANG,

FAWANG LIU, ZENG LIN, VO ANH

是 是

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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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S BETWEEN KNOWLEDGE BASES AND

THEIR UNCERTAINTY MEASURES 2019.9

FUZZY SETS AND SYSTEMS 376(2019)73-105（国际

刊物） 夏飞

是 是

3.305

0

MEASURES OF UNCERTAINTY FOR ANAPPROXIMATION

SPACE 2019.6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国际

刊物） 王四春

是 是

1.851

0

UNCERTAINTY MEASUREMENT FOR FUZZY SET-VALUED

DATA 2019.12

IEEE ACCESS（国际刊物） 王四春

是 是

3.558

0

Quasilinearization technique for solving

nonlinear Riemann-Liouville fractional-order

problems 2020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SCI 一区） Guangwang Su, Liang

Lu, Bo Tang

是 是 3.472 0

On the fuzzy difference equation x(n) =

F(x(n-1), x(n-k))

2020 Fuzzy Sets and Sys.，

国际刊物（SCI 一区） Sun Taixiang, Su

Guangwang,Qin Bin

是 是 3.305 0

A CLASS OF GLOBALLY CONVERGENT THREE-TERM

DAI-LIAO CONJUGATE GRADIENT METHODS 2020.05

APPLIED NUMERICAL MATHEMATICS（SCI 一区）

姚胜伟，奉钦亮，李略

是 是 1.979 0

EVOLUTIONARY VARIATIONAL-HEMIVARIATIONAL

INEQUALITIES WITH APPLICATIONS TO DYNAMIC

VISCOELASTIC CONTACT MECHANICS 2020 年 1 月

ZEITSCHRIFT F¨UR ANGEWANDTE

MATHEMATIK UND PHYSIK（SCI 二区） 韩江峰，

卢亮，曾生达

是 是 1.428 0

Existence results for a class of semilinear

differential variational inequalities with

nonlocal boundary conditions 2020.06

Topological Methods in Nonlinear Analysis

（SCI 二区） 卢亮

是 是 0.682 0

Uncertainty measurement for fuzzy set-valued

data 2020 IEEE Access（SCI 二区）

王四春

是 是 3.5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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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y measurement for a hybrid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images: An application

in attribute reduction 2020 IEEE Access

（SCI 二区） 王四春

是 是 3.558 0

A hybrid adaptive synchronization protocol for

nondeterministic perturbed fractional-order

chaotic nonlinear systems 2020.04

Advances in Difference Equations（SCI 三

区） Funing Lin, Guangming Xue, Guangwang

Su

是 是 2.421 0

L-fuzzifying antimatroids: A fuzzy approach to

the generalization of shelling precedence

structures 2020.06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SCI 三区）

Funing Lin, Guangji Yu, Guangming Xue

是 是
1.8

51
0

Adaptive neural network control of chaotic

fractional-order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s using backstepping technique 2020.04

Frontiers in Physics（SCI 三区）

Guangming Xue, Funing Lin*,Bin Qin

是 是 2.638 0

Evolutionary variational –hemivariational

inequalities with applications to dynamic

viscoelastic contact mechanics 2020.01

Zeitschrift für Angewandte Mathematik

und Physik（SCI 三区） 卢亮

是 是 1.357 0

Regularization methods for elliptic

quasivariational

inequalities in Banach spaces

2020 Optimization（SCI 三区） Guangwang

Su , Guangming Xue , Guoen Xia

是 是 2.165 0

On the solutions of a max-type system of

difference equations of higher order

2020 Advances in Difference Equations

（SCI 三区） Guangwang Su, Caihong Han,

Taixiang Sun

是 是 2.300 1

On an impulsive food web system with mutual

interference and distributed time delay

2020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SCI 三区） Zhen Wang, Liwei Liu,

Guangwang Su（通讯作者）

是 是 0.8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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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ths and the attracting centres for

continuous maps on local dendrites with the

number of branch points being finite

2020 Top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SCI 四

区） Guangwang Su, Taixiang Sun, Fanping

Zeng,

是 是 0.531 0

The centre and the depth of the centre for

continuous maps on dendrites with unique

branch point 2020 Top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SCI 四区） GuangwangSu,

Taixiang Sun, Lue Li

是 是 0.531 0

Discrimination and System Identification

Analysis of Multivariable Intelligent Mining

in Big Data 2020.12 DYNAMIC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SCI 四区） 郑华，王四春

是 是 0.522 1

WATER SECURITY STRATEGY FORECAST USING FUZZY

DIFFERENCE EQUATION MODEL 2020.9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SCI 期刊） 韩彩虹

是 是 0.753 1

A HYBRID CLASSIFICATION MODEL FOR CHURN

PREDICTION BASED ON CUSTOMER CLUSTERING

2020 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FUZZY

SYSTEMS（SCI） QI TANG,GUOEN XIA, XIANQUAN

ZHANG

是 是 1.851 1

Characteristic of pointwise-recurrent maps on

a

dendrite 2020 Journal of Dynamical

Systems and Geometric Theories（SCI 扩展版收

录） Guangwang Su, Taixiang Sun, Caihong

Han

是 是 1.093 1

基于 SRCSAC 评价框架挖掘的跨语言查询译后扩

展 2020 年 11 期 控制与决策 （EI）（二级核心）

黄名选等

是 是 1.638 0

基于项权值排序挖掘的跨语言查询扩展 2020年 3

月 电子学报 （EI） （二级核心） 黄名选

等

是 是 1.230 2

The convergence of the solutions of a system

of max-type difference equations of higher

order 2020 ITALIAN JOURNAL OF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国际刊物（EI） Su

Guangwang，Sun Taixiang(T) , Qin Bin

是 是 0.77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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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ATURE INTERACTION NETWORK FOR CUSTOMER

CHURN PREDICTION 2020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ACHINE LEARNING AND COMPUTING（EI） QI

ANG,GUOEN XIA,XIANQUAN ZHANG

是 是 0.32 0

AN IMPROVED EMD PARALLEL STEGANOGRAPHY

ALGORITHM 2020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CSCT)（国际会议）

柯琦

是 是 0.2 0

A CUSTOMER CHURN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XGBOOST AND MLP 2020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ENGINEERING AND APPLICATION（EI） QI TANG,

GUOEN XIA,XIANQUAN ZHANG

是 是 无 0

推进绿色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2020 《人民

论坛》（CSSCI 期刊） 王四春
是 是 0.333 1

出口退税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2020

税务研究 2020 年第 4 期（CSSCI 期刊） 夏

飞

是 是 1.435 0

具有随机执行时刻的广义复合期权定价 2020

应用数学学报（核心期刊） 肖临
是 是 0.352 0

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的非线性统计建模

与预测 2020 统计理论与实践 肖临、王四

春、李冠合

是 是 0 0

实验室发表 SCI

论文总数
人均 SCI 论文数 篇均影响因子 篇均引用次数

50 1.25 1.83 0.8

总结实验室在评估期内，积极寻求与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双边、多

边合作研究的情况，与同领域企业开展全方位合作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情况（包含

项目申报、共同成果、横向合作项目的收益情况）。所开展的科研任务应正式签订协

议书。科研任务类型可参考“简表填写说明”中关于国家任务的说明。

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与区内外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多项科研项目合作，取得了一
定成绩，主要合作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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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

究的组

织情况

与实施

效果

2018 年，与联想集团旗下煦象 VR 教育公司洽谈校企合作相关事宜，就 VR/AR
在 5G 时代的领域应用、在中国和国际上的行业发展现状和人才培养前景进行洽谈。
煦象 VR 教育公司拟在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建立人才教育培训基
地；

2018 年，与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举行《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除
了业务服务合作之外，双方定期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向广大学生宣讲反
洗钱、反假币，以及防电信诈骗等知识，共同开展“爱心捐赠”、“教育扶贫”、“美
丽广西•清洁乡村”等扶贫结对帮扶活动。

2018 年，与广西财经学院商务外国语学院合作，选拔 23 名学生，组建了跨境电
商班级，将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改革落到实处。

2019 年，以重点实验室为依托的“广西-东盟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平台研发及
应用”项目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认定为“第一批数字广西建设标杆引领
重点示范项目”，标志着我校在全区大数据相关发展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三年来，团队积极承担广西自治区党委、广西社科联、广西区海洋研究院等企
事业单位相关课题，为广西“延伸中国—东盟博览会价值链”、金融发展等相关问题
提供智库服务；为南宁海关提供‚外部物流数据挖掘与物流大数据模型构建‛相关技
术攻关服务；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微信事业群项目提供咨询服务。

三年来，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在跨境电商研究方向领域内，
研究团队成员申请有关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共 168 项，正式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 104
项、实用新型专利 33 项，申请发明专利 31 项，14 项国家发明专利进入实审阶段。
目前有少量的技术转移，相应技术的转移主要来自研究团队为企事业单位进行产品
研发和咨询服务。

列举 3-5 篇代表性合作研究发表的论文：

序

号
论文题目

实验室

完成人

合作单位与

合作者
刊物名称

年、卷、

期、页

所属研究

方向

1

Information
structures in a
covering information
system

王四春
广西民族大

学 李招文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8)
19：1–23

跨境商务

大数据与

智能决策

方法

2

Rough
approximations
based on soft binary
relations and

knowledge bases

王四春
广西民族大

学 李招文
Soft

Computing

（2017)
21:839–85
2

跨境电商

云计算与

服务工程

3

Amulti-granulation
decision-theoretic
rough set method
fordistributed
fc-decision
information systems:
An application
inmedical diagnosis

王四春
广西民族大

学 李招文
Applied Soft
Computing

(2018)
56：
233–244

跨境物流

运筹优化

注：论文必须标注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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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研

究课题

的组织

情况与

实施效

果

阐述自主课题设置的思路，总结评估期内自主课题和实验室内部联合攻关课题

的组织情况和实施效果，包括支持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潜在学科生长点及产生的

成效；通过自主研究课题所重点支持的人才队伍特别是青年人才队伍的情况及产生

的成效，以及下一步计划，需附 2018-2020 年实验室设置的自主研究课题清单。以

下提纲仅供参考。

2.3 自主课题设置的思路和原则

年度自主研究课题重点资助以下 5 个研究方向：

1.跨境商务大数据与智能决策方法研究；

2.跨境电商云计算及服务工程研究；

3.跨境物流运筹优化研究；

4.跨境互联网金融支付工具与方法研究；

5.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研究。

申报原则：

1.申请人必须以第一作者身份（或通讯作者），课题研究申报期间获得与重点实

验室研究方向相关的科研成果（往年已申报的成果不再重复申报）；

2.自主研究课题面向广西财经学院校内科研人员，优先资助重点实验室专兼职

科研人员，同时鼓励校内其它科研人员积极申报；

3.开放课题面向除本校外的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的从事相关研

究的科研人员，校外科研人员申报必须与重点实验室负责人联系，协调沟通后再

进行申报；

4.中文成果单位标注名称必须为：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广

西财经学院）；英文成果单位标注名称必须为：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5.专著必须标注有“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资助”；

6.重点实验室将邀请相关研究领域校内外专家根据《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

理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和申请人学科成果进行评审，决定课题是

否立项及资助经费额度，根据课题研究价值和相关研究成果，分为 A、B、C、D 四

类课题。

2.4 组织情况与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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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的研究方向、目标，

参照申报指南和制度，经公开组织申报，申请人自主申请，按照 2017 年、2018

年度已有成果，经校内专家对各申报项目的综合评审和研究确定，拟资助《中国

—东盟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支付安全研究》等 17 项课题为 2018 年“广西跨境电

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立项研究项目。根据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

息处理重点实验室 2019-2020 年度开放课题、自主研究课题申报立项工作的安排，

经公开组织申报、申请人自主申请、校内外专家评审，拟资助《面向异构数据的

不完备信息系统的不确定性度量及其应用》等 25 项课题为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

处理重点实验室 2019-2020 年度立项研究项目。其中，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开放

课题完成人李招文博士 2020 年利用开放基金在《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Information Sciences》、《Fuzzy Sets and Systems》等国内外重要

学术刊物上发表 SCI 论文 7 篇。

2.5 下一步计划

下一步将继续围绕国家建设跨境电子商务重大需求，解决跨境电商的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通过承担高等级项目、发表高水平论文、积累系列知识产权，以

及进行行业产业创新与成果转化，产出一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理论研究与应

用成果，形成 2-3 项具有重大国际或国内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2018-2020 年实验室设置的自主研究课题清单

序

号
题目 负责人 经费额度（万元） 起止时间

1 中国—东盟跨境电商互联

网金融支付安全研究
夏 飞 9.02 2018-2019

2
面向东盟语言的跨境商务

文本大数据挖掘与跨语言

查询扩展及检索研究

黄名选 11.49 2018-2019

3 动力系统稳定集的复杂性

及应用
严可颂 10.61 2018-2019

4 基于稀疏优化理论的网络

交易关联性分析
姚胜伟 4.45 2018-2019

5 跨境电商云计算及服务工

程研究
王四春 12.65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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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于 H-半变分不等式理论

的跨境物流模式探究
韩江峰 2.58 2018-2019

7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
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互

联互通建设研究

乐国友 1.1 2018-2019

8
模糊近似空间和软近似空

间在模糊背景下的信息系

统中的应用研究

秦 斌 1.1 2018-2019

9 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支付

与银行结算方式研究
王旖旎 7.7 2018-2019

10
面向跨境电商云计算及智

能信息处理的人才培养与

教学创新研究

卢守东 0.88 2018-2019

11 基于智能合约的跨境电商

支付技术研究

欧阳青

东
0.55 2018-2019

12 基于数据特征的电子商务

客户流失预测模型研究
夏国恩 4.29 2018-2019

13 面向大数据的深度卷积特

征学习研究
李国祥 0.33 2018-2019

14 跨境物流运筹优化研究 唐红祥 4.51 2018-2019

15 中国—东盟商务数据的挖

掘与分析的研究
徐 辉 0.93 2018-2019

16 高校实验室教学与管理研

究
王 旦 1 2018-2019

17 跨境电商实验室项目实施

的制度与管理研究
郑丽娜 1 2018-2019

18 电子商务客户特征分析与

流失预测研究
夏国恩 8 2019-2020

19
基于深度学习的跨境商务

文本大数据挖掘与扩展检

索研究

黄名选 8 2019-2020

20
面向大数据的高维小样本

预测模型与跨境电商应用

研究

韩彩虹 1 2019-2020

21 区块链技术在跨境电商中

的应用研究
柯琦 1 2019-2020

22 跨境电商混频大数据预测

模型方法研究
李略 1 2019-2020

23 基于网络大数据的跨境电

商信息流模型研究
郑华 4 2019-2020

24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电

商大数据应用研究
王四春 8 2019-2020

25 网站信息采集与研究 卢守东 1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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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云计算环境下数据外包存

储关键技术研究
罗胜 2 2019-2020

27 模糊动力系统及相关问题

的研究
孙太祥 8 2019-2020

28
微分 H-半变分不等式在跨

境物流优化模型中的应用

研究

卢 亮 2 2019-2020

29 广西自产农产品冷链物流

需求预测研究
乐国友 1 2019-2020

30 变分不等式在跨境物流中

的优化与应用
粟光旺 4 2019-2020

31
基于 H-半变分不等式理论

的电子商务供应链超网络

研究

韩江峰 4 2019-2020

32 基于学习理论的运筹优化

控制与人工智能研究
薛广明 1 2019-2020

33 中国-东盟跨境电商物流成

本优化研究
姚胜伟 4 2019-2020

34 跨境电商智能物流运筹取

货架研究
张云兰 2 2019-2020

35 跨境通道物流业与制造业

协同发展研究
唐红祥 4 2019-2020

36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电

商金融支付技术研究
夏飞 8 2019-2020

37 区块链技术应用背景下实

验室管理研究
郑丽娜 2 2019-2020

38
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背景

下电子商务人才队伍建设

研究

罗掌华 8 2019-2020

39
基于大数据智能分析的涉

海金融工具理论研究及数

值计算分析

肖 临 2 2019-2020

40 混沌金融系统的智能学习

控制方法研究
林福宁 2 2019-2020

41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广西汽

车产业链商业模式创新研

究

李银昌 2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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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

团队建

设与人

才培养

3.1 队伍结构

简要介绍实验室队伍的总体情况，包括学术带头人（课题组长）人数，队伍结

构，特别是 40 岁以下研究骨干比例及作用。评估期内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包括青

年人才、研究生培养）与引进情况，特别是团队组织和凝聚、吸引、培养国内外优

秀中青年人才的措施及取得的成绩。各主要方向 40 岁以下研究骨干承担科研任务情

况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情况等。以下提纲仅供参考。

3.1.1 队伍结构总体情况

（请通过以下表给出实验室固定人员、流动人员信息）

序号 姓名 职称 固定人员或流动人员 备注

研究方向一：跨境商务大数据与智能决策方法

1 黄名选 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2 蒋曹清 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3 秦斌 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4 喻光继 副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5 孙宪波 副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6 郑华 副教授 固定人员 技术人员

7 李略 讲师 固定人员 技术人员

8 韩彩虹 讲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9 徐雪松 副教授 流动人员

研究方向二：跨境电商云计算与服务工程

1 王四春 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2 严可颂 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3 李延浚 副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4 张晶华 讲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5 朱丽娜 副教授 固定人员 技术人员

6 卢亮 讲师 固定人员 技术人员

7 卢守东 高级工程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三：跨境物流运筹优化

1 孙太祥 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2 夏国恩 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3 罗胜 经济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4 乐国友 副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5 韩江峰 讲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6 粟光旺 讲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7 裴胜玉 讲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8 胡小春 副教授 固定人员 技术人员

9 李延波 教授 固定人员 技术人员

10 胡清洁 教授 流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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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四：跨境互联网金融支付工具与方法

1 夏飞 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2 唐红祥 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3 张建中 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4 欧阳青东 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5 姚胜伟 副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6 张云兰 副教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7 肖临 讲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8 廖琪男 教授 固定人员 技术人员

9 薛广明 助理研究员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10 柯琦 助教 固定人员 技术人员

11 汤凌冰 教授 流动人员

12 李招文 教授 流动人员

研究方向五：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研究

1 罗掌华 研究员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2 林福宁 讲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3 李银昌 讲师 固定人员 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六：实验室管理

1 王旖旎 助理研究员 固定人员 管理人员

2 郑丽娜 助教 固定人员 管理人员

3 文海漓 助理研究员 固定人员 管理人员

3.2 实验室高层次人才队伍情况

序号 人才称号 人数 获得年份及姓名

1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和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1 人
1 2017年，夏飞

2 “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
1 2009年，夏飞

3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2009年，夏飞

2011年，王四春

4 选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1 2008年，夏飞

5 广西“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

选
1 唐红祥

6 广西高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百人

计划”人选
1 韩江峰

7 广西高校卓越学者 2
夏国恩

张建中

唐红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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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团队建设、人才培养与引进情况

目前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主要包括实验室核心研究成员、技术人员和实验室

管理人员，自成立以来通过创新人员考评制度，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注重“外

引内培”，多渠道提升科研团队实力；发挥科研团队梯队特色，探索多形式科研组

织模式等措施，不断提升科研团队能力。2020 年度，晋升高级职称 5 人，培养博

士研究生在读 5 人，博士毕业 1 人，国内进修 2 人；入选“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

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1 人。

2018 年，联合二级学院引进跨境电商大数据处理研究方面 3 名固定人才，其

中博士 3 人；柔性引进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入选者、教育部应用统计专业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

2019 年，联合二级学院引进跨境电商大数据处理研究方面 4 名固定人才，其

中博士 3 人。新引进的李延波博士近两年发表 SCI 论文 3 篇、出版专著 1 本、获

得广西科技计划项目 1 项；卢亮博士近两年发表 SCI 论文 2 篇、获得广西自然科

学基金 1 项。

2020 年，联合二级学院引进核心研究成员 5 名，其中博士 3 人。跨境电商重

点实验室境物流运筹优化研究方向年轻骨干成员粟光旺博士 2020 年共发表论文 8

篇，其中 SCI 一区论文 1 篇、SCI 三区论文 3 篇、SCI 四区论文 3 篇，SCI 扩展版

1 篇；青年教师韩江峰博 2020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发

表 SCI 二区论文 1 篇。

3.2.2 40 岁以下科研骨干承担任务和取得成果情况

承担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至时间 主持

1

接触力学中两类分数阶变分

-H-半变分不等式及其最优控

制问题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2021.01-2023.12 韩江峰

2
非线性分数阶微分系统的控制

问题研究

广西壮族自

治区科学技

术厅

2017.09-2020.01 卢亮

3
基于区块链的保险行业信息平

台构建及关键技术研究
广西科技厅 2020.09-2023.09 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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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变分不等式与动力系统的相关

问题研究（联合资助培育项目）

广西自然科

学基金
2019.01-2020.12 粟光旺

5 图映射与非自治动力系统研究
广西自然科

学基金
2016.09-2019.08 粟光旺

6
树突(Dendrite)映射的动力系

统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地

区)

2018.01-2021.12
粟光旺

参与

7
广西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安全评

价与预警研究

科技厅：广西

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

2019.01-2021.12 张云兰

8

多维高斯稀疏分布的协方差逆
矩阵估计问题的模型及求解算

法研究

广西自然科

学基金
2018.08-2020.08 姚胜伟

9
求解大规模优化问题的自适应

共轭梯度算法研究

广西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项目

2020.07-2022.07 姚胜伟

10
应用数学学科与经管学科研究

生导师联合培养模式研究

广西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

改革课题

2019-03 至今 姚胜伟

11
非线性优化中一个公开问题及

其应用研究

2020 年第三

批中央引导

地方科技发

展资金项目

2020.08 至今 姚胜伟

12

信息技术与统计学专业实验课

程教学深度融合路径探索与实

践

广西教育厅 2019.06-2021.06 肖临

13
不同采样周期非线性混频数据

预测模型
教育厅 2020.1-2021.12 李略

发表高水平论文：

序号 论文（著作）名称
发表时

间

发表刊物或会

议名称及性质

主要完成者（前三

名）

1

WATER SECURITY
STRATEGY FORECAST

USING FUZZY
DIFFERENCE

EQUATION MODEL

2020.9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SCI期刊）

韩彩虹

2

EVOLUTIONARY
VARIATIONAL-HEMIV

ARIATIONAL
INEQUALITIES WITH
APPLICATIONS TO

DYNAMIC
VISCOELASTIC

2020.01

ZEITSCHRIFT
F¨UR

ANGEWANDT
E

MATHEMATIK
UND PHYSIK

韩江峰，卢亮，曾生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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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MECHANICS

3

AN IMPROVED EMD
PARALLEL

STEGANOGRAPHY
ALGORITHM

2020

2020
INTERNATION

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

TION
TECHNOLOGY
(ICCSCT)，国际

会议

柯琦

4

A hybrid adaptive
synchronization protocol
for nondeterministic

perturbed fractional-order
chaotic nonlinear systems

2020.04

Advances in Dif
ference Equation
s，国外权威期

刊

Funing Lin, Guangmi
ng Xue, Guangwang

Su

5

L-fuzzifying antimatroids:
A fuzzy approach to the
generalization of shelling
precedence structures

2020.06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
国外权威期刊

Funing Lin,
Guangji Yu,

Guangming Xue

6

Adaptive neural network
control of chaotic
fractional-order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s using
backstepping technique

2020.04
Frontiers in Phys
ics，国外权威期

刊

Guangming Xue, Funi
ng Lin*,Bin Qin

7

Existence results for a
class of semilinear

differential variational
inequalities with nonlocal
boundary conditions

2020.06

Topological
Methods in
Nonlinear
Analysis,

卢亮

8

Evolutionary variational
–hemivariational
inequalities with

applications to dynamic
viscoelastic contact

mechanics

2020.01

Zeitschrift für
Angewandte

Mathematik und
Physik

卢亮

9
Quasilinearization

technique for solving
nonlinear

2020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Guangwang Su, Liang
Lu, Bo Tang

https://content.iospress.com/journals/journal-of-intelligent-and-fuzzy-systems
https://content.iospress.com/journals/journal-of-intelligent-and-fuzzy-systems
https://content.iospress.com/journals/journal-of-intelligent-and-fuzzy-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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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mann-Liouville
fractional-order problems

Computation
（SCI一区）

10

Regularization methods
for elliptic

quasivariational
inequalities in Banach

spaces

2020
Optimization
（SCI三区）

Guangwang Su ,
Guangming Xue ,

Guoen Xia

11

On the solutions of a
max-type system of

difference equations of
higher order

2020

Advances in
Difference

Equations（SCI
三区）

Guangwang Su,
Caihong Han,
Taixiang Sun

12

Characteristic of
pointwise-recurrent maps

on a
dendrite

2020

Journal of
Dynamical
Systems and
Geometric

Theories（SCI
扩展版收录）

Guangwang Su,
Taixiang Sun,
Caihong Han

13

On an impulsive food web
system with mutual
interference and

distributed time delay
2020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SCI
三区）

Zhen Wang, Liwei
Liu, Guangwang Su

（通讯作者）

14

The convergence of the
solutions of a system of
max-type difference

equations of higher order

2020

ITALIAN
JOURNAL OF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
S国际刊物（EI）

Su Guangwang，Sun
Taixiang(T) , Qin Bin

15
具有随机执行时刻的广

义复合期权定价
2020 应用数学学报 肖临

16

新基建背景下涉海基金

对港口经济发展的作用

研究

2020

“一带一路”与

中国-东盟合作

发展研究

肖临

17

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

易规模的非线性统计建

模与预测

2020
统计理论与实

践

肖临、王四春、李冠

合

18

Adaptive Neural Network
Control of Chaotic
Fractional-Order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s
Using Backstepping

Technique

2020.04
Frontiers in Phys
ics，国际刊物

Guangming Xue, Funi
ng Lin,
Bin Qin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UA&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SID=6ELMiZKfMrqgIrrIMzS&field=AU&value=Qin,%20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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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Regularization methods
for elliptic

quasi-variational
inequalities in Banach

spaces

2020.06
Optimization，国

际刊物

GuangwangSu, Guan
gming Xue*, Guoen

Xia

20

A hybrid adaptive
synchronization protocol for
nondeterministic
perturbed fractional-order chaotic
nonlinear systems

2020.04

Advances in Dif
ference

Equations，国际

刊物

Funing Lin, Guangmi
ng Xue*,

Guangwang Su

21

A CLASS OF
GLOBALLY

CONVERGENT
THREE-TERM

DAI-LIAO CONJUGATE
GRADIENT METHODS

2020.05

APPLIED
NUMERICAL
MATHEMATIC
S，SCI-1 区

姚胜伟，奉钦亮，李

略

科研成果获得省级奖项：

序

号
获奖成果名称

获奖时

间

获奖名称

及等级
完成形式 完成者

1
新的广义欧式期权

定价模型及其性质
2020

广西第十六

次社科成果

三等奖

论文 肖临

2

人类命运共同体背

景下西南喀斯特地

区生态安全评价

2020.9

广西第十六

次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论

文三等奖

论文 张云兰

3

基于能值生态足迹

的广西可持续发展

研究

2020.9

广西第十六

次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专

著三等奖

论文 张云兰

3.3 人才梯队

依次简要介绍实验室主任、学术带头人和优秀青年骨干的情况，在实验室发挥的作

用以及在国家科技计划担任咨询专家情况。以下提纲仅供参考。

3.3.1 实验室主任

实验室主任在实验室发挥的作用以及在国家科技计划担任咨询专家情况，在学

科或行业领域内的影响力，获得 SCI/SSCI 收录论文等高级别成果，获得国家级科学

技术奖励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情况等。

实验室主任夏飞，二级教授，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湘潭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和博士、硕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SID=7BQ5rwBgXowdEjCHjH2&page=1&doc=2&cacheurlFromRightClick=no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SID=7BQ5rwBgXowdEjCHjH2&page=1&doc=2&cacheurlFromRightClick=no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SID=7BQ5rwBgXowdEjCHjH2&page=1&doc=2&cacheurlFromRightClick=no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SID=7BQ5rwBgXowdEjCHjH2&page=1&doc=2&cacheurlFromRightClick=no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SID=7BQ5rwBgXowdEjCHjH2&page=1&doc=2&cacheurlFromRightClick=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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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广西优秀专家，广西首批文化

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

估和审核评估专家。广西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兼职副主席，全国贸易经济教学

研究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广西财经学院

校长、民盟广西区委副主委、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

项，国家基金一般项目 3项，国家软科学项目 1项，主持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 10

多项。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财政研究》《统计研究》等重要

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60 多篇；出版著作、教材 8部。获湖南省人民政府一等功 1次、

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3 项及其他省部级、地州厅级科技进步奖、优秀成

果奖 10 多项。

在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一批重要创新成果，具有较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较重要的社

会经济价值。其中，一项成果获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批阅；一项成果被中共中央

办公厅专报采用并呈送中央领导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一项成果获登新华社《参考清

样》，20 多项成果获国家领导、自治区主要领导重要批示。

3.3.2 学术带头人（请按照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进行介绍，每个方向 3-5 人）

学术带头人在实验室发挥的作用以及在国家科技计划担任咨询专家情况，学术

带头人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情况等。

3.3.2.1跨境商务大数据与智能决策方法

黄名选：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1项

蒋曹清：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1项

秦斌：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1项

3.3.2.2跨境电商云计算与服务工程

王四春：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1 项、广

西自科基金项目 1项

严可颂：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1项、广西自科基金项目 1项

李延波：主持广西自科基金项目 1项

卢亮：主持广西自科基金项目 1项

2.2.3跨境物流运筹优化

孙太祥：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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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国恩：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1项

韩江峰：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1项

粟光旺：主持广西自科基金项目 2项

2.2.4跨境互联网金融支付工具与方法

夏飞：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 项、国家基金一般项目 1 项、青年项目 1

项，国家软科学项目 1项、广西自科基金项目 1项

唐红祥：主持国家基金一般项目 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1项

张建中：主持国家基金重点项目 1项

欧阳青东：主持广西自科基金项目 1项

姚胜伟：主持广西自科基金项目 1项

张云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广西自科基金项目 1项

肖临：主持广西社科基金项目 1项

2.2.5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研究

罗掌华：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管理、区域经济、电子商务及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研

究。主持自治区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2 项、国家林业局软科学项目 2 项、自治区林业

局软科学项目 3项、教育厅项目 2项，主持完成科技、经济等重大课题调研 10 多项

林福宁：发表论文 3篇，其中 2篇 SCI 三区， 1篇为二作（且一作已申报）；

2019 年广西财经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发展基金项目“基于自适应模糊控制的分数阶混

沌系统研究”（2019 立项）

李银昌：发表论文：4篇，其中 2篇普刊（1 篇为二作），2 篇 SSCI(1 篇通讯作

者，1篇二作；登记软件著作权 1项：产业经济研究基础信息数据库平台 V1.0

3.3.3 优秀青年骨干（请按照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进行介绍，每个方向 3-5 人）

2.3.1 跨境商务大数据与智能决策方法

郑华：发表 SCI 四区论文 1篇；获得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项；（2020

立项）；主要完成一项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19 结题）；获聘为新一届广西本科

高校电商物流专业教指委委员

李略：1篇 SCI 论文已经录用；教育厅中青年项目 1项（2020 立项）

韩彩虹：研究方向为动力系统，发表 SCI 论文 1篇

2.3.2 跨境电商云计算与服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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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守东：登记软件著作权 3 项：1688（阿里巴巴）采购批发网橡塑原料数据采

集软件 V1.0（2019SR0097619），2019 年 1 月 28 日，软著登字第 3518376 号。58 同

城网租房信息采集软件 V1.0（2019SR0101044），2019 年 1 月 28 日，软著登字第

3521801 号。分页式网站数据采集软件 V1.0（2019SR0171532），2019 年 2 月 22 日，

软著登字第 3592289 号

2.3.3跨境物流运筹优化

罗胜：发表 SCI 二区论文 1 篇；登记软件著作权 3 件；主持省部级课题“基于

区块链的保险行业信息平台构建及关键技术研究（2019AC20355）”；（2020 立项）；主

持在研课题“2019 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基于区块链的

电商平台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2019KY0659）”。（2019 立项）

乐国友：发表论文 2 篇，其中 1 篇 EI，1 篇普刊；主持广西哲社课题 1 项：供

应链协同与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发展研究（在研）

2.3.4跨境互联网金融支付工具与方法

薛广明：发表论文 3篇，其中 1篇 SCI 三区，2篇为二作；广西教育厅课题，（2019

立项）

柯琦：发表论文 4篇，其中 1篇国际会议，1篇核心（二作），2篇普刊（1篇二

作），登记软件著作权 2件：基于 Android 手机端的智能仪器管理系统、智能仪器 PC

端管理系统

李招文：发表 SCI 论文 7篇

2.3.5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研究

罗掌华：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管理、区域经济、电子商务及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研

究。主持自治区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2 项、国家林业局软科学项目 2 项、自治区林业

局软科学项目 3项、教育厅项目 2项，主持完成科技、经济等重大课题调研 10 多项

林福宁：发表论文 3篇，其中 2篇 SCI 三区，1篇为二作（且一作已申报）；

2019 年广西财经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发展基金项目“基于自适应模糊控制的分数阶混

沌系统研究”（2019 立项）

李银昌：发表论文：4篇，其中 2篇普刊（1 篇为二作），2 篇 SSCI(1 篇通讯作

者，1篇二作；登记软件著作权 1项：产业经济研究基础信息数据库平台 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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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客座教授、访问学者与博士后研究人员情况

每年邀请国内外同领域客座教授、实验室专家到实验室开展座谈交流与合作。

3.5 科研成果与前沿科技融入育人体系、科研与教学互动、科研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等方面的情况。

（一）人才培养
跨境电商实验室坚持内部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人才发展战略，在校内外多渠道

吸收学术资源和研究力量，形成了一支具有开放视野和创新精神、跨学科多领域的
有特色、高水平、开放性的创新团队。目前核心研究成员 40 人，流动人员 4名；博
士占比 52.5%，硕士占比 42.5%，正高占比 40%，副高占比 25%，拥有国家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 人，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1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人选 1 人，广西优秀专家 1 人，广西首批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1 人。广
西“十百千人才”5人，广西高校海外“百人计划”1人，广西高校卓越学者及创新
团队 2 个，广西高校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1 人等。同时拥有来自国防科技大学、南京
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名校专家，形成了“机构开放、人员流
动、内外联合”的流动专家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

（二）科研能力
2018 年度-2020 年度，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研究成员围绕跨境商务大数据与智

能决策方法、跨境电商云计算与服务工程、跨境互联网金融支付工具与方法、跨境
物流运筹优化、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等五个研究方向展开深入研究，不断提升科研
能力。

累计承担高水平科研项目 80 余项，其中，2018 年度，新增国家级项目 5项，其
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市厅级项目 4 项。研究成员主持完成本年度 1 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1 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019 年度，承担省部级及以上
项目（包括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
目）。其余 8项厅级课题均按计划开展研究；年度新增 3项广西教育厅项目、2项委
托项目；研究成员主持完成本年度 1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1项省部级项目、4项厅
级项目；2020 年度，新增 8 项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其中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
项教育部项目、1项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2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广西教育厅项目，新增 1项横向委托项目。在研的 11 项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包
括 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总体
进展顺利，阶段性成果颇丰，影响良好，其余 4项厅级课题均按计划开展研究。

（三）成果产出
发表系列高水平科研论著及论文。2018 年度-2020 年度，研究团队共出版专著 4

部，发表与跨境电商研究有关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93 篇，其中 SCI 收录 50 篇，CSSCI
期刊论文 15 篇，核心期刊论文 20 余篇。

获得并授权系列有关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2018 年度-2020 年度，研发与跨境
电商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获得有关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共 86 项，正式获得国家软
件著作权 104 项、实用新型专利 58 项，申请发明专利 28 项。

相关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2018 年度-2020 年度，《融入客户价值特征和情
感特征的网络客户流失预测研究》、《新的广义欧式期权定价模型及其性质》等 4 项
研究成果获得广西第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四）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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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群体和重点领域

创新团队
5

评估期内新增

数量
1

国家高层次人才 2
评估期内新增

人数
0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创

新研究团队
8

评估期内新增

数量
8

广西高层次人才 4
评估期内新增

人数
0

评估期内固定人员职称或

学历晋升人数
5

评估期内实验

室培养研究生

人数

10

研究生参与科研课题情况 12

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情况 0

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与区内外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多项科研项目合作，取得了一
定成绩，主要合作情况如下：

2018 年，与联想集团旗下煦象 VR 教育公司洽谈校企合作相关事宜，就 VR/AR
在 5G 时代的领域应用、在中国和国际上的行业发展现状和人才培养前景进行洽谈。
煦象 VR 教育公司拟在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建立人才教育培训基
地；

2018 年，与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举行《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除
了业务服务合作之外，双方定期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向广大学生宣讲反
洗钱、反假币，以及防电信诈骗等知识，共同开展“爱心捐赠”、“教育扶贫”、“美
丽广西•清洁乡村”等扶贫结对帮扶活动。

2018 年，与广西财经学院商务外国语学院合作，选拔 23 名学生，组建了跨境电
商班级，将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改革落到实处。

2019 年，以重点实验室为依托的“广西-东盟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平台研发及
应用”项目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认定为“第一批数字广西建设标杆引领
重点示范项目”，标志着我校在全区大数据相关发展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三年来，团队积极承担广西自治区党委、广西社科联、广西区海洋研究院等企
事业单位相关课题，为广西“延伸中国—东盟博览会价值链”、金融发展等相关问题
提供智库服务；为南宁海关提供‚外部物流数据挖掘与物流大数据模型构建‛相关技
术攻关服务；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微信事业群项目提供咨询服务。

三年来，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在跨境电商研究方向领域内，
研究团队成员申请有关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共 168 项，正式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 104
项、实用新型专利 33 项，申请发明专利 31 项，14 项国家发明专利进入实审阶段。
目前有少量的技术转移，相应技术的转移主要来自研究团队为企事业单位进行产品
研发和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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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放交流

列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主要活动，特别是在主持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作特邀

报告的情况以及国际学生、学者培养。

以下提纲仅供参考。

4.1 国内外学术交流

4.1.1 主办、承办各类学术会议及学术活动

序号 会议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会议类型 实验室作用

1
数字

经济中的大数据技术

国际合作与共赢发展

2019年 9月 29
日

广西南宁 国内 承办

2
2019 数据科学理论与

方法学术会议暨‘数据

科学分会’成立大会

2019年 10月 26
日至 10月 27日 广西南宁 国内 承办

3

广西本科高校电子商

务及物流管理类教学

指导委员会 2019年度

工作会议暨电子商务

与物流管理类专业教

育教学研讨会

2019年 12月 15
日

广西南宁 国内 承办

4

广西本科高校特色专

业及实验实训教学基

地（中心）建设项目

2020年建设任务书论

证会

2020年 5月 27
日

广西南宁 国内 联合主办

5
中国逻辑学会第十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暨学

术研讨大会

2020年 12月 26
日-12月 27日 广西南宁 国内 承办

4.1.2 实验室人员国内外学术交流

（该表给出实验室人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国内重要学术会议进行特邀报告情况）

序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1

Recent development of
entropy and complexity
for amenable group

actions

严可颂

南昌大学理

学院“格物论

坛”学术报告

2019年 11月 8
日

江西南昌，

南昌大学

2
Recent development of
entropy and chaos for
amenable group actions

严可颂
长沙理工大

学学术报告

2019年 11月
16日

湖南长沙，

长沙理工大

学

3 Recent development of 严可颂 中国数学会 2019年 11月 广东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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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opy and chaos for
amenable group actions

第十三次全

国会员代表

大会暨 2019
年学术年会

21日-24日

4 考虑资金成本的马氏链

环境复合二项风险模型
肖临

吉林长春

2019国际数

据挖掘与应

用统计研究

会年会

2019年 9月 20
日-22日

吉林财经大

学

5 学术报告 严可颂

2018年遍历

理论与拓扑

动力系统研

讨会

2018年 3月 23
日至 25日 合肥

6
stable sets in amenable

group actions with positive
topological entropy

严可颂
清华三亚国

际数学论坛

2018年 3月 31
日至 4月 2日 三亚

7
OptimizationProblems in
Big Biological Data

Analyses
姚胜伟

贵州大学计

算机学院交

流

2018年 4月 20 贵州

4.1.3 知名学者讲学

（该表给出实验室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情况）

序号 学术报告题目 报告人 报告时间 报告人单位

1 全模糊信息系统的不确

定性度量
李招文 2018年 5月 18日 广西民族大学

2 蒙地卡罗和拟蒙地卡罗

方法及其在应用
赖永增 2018年 6月 22日 劳瑞尔大学

3 大数据发展的技术趋势

与快速搜索算法
陈建二 2018年 7月 30日 广州大学

4 大数据统计学习理论与

推断方法
周勇 2019年 3 月 3 日 华东师范大学

5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大型

软件服务的智能化运维
应时 2019年 6月 28日 武汉大学

6
具有系统不确定性与外

部扰动的分数阶混沌系

统的鲁棒自适应控制

李生刚 2019年 10月 31日 陕西师范大学

7 大数据统计学习与分布

式计算
周勇 2020年 7月 25日 华东师范大学

8 面向个性化学习的教育

大数据分析
陈恩红 2020年 11月 6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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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学者制度建设情况，吸引国内外同领域实验室人员到本实验室开展访问学者研究工作和国内

外优秀博士毕业生到实验室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情况。

设置开放课题的情况，以及开放课题所取得的重要成果等。

以下提纲仅供参考。

4.2 访问学者制度建设情况

4.2.1 国内外同领域实验室人员到实验室开展访问交流与合作

序号 来访学者

（单位）

合作内容 时间 合作人员

1 赖永增（劳瑞尔大学） 蒙地卡罗和拟蒙地卡罗方法及
其在应用

2018年6月
22 日

王四春

2 陈建二（广州大学） 大数据发展的技术趋势与快速
搜索算法

2018年7月
30 日

王四春

3 周勇（华东师范大学） 大数据统计学习理论与推断方
法

2019 年 3
月 3 日

王四春

4 应时（武汉大学）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大型软件服
务的智能化运维

2019年6月
28 日

夏飞

5 李生刚（陕西师范大
学）

具有系统不确定性与外部扰动
的分数阶混沌系统的鲁棒自适
应控制

2019 年 10
月 31 日

夏飞

6 周勇（华东师范大学） 大数据统计学习与分布式计算 2020年7月
25 日

夏国恩

7 陈恩红（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面向个性化学习的教育大数据
分析

2020 年 11
月 6 日

夏国恩

4.2.2 国内外优秀博士毕业生到实验室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实验室暂无博士后项目。

4.3 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2018-2020 年实验室设置的开放课题清单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学位/

职称

工作

单位
起止时间

经费额

度（万

元）

经费

是否

划拨

1 面向异构数
据的不完备

李招文
博士/

教授

玉林

师范

学院

2019-2020 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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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开放课题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主要列举 3-5 项）

成果一：Uncertainty measurement for a fuzzy rel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承担人： 李招文等

执行时间：2019年

成果简介：A fuzzy rel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may be viewed as an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fuzzy

relations. Uncertainty measurement is a critical evaluating too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uncertainty measurement

for a fuzzy rel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s in a fuzzy rel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is first described by using set vectors. Then, dependence between information structures in a fuzzy

rel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is given. Next, the axiom definition of granularity measurement of uncertainty for

fuzzy relation information systems is proposed by means of its information structures, and based on this axiom

definition, information granulation and rough entropy in a fuzzy rel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are proposed.

Moreover, information entropy, information amount, joint entropy and condition entropy in a fuzzy rel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are also considered. Finally, to show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asures for uncertainty

of a fuzzy rel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effectiveness analysis is conducted from the angle of statistics. These

results will be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uncertainty in a fuzzy rel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成果二：Measures of uncertainty for knowledge bases

承担人： 李招文等

执行时间：2020年

成果简介：This paper investigates measures of uncertainty for knowledge bases by using their knowledge

structures. Knowledg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 bases are first introduced. Then, 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ce

between knowledg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 bases are proposed,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inclusion degree.

Next, measures of uncertainty for a given knowledge base are studied, and it is proved that the proposed

measures are based o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this knowledge base. Finally, a numerical experiment is

conducted to show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measures and effectiveness analysis is done from two aspects of

dispersion and correlation in statistics. These results will be signific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uncertainty for knowledge 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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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划拨经费管理及使用情况

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三年来共资助开放课题 1项，资助资金 4万元。资金
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进行支出及拨付，没有出现非合规性的情况。
4.4 仪器设备基本情况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逐步得到更新和优化，现已具备了较完备的科
研实验条件。现有各类仪器设备 2000 多台套，设备总值达 5000 万元，其中 10 万元以上的大型
仪器设备 200 多台套，学校可用于开展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约 10573.47 万元。各研究方向主
要实验室均配备了大型数据库服务器、网络服务器和专用软件平台，多种教学、科研、人才培养
平台软件、硬件等能够有效地服务于科学研究、研究生培养和本科实践教学。
4.4.1 技术人员队伍

1.职称结构：实验室队伍固定人员，教授 16 人，占 40%；副教授 10 人，占 25%；讲师 13 人，
占 32.5%，其它 1人，占 2.5%。

2.学历结构：实验室队伍固定人员，具有博士学位的 21 人，占 52.5%；硕士学位 17 人，占
42.5%；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者 8人。

3.年龄结构：实验室队伍固定人员，40 岁以下 20 人，占 50%；41-50 岁 12 人，占 30%；50
岁以上 8人，占 20%。

4.知识结构：学术队伍成员毕业于全国不同的院校，绝大多数毕业“985”、“211”高校，专
业学科背景涉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数学、物流管理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国际贸易等，知识结构合理，技能互补性较强，并在电子商务相关研究
领域积累丰富经验和丰硕成果。

5.人才层次方面：多名团队成员拥有省部级以上人才层次，其中，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和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1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1人，广西第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人选 5人，
广西高校海外百人计划第二批任选 1人，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及卓越学者计划 2人。

4.4.2 仪器使用效率和开放共享情况

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
会开放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6〕16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广西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6〕16 号)，
介绍本实验室大型科研仪器使用及开放共享情况。
4.4.3 仪器设备改造升级和功能开发

实验室现拥有多台大型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1个小型云计算实验平台，具有良好的实验
条件。这些平台的主要设备已接入校园网，均可实现远程访问。平台设备主要供本实验室的研究
人员及研究生使用，同时也为学校信息与统计学院的部分高年级本科生及其它学院提供高性能计
算资源服务。大型仪器设备添置主要集中在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特色实验室体系建设方面，2020
年新建“南宁跨境电商平台实验室区块链支付实验室”，目前已完成建设工作，经验收后正式投
入使用。

4.5 实验室参加广西科技活动周情况，开展科普讲座、科普进基础等多种形式的活动的情况，以

及取得的成效。

2018 年 5 月 25 日，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积极响应“两周两展”，即 2018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
广西科技活动周和第二十七届广西创新驱动成就展、第八届广西创新成果展的精神，紧紧围绕以
“科技创新强国富民 发明创造赶超跨越”为主题，根据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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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基地建设特色和进展，开展了以“跨境电商”为主题的创新成果展示和科学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包括以“跨境电商”为主题的研讨会及学术讲座、实验室成果展览、知识分享会等形式在学
校范围内展开，推动我校师生对跨境电商的理解，提高跨境电商在全校范围内的知名度。

2019 年 7 月 1 日，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联合中国-东盟创新治理与知识产
权研究院邀请全球十大律师事务所之一的瑞生律师事务所任职高级知识产权及技术分析师袁帅
博士就专利申请和知识产权纠纷等方面进行指导，袁帅博士以其在 InterDigital 对三星/诺基亚
专利案、英伟达/辉达 对三星专利案、Xperi 对三星专利案等重大专利诉讼案中主持或参与知识
产权及技术分析的经历，为实验室成员进行专利诉讼有关的专利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分析及咨
询。

为引导师生遵守网络安全规范，不断提高网络安全意识，2020 年 9 月 15 日，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联

合信息与统计学院、宣传部等部门开展网络安全主题教育校园日活动。通过线上网络安全知识竞赛和线下

答题方式，向师生派发网络安全宣传单，引导师生参与活动，耐心向参与者介绍网络安全知识，加深他们

对网络安全的印象和理解。提高大家抵御网络安全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文明上网、理性用网的意识。

4.6 学术委员会相关情况

（以下表格请填写学术委员会名单信息）

序号 姓名 职称 担任职务 工作单位

1 罗 安 教授 主任 湖南大学

2 夏 飞 教授 副主任 广西财经学院

3 潘 慧 教授 副主任 广西财经学院

4 王国刚 研究员 委员 中国社会科院

5 孙立坚 教授 委员 复旦大学

6 张维明 教授 委员 国防科技大学

7 眭海刚 教授 委员 武汉大学

8 陈志刚 教授 委员 中南大学

9 汪 鸣 研究员 委员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

10 於 亮 研究员 委员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1 吴尽昭 教授 委员 广西大学



42

国际国

内学术

机构任

职情况

／国际

国内期

刊任职

情况/国

际国内

会议组

织、参加

情况

人员姓名（国际学术机

构、国内重要学术机构

任职）

学术机构名称 职务 任职起止年月

夏飞 中国商业学会 副会长 2008

王四春
湖南技术经济与管理

现代化学会
副理事长 2011

严可颂 广西数学学会 理事 2009

乐国友 中国物流学会 会员 2015

喻光继

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科
高校电子商务及物流
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017

喻光继
广西区工商行政管理
系统决策咨询专家组

专家 2015

喻光继
广西商务厅广西商务
经济发展专家（顾问）

委员会
专家 2016

人员姓名

（ 国际学术期刊、国

内重要学术期刊任职）

期刊名称 职务 起止年月

夏飞 经济研究 审稿人 2015

王四春 自动化学报 审稿人 2008

孙宪波 美国数学 评论员 2016

严可颂

美国《数学评论》

(Mathematical

Reviews)

通讯评论员 2014



43

严可颂
德国《数学文摘》

(Zentralblatt Math)
通讯评论员 2016

组织国际、国内重要系

列会议
会议举办时间

会议举办

地点
参会人数

数字

经济中的大数据技术

国际合作与共赢发展

2019年 9月 29日 广西南宁 国内

2019 数据科学理论与

方法学术会议暨‘数据

科学分会’成立大会

2019年 10月 26日至

10月 27日 广西南宁 国内

广西本科高校电子商

务及物流管理类教学

指导委员会 2019年度

工作会议暨电子商务

与物流管理类专业教

育教学研讨会

2019年 12月 15日 广西南宁 国内

广西本科高校特色专

业及实验实训教学基

地（中心）建设项目

2020年建设任务书论

证会

2020年 5月 27日 广西南宁 国内

中国逻辑学会第十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暨学

术研讨大会

2020年 12月 26日-12
月 27日 广西南宁 国内

数字

经济中的大数据技术

国际合作与共赢发展

2019年 9月 29日 广西南宁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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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行管理

简要介绍实验室内部规章制度建设，日常管理工作，实验室网页的维护，实验室科研氛围，

学术风气，有无违反学术道德的事件发生以及激励创新的政策措施等。

以下提纲仅供参考。

5.1 制度建设情况

（所建立有的制度，是否建立开放课题经费管理办法，尤其是向外科技经费的开放课题）

2018 年，新增《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安全条例》、《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
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工作人员管理条例》、《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岗位基本职责》
《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章程》、《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
实验室主任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开放项目管理暂行办
法》等规章制度，以更加规范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2019 年，完善《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
理重点实验室安全条例》、《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培工作人员管理条例》、《广
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岗位基本职责》等规章制度，以更加规范实验室的建设与
管理。2020 年，在原有建设与运行、学术委员会、项目管理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完
善《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安全条例》、《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
室公共实验室、共用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开放项目管
理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以更加规范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

5.2 日常管理情况

以五个研究方向为主，不断调整跨境电商云计算及服务工程、商务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
方法、跨境物流运筹优化、跨境互联网金融支付工具与方法和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五个研究方
向的研究成员，形成结构合理、创新能力强的研究团队。制定《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
点实验室安全条例》、《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工作人员管理条例》、《广西跨境
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岗位基本职责》等规章制度，以更加规范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
依托实验室不断推进的项目，定期开展实验室建设项目会议，形成常态化机制。

5.3 实验用房与新增仪器设备

实验室现拥有多台大型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1 个小型云计算实验平台，具有良好的实
验条件。这些平台的主要设备已接入校园网，均可实现远程访问。平台设备主要供本实验室的
研究人员及研究生使用，同时也为学校信息与统计学院的部分高年级本科生及其它学院提供高
性能计算资源服务。大型仪器设备添置主要集中在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特色实验室体系建设方
面，2020 年新建“南宁跨境电商平台实验室区块链支付实验室”，目前已完成建设工作，经验
收后正式投入使用。

5.4 依托单位经费支持

学校每年配套相应建设经费，主要用于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业务工作。依托
单位给予配套经费稳定支持，实验室的运行经费及建设配套经费是纳入单位的年度预算。

5.5 实验室网站宣传及建设

这些平台的主要设备已接入校园网，均可实现远程访问。平台设备主要供本实验室的研究
人员及研究生使用，同时也为信统学院的部分高年级本科生及其它学院提供高性能计算资源服
务。



45

5.6 其他方面（实验室网页的维护，实验室科研氛围，学术风气，有无违反学术道德的事件发

生以及激励创新的政策措施等）

目前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网站正在规划建设中，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出于意识形态考虑，
2020 年网站开发建设工作暂缓，下一步计划招标建设实验室网站。

实验室现拥有多台大型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1 个小型云计算实验平台，具有良好的实
验条件。这些平台的主要设备已接入校园网，均可实现远程访问。平台设备主要供本实验室的
研究人员及研究生使用，同时也为信统学院的部分高年级本科生及其它学院提供高性能计算资
源服务。

目前跨境电商重点实验室主要包括实验室核心研究成员、技术人员和实验室管理人员，自
成立以来通过创新人员考评制度，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注重“外引内培”，多渠道提升科研团
队实力；发挥科研团队梯队特色，探索多形式科研组织模式等措施，不断提升科研团队能力。

填表说明：

1. 本表收集有关实验室学术影响力、竞争力和基本运行基础数据，供评审专家在组内评审

评分依据。所有材料都必须是实验室固定人员在实验室本评估期内获得。国际重要学术

机构和国际期刊任职如外方无法提供相关证明，实验室可以提供网址、网页截屏、正式

期刊复印件等多种证明材料。

2. 所列论文需与本实验室总体定位和研究方向一致。论文按论文作者、论文题目、期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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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卷期页码、发表年份等列出详细信息。需列出所有作者姓名，并用下划线标出实验

室固定人员，用星号（＊）标出通讯作者。如有共同第一作者，用井号（＃）标出。请

按发表年限排序（先发表的排在前面）。如作者人数超过 15个，不必列出全部作者，但

需列出实验室成员的位置。总数不要超过 75篇。

3. 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栏中“国家级研究团队”指“重点领域创新团队”由科技部批准纳

入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的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创新研究群体”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批准的创新研究群体。“国际国内重要学术组织机构任职”人数指实验室固定人员在

国际国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的人数（不得重复填报）。“国家高层次人才”指实验

室入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贴”、“长江学者”、“万人计

划”、“千人计划”、国家杰青、国家优青、百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的固定人员。“广西高层次人才”指实验室入选

广西院士后备人选、广西“八桂学者”、广西“杰青”等的固定人员。

4. 建议所列国家级和省级项目总数不要超过 100项。

5. 评估期内资助经费总数指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项目资助经费总数。

6. 影响因子按 2017年发布该杂志的 SCI影响因子，引用次数以Web of Science 为准。考

虑到引用次数查询的实际情况，引用次数可以至本表提交的最近日期。

7. “人均 SCI 论文数”、“篇均影响因子”和“篇均引用次数”以实验室为第一作者单位

或实验室固定人员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含共同通讯作者）的评估期内所有 SCI 论
文计算，其中“人均 SCI论文数”指 SCI论文总数除以固定人员人数，“篇均影响因子”

指 SCI论文总影响因子除以论文篇数，“篇均引用次数”指 SCI论文总引用次数除以论

文篇数。

8. “国际重要学术组织”所指的国际公认的相关领域的权威组织/学会，成立时间 5年以

上。

9. “国际期刊”含在国内出版的 SCI期刊，以Web of Science 公布为准。

10. “国际重要系列会议”原则上指该系列会议定期召开，且召开次数不少于 5次。

11. “服务国家需求和有重大影响的行业应用性成果”指在评估期内产生的重要成果，如农

业领域的新农药、兽药证书，农畜牧动植物新品种、行业重要标准、大型综合科学考察、

大型公共数据库的建设、为国家制定方针政策等提供支撑等成果，评估期获得正式批准

专利应用的情况以及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

直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等转化的情况，或重要成果和

论文获得专评，均可列入。相关成果须有国家权威机构认可和/或批准的证明材料。获

奖情况不在此列入。成果完成人中，用下划线标出实验室固定人员。建议不要超过 20
项。

12. “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中“实验室学术交流情况”可列出到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的国

际、国内专家名单，工作单位和学术职称，实验室年会情况，实验室主办的学术会议，

培养的国际学生、学者情况等；“实验室仪器使用及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情况”指 20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情况，仪器使用机时情况，功能开发情况，开放共享情

况（即依托单位参加自治区大型仪器开放共享绩效考核情况及考核结果）；“实验室自主

开放课题情况和科普情况”指设置开放课题情况，标注开放课题资助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科普情况（发表科普论文，科普讲座和对社会开放情况等）；“实验室制度建设”指实验

室内部规章制度建设，实验室网页的维护，有无违反学术道德的事件发生，学术委员会

作用情况；“实验室财务管理规范”指实验室专项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有无违反财务

纪律情况等。以上情况可列附件予以详细说明。每个单项不超过 2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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