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１ 

 

广西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年度考核意见表 

 

（2018 年度） 

 

实验室名称：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实验室主任：夏飞 

依托单位（盖章）：广西财经学院 

联 系 人：王四春 

联系电话：18776997707 

电子信箱：1240216261@qq.com 

考核日期： 2018 年 12 月 23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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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名称 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考核结论 ☑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考核排序 该依托单位本次参加考核的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共  1  家；该实验室年度考核在本单位排第 1  位。 

一、实验室年度研究目标内容完成情况 

2018 年，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实验室培育基地围绕跨境电商大数据分析

和决策、云计算及服务框架研究、数据挖掘、跨境电商物流运筹与优化、跨境电商

互联网金融支付工具与方法等方向开展了深入研究，取得系列成果。在科研项目方

面：新增国家级项目 5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省部级项目 1 项，市厅级

项目 3 项以上，其他委托项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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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中国博士后基金，1 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在论文著作方面：出

版书籍 2 部，其中专著 1 部；发表论文 25 篇，其中 SCI 论文 15 篇，国际论文 17 篇，

EI 收录 4 篇，国内顶级期刊《中国科学》2 篇。在知识产权方面：研究团队成员申

请有关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 77 项，其中 14 项国家发明专利获得国家实质审查；申

报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5 项，获得授权 9 项，其余均已进入实审阶段；获得国家软件

著作权 38 项；进行科技成果登记 50 项，领取 9 项软件著作权科技成果证书。研究

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基于上述建设成果，2018 年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超

任务完成制定的建设计划目标，建设成效明显。 

 

二、实验室建设基本情况（包括研究工作和成果水平、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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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运行管理等内容。） 

2018 年，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实验室疲于基地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

建设基本情况如下： 

（一）研究工作 

围绕跨境商务大数据与智能决策方法研究、跨境电商云计算及服务工程研究、

跨境物流运筹优化研究和跨境互联网金融支付工具与方法研究四个研究方向开展各

项工作研究。面向校内科研人员招标自主研究课题，共招标立项 17 项课题，共资助

经费 74.52 万元；筹划推进建设跨境电商产学研教重点实验室包括推进跨境电商产学

研教专业实验室（跨境电商商务大数据决策分析和跨境电商云计算与云服务工程 2

个专业实验室）和中国—东盟跨境电商交易平台建设工作，计划新增跨境电商物流

实验室、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支付实验室、东南亚跨境电商智能物流与通关实验室、

南宁跨境电商平台实验室区块链支付实验室等四个实验室，目前均已列入学校项目

预算库；邀请行业专家开展研讨会，筹备开发建设中国与东盟跨境电商平台，服务

学校人才培养、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商业运营。 

（二）成果水平 

1.获得一批高等级科研课题。2018 年度，新增国家级项目 5 项，其中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5 项；省部级项目 1 项，市厅级项目 3 项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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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中国博士后基金，1 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 

2.发表系列高水平科研论著及论文。2018 年度，研究团队出版专著 2 部，发表

论文 25 篇，其中国际论文 17 篇，SCI 论文 15 篇，IE 检索 4 篇，国内顶级期刊《中

国科学》2 篇，二级期刊 2 篇，CSSCI、CSCD 检索 2 篇。 

3.申请并授权系列有关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2018 年，研究团队成员申请有关

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 77 项，其中 14 项国家发明专利获得国家实质审查；申报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 25 项，获得授权 9 项，其余均已进入实审阶段；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

38 项；进行科技成果登记 50 项，领取 9 项软件著作权科技成果证书。研究成果引起

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三）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 3 - 
 

目前，实验室队伍共有 43 人，其中固定科研人员 30 人，聘请的流动科研人员 4

人，实验室管理人员 3 人。其中固定科研人员具有正高级职称 13 人，副高 14 人，

博士学位 18 人。新增博士在读 4 名。固定科研人员中，主任夏飞入选第三批国家“万

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称号。 

2018 年度，晋升高级职称 2 人，培养博士研究生在读 9 人，在站博士后 1 人，

硕士研究生毕业 1 人，硕士在读 1 人，国外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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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与合作。第一，通过支持研究成员参加国际国内各类学术研讨会、到

兄弟院校考察等方式开放合作。2018 年支持团队成员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进修

访学，支持专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3 人次，国内学会会议 10 人次。第二，通过接待

各级领导、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以及知名大中型企业负责人的参观考

察。2018 年 7 月 30 日邀请中组部“千人计划”、杰青、长江学者、广州大学陈建二

教授到我校做学术报告，报告主题为：大数据发展的技术趋势与快速搜索算法，报

告为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与高水平学者交流的机会，开拓了参与人员

的学术视野；2018 年 6 月 12 日，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成员，贵州财经

大学蔡绍洪教授到广西跨境电商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开展审核评估访

谈工作，就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历程、研究方向、经费投入使用情况、科技成果产出

情况、建设目标与发展前景、人才培养情况等方面，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历程、研究

方向、经费投入使用情况、科技成果产出情况、建设目标与发展前景、人才培养情

况等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第三，通过开展科技活动周活动开放交流合作。2018

年 5 月围绕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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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通过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进行开放

交流。2018 年，研究成员为中国物流协会、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

西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等单位开展研究合作。 

2.运行管理。第一，规章制度管理。实验室根据研究需要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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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人员聘任与考核、科研成果奖励、开放式课题研究、专项资金管理等管理制度和

办法。第二，严格执行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保证了经费规范、合理利用，发挥其最

大效益。第三，重视研究队伍的建设工作，通过“外引内培、支持深造、合理报酬、

表彰奖励”等手段，不断壮大队伍规模、优化结构、提升整体科研水平，打造了一

支知识、技能、素质三位一体的教师队伍。 

 

三、实验室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对策建议 

（一）实验室存在问题 

1.高水平研究人员引进不足，固定人员全职科研人员欠缺。 

2.转化和应用的科研成果数量偏少，标志性成果需进一步提升。 

   （二）解决对策建议 

    1.加强人才引进力度，在制度、经费等方面进行改革，提高人才引进费用的支出

比例。提高重点实验室的宣传力度，重视部门专职科研人员的培养。 

    2.加大科研转化力度，重视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交流，开展科研攻关，

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并积极利用科研转化平台，促使科研成果投入生产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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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专家组成员名单 

姓名 工作单位 从事专业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签名 

郭克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物流运筹

优化 研究院/主任   

庄宗明 厦门大学 
互联网金

融支付 教授/副校长   

傅国华 海南大学 
大数据与

智能决策 教授/副校长   

柳思维 湖南商学院 
电子商务

与贸易 教授/院长   

桑百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保税区目

标模式研

究 

教授/院长   

曾凡平 广西财经学院 
云计算与

服务 教授/副校长   

邓文勇 广西财经学院 
财政、税

务研究 教授/处长   

签名 组长：柳思维 副组长：曾凡平 2018 年 12 月 23 日 

备注： 

１.由依托单位自行组织专家组对实验室进行考核；依托单位建有多家重点实验

室（培育基地）的，应由同一专家组负责完成对所有实验室的年度考核。 

2.考核专家组由 7-9 名相关学科领域的区内外优秀专家组成，其中区内专家不超

过二分之一，依托单位人员不超过三分之一，实验室人员及其学术委员会成员不

得作为专家组成员。 

3.考核意见表请双面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