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科技大学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系 2022级研究生招生
境外联培博士生导师合作意向统计表

统计人： 黄铄茵    统计时间：  2021.9.29. 

南科大导师信息 合作高校导师信息

序号 姓名 职称 院系 学科专业 研究方向 电话 邮箱 姓名 职称 学校 院系 学科专业 研究方向 电话 邮箱 个人介绍网址

1 刘黎明 讲席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运营管理，供应链，

服务系统

1.Economics of 

queuees/service  systems 
and queueing/queue 

joining behavior
2.Information and risk 

control in 

13530099854 liulm3@sustech.edu 王健夫 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science

1.Economics of queues 
and customers' strategic 

behavior in queues
2.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queues

（852）34428349 jf.wang@cityu.edu.hk
https://www.cb.cityu.edu.h

k/staff/jwang657/

4 何翘楚 副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管理科学与工程 运营管理 15207159196 heqc@sustech.edu.c Ying-Ju Chen 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

工业工程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Decision 

管理科学与工程 运营管理 （852）23587758 imchen@ust.hk
http://imchen.people.ust.h

k/  

5 何翘楚 副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管理科学与工程 运营管理 15207159196 heqc@sustech.edu.c Pengfei Guo 讲席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

商学院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

管理科学与工程 运营管理  +852 34428672 penguo@cityu.edu.hk
https://www.cb.cityu.edu.h

k/staff/penguo/

6 樊潇帅 助理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运营管理

1.机制设计及拍卖理论

2.可持续运营管理、行为
运营管理

19879836523 fanxs@sustech.edu. Ying-Ju Chen 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 IEDA & ISOM 运营管理
1.机制设计

2.收益管理、运营管理 852-2358-7758 imchen@ust.hk
https://imchen.people.ust.

hk/

7 王松昊 助理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运营管理

stochastic simulation 
model and simulation-

based optimization, 
data-driven 

18631418712 wangsh2021@sustech 宋苗 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物流及航运学系 运营管理

Stochastic and Robust 
Optimization,Inventory  

and Pricing,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852 2766 5087 miao.song@polyu.edu.hk
https://lms.polyu.edu.hk/p
eople/academic-staff/prof-

miao-song/

8
Moris 

Simon Strub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Management 
Engineering

Mathematical  Fiance 
and Financial 
Engineering

1. Mathematical finance

2. Behavioral Finance 
and Economics

3. Portfolio Selection

14714926854 strub@sustech.edu. XU Zuoquan
Associate 
Professor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isty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Fiance 
and Financial 
Engineering

1. Mathematical finance

2. Quantitative 
Behavioral Finance

3. Stochastic Control

(+852) 2766 
6962

zuoquan.xu@polyu.edu.h
k

www.polyu.edu.hk/ama/peopl
e/detail/29/

9 罗源昆 助理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Management,  Business Ecos

1. Digital 
transforamtion and 

Innovation 2. Business 

ecosystem 3. Industrial 

13602632220 luoyk3@sustech.edu Yufeng Zha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Management

Operations 
Management,  

Global Network 
Management

1. Digital 
transforamtion and 

Innovation 2. Operations 

management 3. Global 

zhangys@bham.ac.uk
https://www.birmingham.ac.
uk/staff/profiles/business

/zhang-yufeng.aspx

10 李少波 助理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市场营销 消费者行为 18825217837 lisb3@sustech.edu. 姜宇威 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商学院 市场营销 消费者行为 （852）34003948 yuwei.jiang@polyu.edu.

hk

https://mm.polyu.edu.hk/pe
ople/academic-staff/prof-

yuwei-jiang/

11 杨玉坤 助理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信息系统管理

1. 电子平台及生态系统
2. 开放式创新

3. 区块链

18594203231 yangyk@sustech.edu Melody Zou 助理教授

英国华威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华威商学院 

(Warwick 
Business 

School)

信息系统与管理系 

(Information 
Systems & 

Management)

1.用户行为 (Human 

behavior and IS)
2.用户贡献 (User 

voluntary contribution)

(44) 
02476572536

Melody.Zou@wbs.ac.uk
https://www.wbs.ac.uk/abou

t/person/melody-zou

12 顾理一 助理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管理工程 1.运营管理 18019099265 guly@sustech.edu.c

Andy C. L. 
Yeung

讲席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Logistics and 

Maritime 

Studies

Operations 
Management

1.Empirical operations 
management  (852)27664063

andy.yeung@polyu.edu.h
k

https://lms.polyu.edu.hk/p
eople/academic-staff/prof-

c-l-andy-yeung/

13 刘翰林 助理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管理科学

工业工，运营管理，运筹
学

17006936102 liuhl@sustech.edu. 谢旻 讲席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 理工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工程，可靠性工程，质

量管理
(852) 34429596 minxie@cityu.edu.hk

14 柯玮玲 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信息系统管理

1. IT使能的创新管理  
2. 供应链集成

开放创新

18559238260 kewl@sustech.edu.c
Sia Choon 

Ling
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 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

1.电子商务
2.Green IS& 

Sustainability

852-34426649 iscl@cityu.edu.hk
https://www.cb.cityu.edu.h

k/staff/iscl

16 叶茂亮 副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商务智能与大数据管理

1.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2.应用微观经济学

3.组织与战略管理

18600168064 yeml@sustech.edu.c 张宏亮 副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 商学院经济系 经济学

1.应用微观经济学（家庭、

人口、教育与劳动）
2.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3.城市经济学

(+852）34117542 hongliang@hkbu.edu.hk

https://econ.hkbu.edu.hk/e

ng/faculty/admin -
details.jsp?id=zhanglHKB&c

v=00069&cid=153&cvurl=

17 叶茂亮 副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商务智能与大数据管理

1.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2.应用微观经济学

3.组织与战略管理

18600168064 yeml@sustech.edu.c 王丹青 助理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 商学院管理系
管理学

（组织与战略管

理）

1.政企关系与互动
2.企业社会责任及非市场策

略

3.政治社会学

(+852）23587743 danqingw@ust.hk
http://www.bm.ust.hk/mgmt/

faculty-and-

staff/directory/danqingw

18 叶茂亮 副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商务智能与大数据管理

1.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2.应用微观经济学

3.组织与战略管理

18600168064 yeml@sustech.edu.c Nilanjan Roy 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 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 经济学
1.行为与实验经济金融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852）34422659 nilanroy@cityu.edu.hk
https://www.cb.cityu.edu.h

k/staff/nilanroy/

19 叶茂亮 副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商务智能与大数据管理

1.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2.应用微观经济学

3.组织与战略管理

18600168064 yeml@sustech.edu.c 袁嘉 副教授 澳门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学 1.应用微观经济学

2.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853 8822-4651 jiayuan@um.edu.mo

https://fba.um.edu.mo/facu

lty/jiayuan

20 叶茂亮 副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商务智能与大数据管理

1.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2.应用微观经济学

3.组织与战略管理

18600168064 yeml@sustech.edu.c Daniel Zizzo 教授 昆士兰大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
1.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2.应用微观理论
+61 7 336 56242 d.zizzo@uq.edu.au

http://researchers.uq.edu.
au/researcher/22860

21 叶茂亮 副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商务智能与大数据管理

1.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2.应用微观经济学

3.组织与战略管理

18600168064 yeml@sustech.edu.cSheheryar Banur 副教授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 School of 
Economics

经济学
1. 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2. 发展经济学
S.Banuri@uea.ac.uk

https://research -
portal.uea.ac.uk/en/person

s/sheheryar-banuri

22 李媛媛 助理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中的行为决
策

0755-
26605104

liyy3@sustech.edu.
Sia Choon 

Ling
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 资讯系统学系 管理信息系统

1.社交媒体用户行为
2.电子商务

852-34426649 iscl@cityu.edu.hk
https://www.cb.cityu.edu.h

k/staff/iscl

23 陈琨 副教授
信息系统与管理工程

系
信息系统

1.金融科技
2.数据科学

0755-88018668chenk@sustech.edu. LIAO Shaoyi St 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 信息系统
1.数据科学
2.社交媒体

+852 34427552 issliao@cityu.edu.hk
https://www.cb.cityu.edu.h

k/staff/issliao/

注：1.请教务秘书通知本院系有意向的老师将 “意向申报表”和“Research project intention form”提交到院系，由院系汇总到本统计表，中英文均可。并由研究生主管副院长或副系主任签字确认 。

    2.请在截止日前将本系所有“意向申报表”、“Research project intention form”、“统计表”的电子版发送到zhub@sustech.edu.cn。                                                          
    3.逾期未提交“意向申报表”和“Research project intention form”，信息将不再被汇总公布。

                                                                                        主管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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