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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名师

候选人李新庚教授简介

一．基本条件

李新庚教授，男，1962年出生，江西省吉水县人。1985年兰州大学哲学系

全日制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2003 年中共中央党校哲学专业全日制博士研究

生毕业，获博士学位。1997年评定位副教授，2004年评定为教授职称，研究生

导师，2008年获国家首批 24名高级信用管理师资格证书之一。

1985年兰州大学毕业后在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任教，1997年任湖南经济

管理干部学院行政管理系副主任，2001年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第三届研究

生会主席，2003 年任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党委委员兼工商管理系主任，2006

年以来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长助理兼公共管理学院院长，2010年入选《湖南

党建 90年》人物篇。2011年以来至今，任广东白云学院管理学院院长/社会与公

共管理学院院长/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等。

社团兼职有：

2006年以来历任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湖南省诚信建设

促进会副会长、湖南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

教育学会经济与管理学科分会秘书长、湖南省省情与对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

省信用管理师职业资格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兼考评专家），长沙克瑞迪信用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2011年后任广东省营销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工贸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广东

省物流与供应链协会副会长、广州市白云区物流协会副会长、广州市白云区电子

商务协会副会长、广东省高校教师资格评审委员会成员、广州市白云区科技专家

库成员、广州大学兼职教授、广东工业大学兼职教授、广东省企业科技特派员等。

二．教学工作情况

李新庚自 1985年 7月以来，一直在高校任教，每年都完成教学工作量。先

后主讲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行政管理学，中外管理思想史，企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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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公共关系学，自然辩证法，管理学，领导学等课程。每年指导本科生毕业

论文和毕业实习，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主编教材 4本。主持管理学、领导学教

研教改工作。

1.2011 年 2 月入职广东白云学院以来的授课情况

课程名称 起止时间 本人讲授学时 授课班级名称 总人数

管理学（每年秋冬学

期承担的授课）任务

2011.03—
2021.04

48*2个班

周 3课时/班
工商管理专业

大一 1、2班
96人
*10年

领导学（每年春夏学

期承担的授课任务）

2011.03—
2021.04

36*2个班

周 2课时/班
工商管理专业

大三 1、2班
96人
*10年

每周 10课时 10年近

2000人

选用教材或主要参考书情况

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管理学原理 李新庚主编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管理学 李新庚主编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管理学 李新庚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年

创新创业基础 李新庚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年

领导学 仵凤清等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年

教学内容更新或

教学方法改革情

况

本人领导下，带领《管理学》、《领导学》2门课程建立了

院、系的课程教研组，编写教材、教学大纲、教学进程表。

每年都有进行教学内容更新、题库更新、进行课改，建设了

在线开放课程，使本课程可线上线下开展教学。

教学手段开发、

应用情况

以上《管理学》、《领导学》2门课程均为学校课改课程，

通过逐年建设和更新，进入了白云在线平台，也进入了超星

学习通平台，资料来源多样、教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声

频和视频有机结合，习题库和试题库覆盖面广，完整体现教

学要求。能够实现线上线下的课堂教学和远程教学。

随着我院工商管理专业入选省级建设特色专业，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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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课改引向深入，争取《管理学》课程入选省级一流课程。

其他教学环节

每年平均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 6—10人次，含专业实习、

毕业实习、毕业论文指导各环节。

每年要组织学院学术委员会对全院毕业生论文选题进行

审查、批准、通过。

每年对毕业生企业实践教学进行检查、巡查。

每年进行企业实践教学基地开发、维护等工作。

2.近期教学改革设想

一是人才培养目标的改革。要按照国家和广东省对应用型技能型高级人才培

养的指示精神，按照广东白云学院的办学性质，加快应用技术大学建设，加强企

业和市场调研，针对企业和社会需求，培养和提供本科层次职业性应用型高级工

商管理人才，满足珠三角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对人才的需求。

二是课程体系改革。按照培养工商管理通才与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应具有的素

养相适应，课程改革由三大模块构成：1.理论知识模块，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

第一个基本部分是支撑性理论知识。这部分又可一分为二：一是全校综合知识课

中供选的自然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二是与管理类专业有关

的经济学、会计学、财务管理、生产管理等类基础课程。第二个基本部分是专业

基础课和专业技术课的主干课程，即本专业必修的核心课程。2.业务技能模块，

由硬性技能与软性技能两部分组成，硬性技能如计算机应用技能等，软性技能如

沟通技能（包括外语应用能力）等。3.品质修养模块，这块可分为三个层次。第

一层次是政治理论修养；第二层次是品德与美学修养�如法律基础、道德、社会

与人生课等；第三层次是商业伦理修养，如管理伦理学等。

三是企业实践教学改革。按照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加大和加强企业

实践教学的内涵建设，在课程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环节，充

实企业现场教学，加强现场巡查、检查和指导。采用“四导师”制（专业导师、

思政导师、职业导师、企业导师），尤其重视聘请企业中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担

任企业导师，全过程指导毕业实习、毕业论文、毕业鉴定和毕业生就业。

四是教学技术和方法的改革。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积极引进吸收现代化教学

技术和方法，综合采用电子化、信息化教学技术，大力构建线上线下在线开放课

堂平台，加强案例教学、慕课、翻转课堂、题库建设。打造金课，打造一流，冲

击国家和省级双一流课程，实现重大突破。

五是教学内容和课程建设的国际合作。当前经济的一体化、竞争的国际化、

企业经营的全球化已经成为普遍趋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我国工商管理类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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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内容的国际化，培养学生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佳资源配置和进行供产销

活动的意识和能力。同时，积极通过广泛的对外合作交流，提高我校工商管理本

科各专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实际上，我院在国际合作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启

动和不断发力，国际合作教育呈现蓬勃增长的势态。在以往交流生、专升本的基

础上，近年来尤为注重中外学分互认、本硕连读、双学历学位、师资与教学内容

的合作等。

3.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情况

本人从教已经 36年，由青年教师进入老教师行列。深知教师成长的传帮带

作用，所以很乐意每年都指导 1-2名中青年教师，让他们在学习生活与学术交流，

教学教研方法和技术，科研课题申报、论文撰写与发表等方面获得提高。

在我的悉心指导下，大多数中青年教师成长很好，教学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

陆续晋升教授、副教授、讲师行列，也有部分成为双肩挑的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

本人加入广东白云学院 10年来，经过本人指导，成长迅速的代表性中青年

教师有：从普通老师成长为院级领导的有刘堂卿、王静、吴良勇、刘芳文、段立、

黎超、招建贞，从讲师晋升副教授的有吴良勇、汪义军、黎超、李左声、朱峰，

从副教授晋升教授的有王术峰、李炜，等等。

三、科研工作情况

李新庚教授主要从事管理哲学、经济伦理、信用理论、信用制度建设等问题

的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一项，目前又在主持申报 1项国家

乡村振兴局软科学研究课题。主持省部级科研和教研教改项目多项，获得国家首

批高级信用管理师职业资格。出版专著 4本，发表学术论文 60多篇，主编及参

编教材、著作 9本。

1.主要的科研成果

汇

总

出版专著（译著等）4部，主编教材 4本，发表论文 60多篇。

获奖成果共 1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省部级 1 项。

已经完成的科研项目共 3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项，省部级项目 4项。

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共 3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项，省部级项目 2项。

近三年（2018-2020年）支配科研经费共 60万元，年均 20万元

最

有

代

表

序

号

成果（获奖项目、论文、专

著）名称

获奖名称、等级或鉴定单位，

发表刊物，出版单位，时间

署名

次序

1
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研究

（著作）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7年出版 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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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的

成

果

2
信用理论与制度建设研究

（著作）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年出版 独著

3
中国信用制度建设干部培训读

本（著作）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年出版 独著

4 信用论纲（著作）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年出版 独著

5 诚信——商道之本（著作）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3年出版 合著

目前在研的课题、学科、专业建设项目

目

前

承

担

的

主

要

项

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科研

经费

本人

承担

工作

1 我国乡村信用体系建设与创

新理论研究
国家乡村振兴局

2021 年—

至今
30万主持

2 工商管理省级重点培育一级

学科
广东省教育厅

2018 年—
至今

30万主持

3 工商管理省级特色专业 广东省教育厅
2020 年—

至今
30万主持

4 企业管理校级重点建设学科广东白云学院
2018 年—
至今

10万主持

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清单（限填不超过 10 篇）

序号 论 文 名 称 作者（*）
发表

日期
发表刊物、会议名称

1 日本企业造假案及广东省应

对策略（论文）

李新庚 1 2017.12 广东省委决策咨询报

告（省领导批示）

2 广东省创建国家科技产业创

新中心的现在与对策（论文）

李新庚 1 2017年
第 10期

广东经济

3
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建设

状况与对策研究——以广州

市白云区为例（论文）

李新庚 1 2018年
第 10期 广东经济

4 政府信用与政府信用建设

（论文）

李新庚 1 2009年
第 1期

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5 信用机制对于市场经济运行

的意义（论文）

李新庚 1 2008年
第 6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

报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2&CurRec=17&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8&filename=GDJJ201810014&urlid=&yx=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2&CurRec=17&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8&filename=GDJJ201810014&urlid=&yx=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2&CurRec=17&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8&filename=GDJJ201810014&urlid=&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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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儒家诚信文化与当代企业信

用建设（论文）

李新庚 1 2006年
第 2期

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

院学报

7 孔子仁学管理思想的传统意

义与现代价值（论文）

李新庚 1 1997年
第 4期

兰州大学学报

8 论服务承诺制及其社会进步

意义（论文）

李新庚 1 1997年
第 3期

长沙电力学院社会科

学学报

9 信用的社会资本意义分析

（论文）

李新庚 1 2003年
第 6期

湖南商学院学报

10 我国当前的信用状况与发展

对策（论文）

李新庚 1 2002年
第 10期

湖南社会科学

注：（*）作者姓名后括号内填写候选人署名次序。

2.已经完成的科研项目及结题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经费（万元） 主持/参加 起止日期

社会信用体系

运行机制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一般项目
9 主持

2007-2013
结项合格

工商管理大学

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建设

广东省教育厅

质量工程项目
30万 主持

2014-2018
结项合格

企业管理创新

团队建设

广东省创新强

校工程项目
10万 主持

2015-2019
结项良好

中小企业信用

管理现状与对

策研究

广东省创新强

校工程项目
10万 主持

2016-2019
结项良好

企业管理 3+1企
业实践教学示

范专业建设

广东白云学院 10万 主持
2017-2020
结项良好

四、主要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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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省级科研项目奖 1项；

2.论文《孔子仁学管理思想的传统意义与现代价值》获湖南省第五届社会科

学优秀论文成果奖（湖南省政府奖）；

3.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第一届学术委员；

4.论文《孔子仁学管理思想的传统意义与现代价值》获湖南省第五届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优秀奖；

5.论文《中国传统社会公德观念述评》获湖南省哲学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6.论文《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意义》获“第 32届广东

省高校价值工程研究会学术年会论文评奖”一等奖；

7.论文《企业信用管理部门与企业风险控制》获“广东省运筹学会第四次学

术年会论文评奖”优秀奖；

8.《管理学》课程获广东白云学院“校级精品课程”。

五．教学视频

课 程：《领导学》

章 节：第四章 第一节 领导者的权力、能力和影响力

讲 授 ：李新庚

时 长：38分钟

录制时间：2021年 4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3-4节课。

教学视频网址：https://v.qq.com/x/page/r3247y6vacl.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