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建刚 

教授、博导  

 

 

职务: 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所所长/研究院执行院长 

院系: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系 

邮箱: sjg126com@126.com   

办公电话: +86-21-65981489 

 

------------------------------------------------------------------------------------------------------------------------------- 

教育经历  

 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 2002 

 工学硕士，同济大学, 1989 

 工学学士，同济大学, 1984 

 

研究与教学领域  

 房地产投资与规划、房地产价格评估与项目评估、房地产项目可行性研究与市场营销策划、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房地产市场分析、商业地产、旅游地产、写字楼市场、住房保障、土

地资源管理、城市发展与管理。  

 

工作经历 

教学经历 

 2002.3-至今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6.3-2002.3 同济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0.3-1996.3 同济大学讲师 

 1984.7-1990.3 同济大学助教 

海外经历 

 2015.01-2015.02 新加坡专业考察 

 2013.7-2013.7 英国专业考察 

 2007.7-2007.8 澳大利亚专业考察 

 2004.11-2004.12 德国、法国、瑞士等国专业考察 

 1996.6-1997.7 香港理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所获荣誉 

 第八届中国房地产学术研讨会暨高等院校房地产学者联谊会，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

经纪人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全国一级学会），2014 

 第七届中国房地产学术研讨会暨高等院校房地产学者联谊会，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

经纪人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全国一级学会），2013 

 上海市级精品课程，2013 

 中国教育导刊优秀教改论文奖，2013 

 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 2012 年会最佳论文奖三等奖，2012 

 

 



 第六届中国房地产学术研讨会暨高等院校房地产学者联谊会优秀论文一、二等奖,2012 

 同济大学教学奖励金教师系列一等奖,2012 

 上海市优秀教材二等奖（房地产开发与管理教材）；2011 

 第六届中国管理学年会优秀论文奖；2011 

 全国建设经济与管理学科发展关柯基金会优秀学位论文指导奖；2010 

 校级精品课程；2010 

 获全国 MPA 优秀管理奖（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2008 

 上海市优秀教改三等奖； 

 同济大学优秀教改一等奖； 

 德国喜利得教学二等奖； 

 李国豪奖教金二等奖； 

 美国 UTC 教授奖； 

 上海市人事局记大功； 

 国家级优秀论文特等奖和一等奖。 

 

社会兼职 

 中国高等院校房地产学者联谊会副会长及 2014 年轮值主席 

 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决策咨询专家 

 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 

 中国高等院校房地产学者联谊会副会长 

 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公共管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MPA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等 

 亚洲房地产学会理事 

 上海市房地产经济委员会委员 

 担任：管理学报、重庆大学学报、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同济大学学报、海南大学学报、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土木工程学报、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宁夏工程技术等学术期刊的评

审专家 

 担任：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上海财大、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博士论文

的评审专家 

 担任：全国博士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的评审专家，中国科技

论文在线评审专家 

 担任：《房地产学刊》、《房地产估价》杂志编委 

 

语言能力 

 熟练掌握英语的读、说、写。 

 

科学研究 



研究项目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项目:新形势下上海土地使用管理制度改革研究，施建刚，

2014.05-2014.12，5 万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农村土地管理模式和流转机制研究，施建刚，

2013.4-2014.3，3 万；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项目：上海存量土地“二次开发”与中心城区功能提升对策研究，施建

刚，2013.3-2014.6，6 万；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热点课题：上海郊区发展调查与评价，施建刚，2012.3-2012.9，3

万； 

 土地资源、资产、资本三位一体管理研究---以上海为例，施建刚，2012.9-2013.4，15 万； 

 上海市重点建设项目：漕河泾桃浦科技智慧城开发研究，施建刚，2012.11-2013.5，90 万； 

 教育部，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及效果评价研究，施建刚，2012.1-2014.12，9 万； 

 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项目《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的建设，2011.3-2013.3； 

 上海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研究，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2010.3-2010.12. 

 2010 年度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房地产市场“三个为

主”政策支撑及市、区县运作的体制、机制研究，施建刚，2010.3-2010.9，3 万； 

部分出版物  

 JIAN-GANG SHI，JIN-CAN LIU .The Transaction Issues About the Remaining-term Use Rights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in China Based on Double Auction Mode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2014（10）：2025-2030，EI 检索； 

 施建刚等.中国房地产白皮书---中国城市房地产投资价值研究报告（2013-2014）[M].同济大

学出版社，2014.9 

 施建刚.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第三版）[M].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8 

 施建刚，蔡顺明，魏铭材，唐代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研究——以上海试点为例[M].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6 

 Guangdong Wu，Qingshan Kong，Jian-gang Shi，Hamid Reza Karimi，and Wei Zhang.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hannel Construction of Supply Chain under Asymmetric Demand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Hindawi Publishing Corporation，Volume 

2014，Article ID 107589，8 pages，http://dx.doi.org/10.1155/2014/107589，2014，SCI；  

 SHI Jiangang，LIN Lingna.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centive model of knowledge sharing within 

project-oriented organization based on knowledge potential theory[J].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2014(3):201-211. EI 检索； 

 施建刚，林陵娜，唐代中. 考虑互惠偏好的项目团队成员知识共享激励[J].同济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2014（10）：1618-1625，A 类，EI；   

 施建刚，孔庆山. 基于有限理性的工程质量监督管理[J].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

（8），EI 检索；  

 谢波，施建刚. 价格管制政策工具对住房价格的干预机理与效果[J].统计与决策，2014（10）：

131-134，CSSCI，B 类； 



 施建刚，林陵娜，唐代中. 项目型组织成员横向公平偏好下的知识共享双向激励[J].系统工

程，2014（5）：37-43，CSSCI；  

 施建刚，林陵娜，唐代中.考虑知识互补性的项目团队成员知识共享激励研究[J].科技管理

研究，2014（24）：129-135*165, CSSCI 

 严华鸣，施建刚.我国省级地方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效率评价—基于省级层面的 DEA 分析

[J].农业经济问题,2014（9）：94-102，CSSCI； 

 施建刚，张浩. 中外绿色建筑标准比较研究[J]. 城市问题，2014（9）:94-102，CSSCI 来源

期刊； 

 施建刚，徐奇升，孔庆山.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上海郊区发展调查评价[J].中国市场，2014

（4）：75-79；  

 施建刚，刘金灿. 工业园区土地使用效能亟待提升[J].中国国情国力，2014（6）：38-40 

 施建刚，辛静. 上海存量土地开发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土地，2014（6）：39-41； 

 施建刚，魏铭材，蔡顺明. 基于成熟度模型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选择研究[J].不动

产研究（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以书代刊），2014（8）：63-78； 

 施建刚，银蕾. 城市经济对住宅价格的影响研究—以 35 个大中城市为例[J].中国房地产（学

术版）.2014（7）：15-22，B 类； 

 施建刚，严华鸣.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施效率测评与建议[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8）：67-74，B 类；   

 Jian-gang Shi，Jin-can Liu. Mechanism of formation in the selling price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in China based on the multi-attribute auction theory[J].COMPUTER MODELLING & NEW 

TECHNOLOGIES，2014(9)： 404-409 

 施建刚、谢波，城市住房用地供应政策对房价干预效果研究—基于上海住房市场的实证分

析，华东经济管理，P 13-17，2013.1（总第 193 期）； 

 施建刚，房地产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教改实践，中国教育导刊，P4-6，2013.3； 

 施建刚、朱杰，博弈视角下被拆迁人的行为选择，城市问题，P72-77，2013.4； 

 施建刚、林陵娜、唐代中，大型建筑工程总承包企业项目型跨组织的集成创新研究，工程

管理学报，P104-108，2013.2； 

 施建刚、辛静，公租房建设新模式的构建——基于 BT 与 ABS 模式，中国房地产（学术版），

P52-58，2013.7； 

 吴光东、施建刚，考虑奖惩结构的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多阶段动态激励，运筹与管理，

第 3 期，P248-255，A 类，2013.6； 

 刘金灿、施建刚，我国城市工业用地的价格影响因素分析，价格理论与实践，P56-57，2013.7  

 施建刚、刘金灿，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Re-exploitation of Land Resources in China’s 

Urban Industrial Parks, Journal of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JCIT),P102-108,2013.9 

 谢波、施建刚，房地产市场非均衡度与政府干预时机—基于上海房地产市场非均衡模型与

短边规则的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P138-146 转 156，2013.7； 

 Shi Jiangang, Wang Zhe,Li Mi，The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reshold Effect，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Service  Science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P344-35，Volume 4,Number 7,April 30,2012 ，国际期刊 EI 检索期刊； 

 施建刚、王哲，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基于跨国数据的再检视，中国人口科学，

P36-46，A 类，2012 年第 2 期； 

 施建刚，吴光东，唐代中，工期-质量协调均衡的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激励，管理工程

学报，P58-64，奖励期刊，2012 年第 2 期； 

 吴光东、施建刚、唐代中，基于合作创新的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双向激励模型，软科

学，P16-22，2012.8；施建刚、王哲，中国城市化的时空演变及其特征分析，中国房地产

研究丛书 2012 年第 1 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P38-59，2012.6； 

 施建刚、邓建勋，房地产风险投资最优决策改进模型构建与应用，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 2012

年会既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P1188-1194，2012.6； 

 施建刚、王哲，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研究，复印报刊资料，区域与城市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P40-48，A 类，2012.7； 

 施建刚主编，中国房地产白皮书（中国 35 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发展指数研究报告），同济大

学出版社，A 类，2012.7； 

 施建刚、蔡顺明、魏铭材，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之选择，农村经济，P26-29，2012.9； 

 Jiangang SHI,Lingna LIN，Study on Benefits Distribution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Based on 

Symbiosis Theory，The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teligent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P220-224，21-22 July 2012,VOL.2103； 

 吴光东，施建刚，唐代中，工程项目团队动态特征、冲突维度与项目成功关系实证，管理

工程学报，P49-57，学院奖励期刊，2012.4； 

 Jian-gang Shi，Bo Xie，Non-equilibrium Degree of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iming:Based on the Non-equilibrium Model and the Short-side Rules，Journal of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onlogy，Volume 7,Number 22,Dec 15,P40-47，EI 检索，2012； 

 施建刚、吴光东，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合作创新—基于知识流的研究视角，科研管理，

P9-16，A 类；2011.12 

 Jiangang Shi, Kun Shi、Research on Cell Model of a Housing Unit，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Journal of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Vols. 

183-185、P225-230，EI 检索、A 类；2011.11 

 吴光东、施建刚（通讯作者，视为第一）、唐代中、基于公平偏好的项目导向型供应链双向

激励、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 39 卷第 9 期、P1394-1400，A 类；2011.9 

 施建刚、王哲，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城市问题、P8-13；2011.9 

 Shun-ming Cai,Jian-gang Shi,Ling-na Lin ， Game Analysis on Rural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 Transfer Incentive，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ICISE]、P5252，EI 检索、A 类；2011.9 

 吴光东、施建刚、唐代中、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动态声誉激励模型，第六届（2011）

中国管理学年会（并获优秀论文奖）；2011.9 

 施建刚、吴光东、唐代中、基于知识流的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合作激励机制、软科学，



B 类；2011.4 

 施建刚、魏铭材、计划管理下的土地整理折抵指标有偿调剂研究，农村经济，B 类；2011.4

施建刚、吴光东、大型房地产企业集团管控模式研究、中国房地产，P39-47、B 类；2011.1 

 Jiangang Shi, Kun Shi ，Optical Research of Water in Eco City，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rastructure systems，EI 检索；2010.11 

 施建刚、谢波、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与住房保障体系的构建、同济.城市国际论坛---城市开

发与地产风险管理，ISTP 检索；2010.10 

 Jian-gang SHI，Zhe WANG ，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Dynamic Panel Data 

Study，Proceedings of  2010 IEE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Volume 1)，P295-298，IEEE 数据库的论文（EI 收录）；2010.10 

 高超、施建刚、上海住宅建设的郊区化趋势及其机制研究，经济论坛、B 类，P95-98；2010.8 

 施建刚、王盼盼、住房价格和租金关系实证研究、上海房地、P16-17；2010.8 

 施建刚、王哲、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动力机制研究、农村经济、B 类、P5-10；2010.8 

 高超、施建刚、上海农村宅基地置换模式探析——以松江区余山镇为例、中国房地产，B

类、95-98；2010.7 

 施堃、施建刚，基因技术在生态地产中的应用和前景、环境科学与技术；2010.6 

 施建刚、上海房地产估价行业发展 SWOT 分析、中国房地产估价与经纪、P7-11；2010.3 

 

教学改革 

教改项目 

 上海市精品课程《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建设项目；2014.1-2016.12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第三版）教材建设；2012.8-2014.8 

 教育部、财政部，高等院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房地产方向专业团队建设》项目；2012-2014 

 同济大学《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卓越课程行动计划》建设项目；2010.10-2013.10 

 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项目《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的建设；2010.7-2013.9 

 同济大学《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精品课程》建设项目；2010.5-2013.6 

教学研究论文发表情况 

 施建刚，房地产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教改实践，中国教育导刊，2013.3，P4-6 

 施建刚，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卓越课程的改革与实践，教育研究及教学改革论文选（同济大

学出版社），2011.12； 

 施建刚，房地产专业课程教改设计与实践，土木建筑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武汉理工大学

出版社），2010.12； 

 施建刚、钱瑛瑛，房地产专业课程教改设计与实践，土木建筑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武汉

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12，P277-280； 

 施建刚、何芳、钱瑛瑛、唐代中，房地产专业方向教学团队的模式构建与实践，中国教育

导刊，2010.8，P18-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