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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1979.9，民进会员，经济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

长，主要研究财税理论与政策。 

 

教育及工作经历： 

1999.9—2003.6，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管理学学士 

2003.9—2005.6，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硕士 

2005.8—2007.7，平顶山学院经济与管理系，教师 

2007.9—2010.6，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2010.7—，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2014.9—2015.8，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访问学者 

2018.2—2019.1, University of Michigan（密歇根大学，安娜堡）, 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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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译著 

斯莱姆罗德，吉里泽尔，（2019）, 李建军, 岳媛媛, 刘元生等译, 税制分析, 格致出版社. 

 

（四）主要课题项目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税制改革视角下的企业税收遵从：实证评估与政策

研究”，（批准号：19YJA79003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现代国家治理的税收理论体系创新研究”，（批准号：

18ZDA099），主持子课题“政府间税收划分与现代国家治理”。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地方政府基本支出责任与税收能力的地方税收体系构建研

究”，（批准号：15BJY133），已结项。 

主持四川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环境税收优化的实证依据与政策研究”，（批准号：

SC13A005），已结项。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税收征管效率实证研究”，（批准号：10CJY066），结项。 

主持平顶山市社科联课题“建立公平效率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研究”，（2006），结项。 

 

学术获奖： 

专著《“省管县”财政改革与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2012 年获第五次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

成果三等奖. 

论文《经济开放与地方财政支出》，2012 年获四川省第十五次财政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 

报告《建立公平效率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研究》，2007 年获平顶山社科调研项目二等奖. 

论文《构建可持续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财税政策研究》，2014 年获四川省第十六次财政科研

优秀成果三等奖. 

论文《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的依据评判及政策选择》，2015 年获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第八次



全国国际税收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论文《高等教育与幸福》，2016 年获四川省第十五次高等教育学科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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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 

四川省财政学会理事 

成都市人大预算委员会预算审查监督咨询员 

 

主要讲授课程： 

《税收学》《税法基础理论》《税法》《财政学》《公共预算研究专题》 

 

联系方式： 

E-mail: lijj@swufe.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