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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简介

简报性质：内部交流刊物。

简报周期：每月月末发布。

简报内容：▲中心要闻：记录本月中心开展的重要会议、活动。

▲中心动态：记录本月中心开展的会议、活动。

▲名师讲堂：记录本月中心开展的论坛讲座和主要课程动态。

▲学生活动：记录本月中心 MBA学生参与的论坛等活动。

《MBA教育中心工作简报》组稿：每月进行征稿，各部门结合当月具体工作进行

信息稿件的整理，整理后提交至综合办公室，由综合办公室负责汇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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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院MBA教育中心与美国

密苏里州立大学商学院合作双

学位项目宣讲会成功举办

2017 年 4 月 9 日下午，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与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商学院合作双学位项目宣讲

会在北京中谷酒店第三会议室成功举办。美国密

苏里州立大学校长顾问席小彬教授和美国密苏里

州立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David B. Meinert 博士

为我院 MBA 学生进行了项目宣讲。此次宣讲会共

有二十余名 MBA 学生参加，会议由 MBA 教育中心

主任助理及国际合作部主任刘晓红老师主持。

刘晓红老师首先对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来访

的嘉宾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向同学们简要介绍了我

院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的友好合作关系。

随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David B. Meinert 博士介绍了美国密苏里州立

大学及商学院的基本情况。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

创建于 1905 年，是密苏里州第二大的公立综合性

大学 , 共有四个校区，主校园位于密苏里州西南

的春田市，该校区有约 22000 名学生，其中 1500

多名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84 个国家。美国密苏里州

立大学商学院是全美规模最大的商学院之一，于

1992 年获得 AACSB 商科及会计学科双认证，是美

国中西部大学中最早获得认证的商学院之一。

这次宣讲会不仅宣传介绍了我院 MBA 教育中

心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商学院合作的双学位项

目，同时也加深了我院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的友

好合作关系，为我院 MBA 学生提供了更多海外学习

的机会，这也将进一步提高我院 MBA 教育的国际化

水平。

最后，各位老师又对同学们提出的有关项目的

一系列细节问题进行了答疑。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同学们都对项目非常感兴趣，期待能够早日开展项

目申请。

这次宣讲会不仅宣传介绍了我院 MBA 教育中

心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商学院合作的双学位项

目，同时也加深了我院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的友

好合作关系，为我院 MBA 学生提供了更多海外学习

的机会，这也将进一步提高我院 MBA 教育的国际化

水平。

  图 1：David B. Meinert 博士介绍学校情况

  图 3：部分同学与老师们合影留念

图 2：席小彬教授介绍项目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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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第七次 MBA 研究生代表大会

成功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七次 MBA 研究生

代表大会于 2017 年 4 月 16 日下午在金谷琪珑酒

店三楼会议室隆重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MBA 教育中心贺群老师、吕世亮老师 , 研究生

院研究生会负责人叶祖滔，第六届 MBA 分会主席

周龙环，第六届 MBA 分会副主席杜晓楠、严潇涵出

席了本次大会。来自我院 2016 级 MBA 各班的研究

生代表及本次 MBA 研究生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

员等众多 MBA 学生到场参会。

大会由本次大会筹委会成员杨涛主持。会前

杨涛同学受大会主席团的委托，清点了到会人数

并宣读了会场纪律。随后，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正式开幕。

随后，研究生院研究生会负责人叶祖滔致辞，

致辞中叶祖滔首先代表研究生院研究生会送上了

对 MBA 分会的祝福。接着对我院 MBA 同学积极组织

参加各类活动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及肯定，同时

希望我院研究生会与 MBA 分会团结一心、同心协力

共同推动我院学生会工作稳步发展。

首先，MBA 教育中心学生管理部吕世亮老师为

大会致辞。吕世亮老师对前六届 MBA 分会成立以来

在校内外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他表示

MBA 教育中心一直高度重视学生工作，为培养高素

质创新型 MBA 人才做着努力。希望广大学生干部在

工作中要高标准、严要求，各项工作要做到规范化、

制度化；努力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不断提高自

己的综合素质；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以身作则，起

到榜样和模范带头作用；努力学习、勤于学习、善于

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展现我院MBA学子的风采。同时

强调了分会在 MBA 师生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对分会

今后的工作及全体MBA同学寄予了殷切希望。

  图 1：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幕

  图 4：研究生院研究生会负责人叶祖滔致辞

图 3：MBA 教育中心学生管理部吕世亮老师致辞

  图 2：筹委会成员杨涛主持本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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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听取并审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第六届 MBA 分会主席周龙环同学代表上届 MBA 分

会做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认真回顾了第六届

MBA 分会所做的工作，对院领导、MBA 教育中心老

师和全体 MBA 同学以往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表示

感谢，对 MBA 分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并对

未来的 MBA 分会工作进行了展望。随后，大会现场

投票选举产生了第七届 MBA 分会委员。

会上乔睿智宣读了《关于第六届 MBA 分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决议通过了周龙环主席代表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第六届 MBA 分会向

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接着王阳宣读了《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七次 MBA 研究生代表大会提案

报告》，MBA 同学所关心的学习生活环境、日常教

学、招生宣传、学生活动、国际交流、职业发展等方

面的问题在本次提案报告中均有充分体现。

经过当场计票，与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

举产生了在籍 MBA 研究生组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研究生会第七届MBA分会委员。

  图 5：MBA 分会主席周龙环代表上届 MBA 分会做工作报告

图 7：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当场计票

  图 6：选举第七届 MBA 分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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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 MBA 分会当选委员贾超和秦宇代表

新当选的全体委员发言。两位代表分别向抽出宝

贵时间来参加本届 MBA 研代会的同学们表示热

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给予的支持、

指导、信任和鼓励！同时为 MBA 分会的下一步工

作各自做了规划，并郑重表示，第七届 MBA 分会

将会秉承上届 MBA 分会的优良传统，树立“以

MBA 品牌活动为旗帜、以服务同学为使命、以团

队合作为保障”的工作理念，积极主动地开展工

作，用实际行动回报院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的殷

切期望。

最后，第七届 MBA 分会当选委员代表刘宇峰

同学宣读了本次 MBA 研代会致全体 MBA 研究生同

学的倡议书，号召全体 MBA 研究生充分利用宝贵

的在校时间，勤奋刻苦学习，勇于开拓创新；在努

力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优化知识结构，开拓专业

视野；积极开展和参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

面广的案例研究、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并注

研究生院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同学的关注和

努力，共建和谐校园文化氛围、共创努力拼搏的学

风，是每一位 MBA 同学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让我

们同心协力，共建我院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重在活动中创新，从而达到学以致用、共同进步的

目的。希望大家不仅要积累丰富的学识，更要树立

优良的品格，时刻谨记我院“笃学慎思、明辨尚行”

的校训，脚踏实地、克服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思

想，共创我院卓越的 MBA 品牌！

  图 8：会后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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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BA 教育中心与北京东

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

司举行实习基地授牌仪式
2017 年 4 月 17 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与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

饰有限责任公司举行了 MBA 实习基地授牌仪

式。出席此次仪式的嘉宾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卫星博士、

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总裁王涛

先生、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办总监王君红女士、MBA 教育中心招生与职

业发展部主任孙晓晖老师。

授牌仪式开始之前，赵卫星主任与王涛总

裁进行了亲切的会谈。王总介绍了公司的发展

历程和今后的展望，并讲述了与皮尔 · 卡丹结

缘的故事。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

司从获得皮尔 · 卡丹的青睐，到被指定为皮尔

· 卡丹女装在中国的唯一总代理的过程十分

艰辛，皮尔 · 卡丹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进入中

国的国际时装设计大师，其品牌在全国享有很

高的知名度。目前，北京东方绮丽的销售渠道不

断扩展，在国内一线城市商场中拥有百余家直

营店铺及近百家加盟店。王总表示很高兴能够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建立

合作，并十分欢迎社科 MBA 学生来公司实习和

工作。

随后，赵卫星主任也介绍了 MBA 教育中心的

发展情况。社科院 MBA 教育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

秉承“人文兴民族兴，教育强中华强”的办学理念

和“笃学、慎思、明辨、尚行”的校训精神，致力于

培养具有世界眼光、本土经验、人文素养、社会责

任的商界领袖和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赵卫星

主任欢迎东方绮丽的高级管理人员能够参与到

MBA 的教育实践中来，用丰富的企业实战经验助

力社科 MBA 项目发展。

双方在愉快的氛围中充分交流了合作意愿，

均表示实习基地除了进一步推动学员的实践活

动外，还将成为校企合作的良好契机，成为学校

与企业紧密联系和有效沟通的渠道。会谈结束后

举行了实习基地的授牌仪式。

  图 1：授牌仪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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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8 年社科MBA首批提

前面试成功举办
2017 年 4 月 23 日，2018 年社科 MBA 首批

提前面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楼顺利举行。

经过严格的资料审核，一批职业规划清晰明确、

工作经历及教育背景优秀的申请考生获得首批

提前面试资格。

提前面试严格按照 MBA 复试的工作流程进

行。面试小组由校内导师、特聘导师及面试秘书组

成，通过综合素质面试及英语面试对考生进行全

面、系统的测评，坚持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选拔

与社科 MBA 教育培养目标契合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高考生备考能力，在提前面试进行的

同时，招生与职业发展部邀请京城管理类联考英

语名师王健老师讲授“英语阅读理解高分突破”

系列课程。授课过程中，王老师运用风趣幽默的

语言为考生讲授英语阅读理解历年真题重难点，

考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社科 MBA 项目以强大的学科支撑体系、超强

的师资队伍阵容、富有特色的课程设置、丰富的

高品质课程为依托，始终致力于培养具有世界眼

光、本土经验、人文素养、社会责任的商界领袖和

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MBA 教育中心近期将会

公布 2018 年第二批提前面试安排，敬请关注中

心官网招生动态。

  图 2：王健老师讲授英语阅读知识

  图 1：个人综合素质面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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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执行副主任赵

卫星参加第八届“中国管理案

例学术年会”

2017 年 4 月 25-26 日，由全国工商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管理现代化

研究会管理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管理案例

共享中心主办，桂林理工大学承办的第八届“中

国管理案例学术年会”在桂林开幕。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卫星

老师参加了此次研讨交流。

本届学术年会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管理案

例研究的发展，发掘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议

题包括：案例研究方法、理论与发展前沿探讨；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形式

有：特邀报告、现场点评和平行论坛主题报告。

主题报告期间，由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徐建

国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周长辉教授、浙江

大学管理学院魏江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

学部苏敬勤教授分别做了题为《加强创新管理，提

升创新效率——基于企业创新管理实践中的若干

思考》、《表象、经验与意义》、《从反应到前瞻：万

向合法性构建》、《“挤上车”与“赶下车”——我国

新兴与成熟场域合法性的建构机理》的精彩演讲；

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柳卸林教授、台湾科技大

学管理学院卢希鹏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大学安泰经

济与管理学院井润田教授分别以《中国分享经济商

业模式创新的解读》、《事实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

谈构成案例研究主观事实的三项技巧》和《过程设

计与案例研究》为题做了精彩的主题报告。

4 月 26 日，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在五个不同

的会场里，分别围绕着“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进程

分析”、“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研究”、“案例

教学研究与方法交流”、和“博士生案例研究成果

汇报交流”等主题畅所欲言。平行论坛的召集人逐

一进行点评，碰撞思想火花。

通过案例学术年会这样一个开放式、专业性

的交流平台，我们收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与

经验，很好地学习借鉴其他兄弟高校经验，对我院

加快管理案例研究建设，提升教师的案例研究能

力和教学水平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本学年，案例

中心积极推进管理案例研究建设，加大对原创性

案例开发的支持力度，资助一批原创性本土案例

研究项目，总结我国当前企业经营实践，提升本土

管理理论，并将应用于课堂教学中，欢迎各位老师

积极参与。

  图：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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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止有界 心驰无疆——

我院 MBA 沙六代表队在第六

届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

赛中圆满完赛

2017 年 4 月 30 日——5月 2日，我院沙六代

表队共 24 名同学组成“智行天下”代表队，以“行

止有界、心驰无疆”为口号，承载着社科荣誉出征

第六届“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最终所有

队员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赛，让社科旗帜飘扬在

亚沙赛场。

益盟杯第六届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

（简称“沙六”）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腾格里沙漠

成功举行。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新加坡、英国、

澳大利亚等地 80 多所商学院的 1800 多名 MBA 学

子参与了这一赛事，在三天 70 公里的负重沙漠徒

步穿行中践行“环保、协作、坚持、责任”的赛事理

念，实现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赛事承诺。

三天两夜的沙漠历程，一起拼搏，携手冲刺，流

下汗水与泪水，遇见真挚的友情，让难以磨灭的记

忆永留于心间。

  图 2：我院参赛选手比赛中

  图 1：我院参赛队员抵达赛场

  图 3：我院参赛选手与兄弟院校沙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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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亚沙赛我院代表队派出了 24 名同学组成

精英阵容，由郭东担任队长，秦道锦担任领队，队员

包含A队：郭东、王显蕾、方少坡、罗睿、董世川、纪

鹏、杨俊伟、满洪泉、李莉、雷洁、杜晓楠、郭彤彤，B

队：廖雅文、张莹、刘宇峰、华铝丽、秦静，C队：秦

道锦、贾超、张洋、徐光、张飞雨、杨梦田（记者）、董

环（记者）。比赛三天，队员徒步负重穿越70公里沙

漠，在沙漠中变幻莫测的天气和连绵起伏的沙丘地

形，对所有队员来说都是一种严酷的考验。

经过三天的艰苦的比赛，我院代表队所有队

员依靠顽强的毅力、砥砺前行，最终以团体第 53

名的成绩圆满完赛。这次比赛在每位队员的脑海

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我们在腾格里沙漠洒下了汗

水和回忆！在赛事过程中我院代表队员充分展现

了社科“笃学、慎思、明辨、尚行”的社科精神，将社

科 MBA 的旗帜高高的插在腾格里沙丘上，让更多

的兄弟院校认识和了解了社科 MBA。这是一场比

赛，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品牌的推广。

最后，社科“沙六”全体队员再次感谢我院领导

及老师的关心与支持，同时感谢校友企业的赞助支

持（光耀东方集团——杜建甫、新梦想教育——刘

永建、晟泽科技——罗睿、易佰连锁旅店——贾超、

百纳有为——张今朝、来电公司——贾超、中根资

本——涂静等），还要感谢社会企业小蚁运动相机

以及三甲慧珍等的大力支持。

  图 5：冲刺

  图 4：携手拼搏

  图 6：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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