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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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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中心动态

一、2017年“光明优倍”杯第十

五届中国 MBA 创业大赛北方

赛区创业训练营成功举办

2017 年 5 月 6 日上午 9:00，2017 年“光明优

倍”杯第十五届中国 MBA 创业大赛北方赛区创业

训练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开营。此次训练营

为期两天，旨在为参赛队伍提供全方位赛前指导

和创业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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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创投（北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浤伟先生、MBA 教育中心

学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 2014 级、2015 级、2016 级同学代表刘峰、

周龙环、贾超出席启动仪式，共有来自中国人民大

学等 20 余所国内高校的近百名参赛队员参加了

此次集中培训。

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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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营仪式致开幕词。

他指出创业大赛经过十余年的成熟发展，目前已

经成为国内顶级商学院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赛

事之一，创业训练营是创业大赛的特色内容，为

参赛队伍提供专业指导培训，为参赛队员提供交

流平台。随后赵卫星主任、丁浤伟老师、吕世亮老

师及同学代表共同点亮启动球，宣布训练营正式

启动！

随后，训练营紧锣密鼓开讲，壹创投（北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浤伟先生以商业计划书与项

目融资为主题进行讲解与交流。在商业计划书板块

中，丁浤伟老师指出计划书要明确的六方面内容，其

中包括做什么、为什么做、谁来做、怎么做、项目有哪

些收获和项目预算为多少。在谈到项目名称的时候，

丁老师与大家分享了项目名称确定的三大原则“先

论证项目再定名称”、“一句话讲清项目”、“表明提供

怎样的服务”，并现场帮助参赛队伍找到项目的痛

点，具体解决各位参赛队伍中面临的问题。参赛队员

纷纷表示能与老师进行现场交流，收获颇多。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卫星
　　　　老师为开营仪式致开幕词

  图 3：壹创投（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浤伟先生为参赛
　　　　选手授课

图 2：“光明优倍”杯第十五届中国 MBA 创业大赛北方赛区创业
　　　训练营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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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中心动态

在 5 月 7 日第二天的课程中，北大纵横管理

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宝山老师受邀与大家分享了

公司战略的经验和发展趋势。在谈到项目市值战

略框架中，宝山老师指出，在目前互联网加的时代

背景下，每个公司都要考虑三方面内容，分别是公

司的业务战略、资本战略以及市值。而如何重构业

务价值体系、如何转变增长路径、怎样重构市值评

估体系这三个问题需要每名创业者进行深入思

考。同时，宝山老师认为，未来的公司主要分为三

大类型，分别是类似腾讯微信的平台级企业、类似

阿里巴巴的生态类企业以及在某一单独产品上有

独角兽性质的指数型企业。

随后，训练营紧锣密鼓开讲，壹创投（北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浤伟先生以商业计划书

与项目融资为主题进行讲解与交流。在商业计划

书板块中，丁浤伟老师指出计划书要明确的六方

面内容，其中包括做什么、为什么做、谁来做、怎么

做、项目有哪些收获和项目预算为多少。在谈到项

目名称的时候，丁老师与大家分享了项目名称确

定的三大原则“先论证项目再定名称”、“一句话讲

清项目”、“表明提供怎样的服务”，并现场帮助参

赛队伍找到项目的痛点，具体解决各位参赛队伍

中面临的问题。参赛队员纷纷表示能与老师进行

现场交流，收获颇多。
  图 4：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宝山老师为参赛选手
　　　　授课

  图 5：课间休息期间参赛选手与宝山老师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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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中心动态

在训练营进行中，MBA教育中心赵卫星主任、吕

世亮老师、刘晓红老师分别为丁浤伟老师、宝山老

师、韩树杰老师颁发了专家委员聘书。参赛选手们非

常感谢三位老师的答疑解惑及无私地为大家奉献了

满满“干货”。

训练营结束后，主办方为参加此次培训的营员

颁发结业证书，同时参赛队员们表示这次培训课程

节奏紧凑、导师经验丰富，大家不仅收获了一张结业

证书，更重要的是通过导师们的悉心指导以及与参

赛队员的交流，分享了创业故事，增加了创业知识，

用赛事促实事，把创业的点子变为增值的金子。

  图 7：合影留念

  图 8：合作伙伴

图 6：微合空间创始人、董事长、CEO 韩树杰老师为参赛选手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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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中心动态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 2017 级新生见

面会顺利举办
2017 年 5 月 7 日上午，2017 级 MBA 新生见面

会在中谷酒店举行。MBA 教育中心招生与职业发

展部孙晓晖、周建杰和王玉婷老师、15 级学生代

表（第六届 MBA 分会主席）周龙环同学以及部分

17ＭＢＡ新生参加此了此次见面会。见面会由孙

晓晖老师主持。

上午 9:30 见面会正式开始。孙老师首先介绍

了见面会的意义与流程。接下来，周建杰老师介绍

了后续录取流程中关于通知书、档案、户口等事宜

的具体安排及相关注意事项，并简要介绍 MBA 教

育中心各部门职能等内容。周老师地介绍有效的

帮助新生了解后续的录取流程，解决了他们对户

口档案等问题的诸多疑惑。

随后，周龙环同学分享了在社科院学习的点

滴，他用亲身经历及自身变化给在座的新生提出

了建议：要用所有努力认真对待自己的学业，认

真对待每一份学习，认真做自己，这样别人才会

认真看待你。

在互动环节，中心老师和周龙环同学回答同

学们的提问。周龙环同学结合交换及游学的经

历，为 17 级新同学提供了借鉴。同时也建议新生

在今后两年的学习过程中做好时间管理，规划好

自己的发展方向。

  图１：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周建杰老师介绍后续录取注意事项

随着见面会接近尾声，孙老师对本次见面会

做最后的发言和寄语，并预祝每一位同学在未来

的两年都会有与众不同的收获。

两个小时的见面会时光转瞬即逝，新生们在

现场相互熟络，彼此相谈甚欢，收获颇丰。至此，

2017 级社科 MBA 新生见面会在同学们的欣喜与

期待中落下了帷幕。

  图 3：新生提问环节

  图４：现场互动

  图 2：15 级学生代表周龙环同学现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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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中心动态

三、MBA教育中心 2017 年学

位论文答辩工作顺利完成

2017 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14 日，我院 MBA 教

育中心 2017 年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如期举行。本届论文答辩有 151 名

MBA 学位申请人参加，答辩委员会由院内外相关

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71 人次组成，答辩工作历时

共计 3天完成。

答辩开始前，MBA 教育中心组织召开了本届

MBA 学位论文答辩评委工作会议。会上， MBA 教育

中心主任助理杨小科老师向各位专家评委汇报了

2017 年 MBA 学位申请的工作情况及本届论文答

辩安排，同时对 MBA 教育中心日常教学和学位工

作的近况进行了总结。杨小科老师希望各位评委

继续支持 MBA 教育中心的学位工作，加强日常沟

通，进一步提升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论文质量。

绍答辩人基本情况；答辩人阐述论文的主要内容

和核心观点；答辩评委就论文的内容、意义及观点

进行提问和讨论；答辩人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

答辩委员会经充分讨论、投票表决作出是否“建议

授予学位”的决议。答辩过程井然有序，151 名学位

申请人均顺利完成整套答辩流程。

在答辩过程中，答辩评委针对每篇论文的完

善和深化提出了中肯意见。经过答辩委员会的严

格把关，最终有 146 位学位申请人获得进入下一

阶段学位申请环节的资格。答辩评委对 2017 年

的论文整体水平报以肯定态度，认为 MBA 教育中

心这两年提倡鼓励的企业案例研究论文能有效

帮助 MBA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体现了中国社会科

学院的科研师资优势，更加符合全国 MBA 教育指

导委员会对工商管理硕士的培养要求。

MBA 教育中心一直秉持对学位工作高度重

视的态度，从最初的方向选择和导师双选环节开

始，到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匿名评审，再到论文

答辩，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不断探索和改进，

力求加强对学生研究及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指导，

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以更好地体现工商管理硕

士专业学位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特点。

本届论文答辩共分答辩小组 21 个，每个小

组由 3-4 位评委、1 名秘书组成。为保证答辩质

量，每个答辩小组每天最多安排 8 名学生参加答

辩。答辩程序简要分为 5 个步骤：答辩秘书简要介

  图 2：答辩评委认真听取学生答辩陈述

  图 1：杨小科老师在答辩评委工作会议上汇报学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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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中心动态

四、社科新金融  领航新征

程——新金融战略与企业上

市并购创新实战班成功举办
繁花五月，春意盎然。5 月 13 日上午，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主办的新

金融战略与企业上市并购创新实战班（以下简

称新金融战略班）开学典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成功举办。来自五湖四海

近 50 位企业家学员齐聚一堂，与相关老师共同

参加了此次开学典礼并开始后续学习。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综合协调办主任、MBA 教育

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卫星、同创伟业董事总经理

马卫国以及新金融战略班班主任于晓东老师出

席了典礼并致辞。

开学典礼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金融所所长王国刚老师开始为新金融战略班

的学员授课。上午，王老师紧紧围绕“中国金融改

革新特点”这个主题，结合相应案例为学员主要

讲解了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依据、中国金融体系

的特点、资本市场的内涵、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

抓手、“去杠杆”中投贷联动、债转股机制、互联网

金融的整治、财富管理市场的整治、金融监管体

系的改革等九大系列金融知识。下午，他又为学

员们深入讲解了发股上市的实操要点，从股票市

场的特点分类、股票市场的历史沿革，到发股上

市的实操解析、初次发行条件、发股流程，一步步

细致地讲解，为大家完美呈现了中国多层次资本

市场的全景图。

  图 2：王国刚老师为新金融战略班学员授课  图 1：新金融战略与企业上市并购实战班“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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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中心动态

5 月 14 日，为新金融战略班学员授课的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老

师。黄老师以经济运行与产业调整为主线展开

讲授，并对当前经济形势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经济发展与“中国制造 2025”、区域发展战略

与经济增长新动能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解读。

他援引了大量的数据、图标分析，为学员们形象

地分析了中国的 GDP 增长趋势，以及工业发展

速度随着时间节点的周期性变化，并结合当前

的投资环境和世界经济发展常态，分析了“中国

制造2025的五大工程”。5月13日和14日两天，

通过两位老师的细心讲解，学员们纷纷表示收

获良多、受益匪浅，更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科

学院作为党的意识形态重镇和国家级综合性高

端智库的非凡实力。

本次课程学习期间，社科名家亲临讲授，五

湖四海群贤毕至，五月的北京风和日丽，又恰逢

“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在京举办，使得北京成

为最受全球瞩目的地方，这让我们本次学习之旅

与时代接轨、与国际同步，可谓“天时、地利、人

和”。“新金融战略与企业上市并购”精读系列已

经开启，欢迎搭乘本次学习旅程的列车。2017，

新金融和 IPO 之路，风景这边独好！

图 5：“母亲节”用鲜花表达爱

  图 3：黄群慧老师为新金融战略班学员授课

  图 4：课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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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学生活动

一、我院 MBA 学生应邀参加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北京校

友联谊会

2017 年 5 月 28 日下午，我院 MBA 教育中心

15 级和 16 级学生王丽杰、王军涛、董环、余晖、乔

睿智等人应邀参加了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在北京

建国饭店举办的北京校友联谊活动，活动虽然只

有短暂的 2 个小时，但参会的每个人都感觉收获

满满。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每年在美国举办多次

校友联谊活动，自从在中国开展业务以来每年会

不定期举办一次校友联谊活动，旨在为中国地区

校友及合作院校学生创造更多的交流和互动的

机会，从而有助于每个人的发展。5 月 28 日下午

建国饭店的会议室座无虚席，密苏里州立大学主

管国际项目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副校长 Dr.Jim 

Baker、主管国际领导力和培训中心的副校长

Brad Bodenhausen、商 学 院 副 院 长 Dr.Dave 

Meinert、中国项目办公室专员 Tami Sutton 等

今年，我院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建立了友

好合作关系，并协议合作举办 MBA 双学位项目

等。这次组织我院 MBA 学生参加密苏里州立大学

举办的北京校友活动代表着双方的合作全面展

开，同时加深了我院学生对 MBA 双学位项目的了

解，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合作也将会进一

步拓展和深化。

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密苏里州立大学的各位领

导分别介绍和回顾了中国项目的运营和发展现

状，同时还为校友以及应邀前来的合作院校学生

介绍了学校的概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场还举

行了抽奖活动，奖品都是校方从美国带来的带有

学校标志的纪念品，参会人员基本上都抽到了不

同的礼品。两个小时的联谊活动在大家依依不舍

中结束。

  图 2：全体参会人员合

  图 1：我院 MBA 参会学生与美国密苏里州大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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