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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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A教育中心工作简报

目 录

中心动态　　

    1.《职场中的延禧攻略 —— 职业生涯规划篇》讲座成功举办　　                  　　  　　　03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班圆满结业　　　　　　　　　　　　　　　　04

    3.《职场延禧攻略 —— 人才资产价值的自我运维篇》讲座成功举办　　　　              　　　06

    4.2019年社科MBA提前面试工作圆满结束　　　　　　　　　　　　　　                    　　07

学生活动

    1.“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天”—— 记2018级MBA-3班班级活动  　　                      　08

    2.我院第八届MBA分会纳新见面会顺利召开 —— 暨我院历届MBA分会主席与MBA分会新成员

      见面会                                                                                10

    3.我院MBA足球队在2018M超联盟“精英杯”新生足球赛中取得首胜    　　　　 　　           12

    4.“承续亚沙，蓄力前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八届亚沙启动仪式顺利召开　　  　 14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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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十月份中心动态

一、《职场中的延禧攻略——

职业生涯规划篇》讲座成功

举办
为帮助 MBA 同学提升职业认知，实现自身职

业生涯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组织

开展了新学期第一场职场讲座——《职场中的延

禧攻略 - 职业生涯规划篇》。本次讲座由现任甲

骨文 ( 中国 )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王欣女士讲授，近 50 名同学参加了讲座。

王欣女士以“MBA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作为

开场，同学们结合自身情况，就当下对 MBA 的认

知、个人发展对知识的需求、职业生涯中人脉的

重要性、家庭榜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与分

享。接下来，王欣女士通过“职业锚”理论的讲解，

使同学们对职业定位、职业驱动有了新的认知，

对照“人员驱动、技术驱动、管理驱动、自主驱动、

稳定驱动、创造驱动、服务驱动、挑战驱动、生活

驱动”八个类型，更加清晰的知道在面对职业抉

择时哪些方面更为重要。讲座最后，王欣女士对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有了更深层次的职业

认知，意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后续 MBA 教育

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还将陆续开办相关讲座

助力 MBA 同学们的职业发展。

同学们进行“职业价值观”测试，了解自身职业技

能欠缺，学生通过视觉型、听觉型等不同的方法

对自己的职业诉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便于其

在最短时间内补足职业技能的差距。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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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中心动态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

班圆满结业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班（以下简称科

技金融班）结业典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5 室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博士、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

合创始人宝山先生、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

女士出席了典礼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培训部张敏老师、润灵

文化创始人杨毅女士及科技金融班全体同学参加

了此次典礼。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

助理杨小科博士为典礼致辞。他先是对科技金融班

的圆满结业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对获得结业证书的

全体同学表示了诚挚的祝福。杨小科博士从科技金

融班最初的成立出发，进一步阐释了科技金融是什

么，它的意义之所在以及在新时代中的定位和前

景。同时，他对课程的设定，导师的授课内容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他寄语同学们要深度领略知识理论，

夯实理论基础，谦虚学习，不断进步，循序渐进，持

之以恒，成为更加优秀的从业者和领导者。

接下来，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女士

发表致辞。她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支持与肯定，也为这一年来默默付出的导

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表明这次的结业典礼

并不代表结束，顺应新时代，科技金融高级研修

班任重道远，未来还很长。最后杜院长郑重宣

布，龙环商学院为所有结业同学准备了两份大

礼：一份是，终身制校友卡，可以凭借此卡终身

免费学习科技金融班以后的所有课程；另一份

是，科技金融班接下来将设置更多专业课，为广

大同学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这两份大礼收到

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图 1：杨小科博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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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代表结束，顺应新时代，科技金融高级研修

班任重道远，未来还很长。最后杜院长郑重宣

布，龙环商学院为所有结业同学准备了两份大

礼：一份是，终身制校友卡，可以凭借此卡终身

免费学习科技金融班以后的所有课程；另一份

是，科技金融班接下来将设置更多专业课，为广

大同学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这两份大礼收到

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图 1：杨小科博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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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杨小科博士、杜晓楠女士和宝山先生

共同为结业同学颁发了结业证书，同时针对学

习中表现突出的部分同学也颁发了优秀学员、

优秀班委和勤奋学员荣誉证书。

最后，科技金融班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落

幕。典礼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

你我不散场，情谊更绵长。科技金融高级研

修班还会继续进行，班级精神也会不断延续。祝

福大家鹏程万里展鸿图，一帆风顺万事成！

  图 3：宝山先生致辞

作为导师代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合创

始人宝山先生，从教师的角度同时结合自己

企业家的身份对所有同学提出了两点建议，

他希望同学们能学以致用，将这一年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以发挥出自己

更大的价值。更希望同学们能持续学习，保持

学者风度，不断创新，在新时代中把握新机

遇，在新时代中开启新征程，追求卓越，敢为

人先。

 图 2：杜晓楠女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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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场中的延禧攻略-职

业生涯规划篇》讲座成功举办

为帮助 MBA 同学提升职业认知，实现自身职

业生涯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组织

开展了新学期第一场职场讲座——《职场中的延

禧攻略 - 职业生涯规划篇》。本次讲座由现任甲

骨文 ( 中国 )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王欣女士讲授，近 50 名同学参加了讲座。

王欣女士以“MBA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作为

开场，同学们结合自身情况，就当下对 MBA 的认

知、个人发展对知识的需求、职业生涯中人脉的

重要性、家庭榜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与分

享。接下来，王欣女士通过“职业锚”理论的讲解，

使同学们对职业定位、职业驱动有了新的认知，

对照“人员驱动、技术驱动、管理驱动、自主驱动、

稳定驱动、创造驱动、服务驱动、挑战驱动、生活

驱动”八个类型，更加清晰的知道在面对职业抉

择时哪些方面更为重要。讲座最后，王欣女士对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有了更深层次的职业

认知，意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后续 MBA 教育

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还将陆续开办相关讲座

助力 MBA 同学们的职业发展。

同学们进行“职业价值观”测试，了解自身职业技

能欠缺，学生通过视觉型、听觉型等不同的方法

对自己的职业诉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便于其

在最短时间内补足职业技能的差距。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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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

班圆满结业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班（以下简称科

技金融班）结业典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5 室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博士、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

合创始人宝山先生、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

女士出席了典礼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培训部张敏老师、润灵

文化创始人杨毅女士及科技金融班全体同学参加

了此次典礼。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

助理杨小科博士为典礼致辞。他先是对科技金融班

的圆满结业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对获得结业证书的

全体同学表示了诚挚的祝福。杨小科博士从科技金

融班最初的成立出发，进一步阐释了科技金融是什

么，它的意义之所在以及在新时代中的定位和前

景。同时，他对课程的设定，导师的授课内容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他寄语同学们要深度领略知识理论，

夯实理论基础，谦虚学习，不断进步，循序渐进，持

之以恒，成为更加优秀的从业者和领导者。

接下来，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女士

发表致辞。她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支持与肯定，也为这一年来默默付出的导

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表明这次的结业典礼

并不代表结束，顺应新时代，科技金融高级研修

班任重道远，未来还很长。最后杜院长郑重宣

布，龙环商学院为所有结业同学准备了两份大

礼：一份是，终身制校友卡，可以凭借此卡终身

免费学习科技金融班以后的所有课程；另一份

是，科技金融班接下来将设置更多专业课，为广

大同学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这两份大礼收到

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图 1：杨小科博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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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杨小科博士、杜晓楠女士和宝山先生

共同为结业同学颁发了结业证书，同时针对学

习中表现突出的部分同学也颁发了优秀学员、

优秀班委和勤奋学员荣誉证书。

最后，科技金融班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落

幕。典礼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

你我不散场，情谊更绵长。科技金融高级研

修班还会继续进行，班级精神也会不断延续。祝

福大家鹏程万里展鸿图，一帆风顺万事成！

  图 3：宝山先生致辞

作为导师代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合创

始人宝山先生，从教师的角度同时结合自己

企业家的身份对所有同学提出了两点建议，

他希望同学们能学以致用，将这一年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以发挥出自己

更大的价值。更希望同学们能持续学习，保持

学者风度，不断创新，在新时代中把握新机

遇，在新时代中开启新征程，追求卓越，敢为

人先。

 图 2：杜晓楠女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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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场延禧攻略——人才

资产价值的自我运维篇》讲座

成功举办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组织的第

二场职业发展培训《职场延禧攻略——人才资产

价值的自我运维篇》顺利开展，换行商学院 CEO、

长江商学院职业发展专家肖金菊女士为 MBA 同学

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分享了人才资产价

值运维的理念。

讲座从人才资产理解维度、人才资产价值评

估和人才资产保值增值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

先，在对人才的认识这一问题上，肖金菊女士提

出，人才也是一种资产，存在着经营的概念，具有

投资性质，在其理解维度上应有提高。其次，在人

才资产的估值方面，以课堂简化游戏展现职场收

益现金流作引导，结合企业不同角度对人才估值

的做法和专业市场薪资调研流程，让大家更好地

认识了薪酬的组成结构和影响因素。最后，通过人

才流动性高低进行价值探讨，借助“点状、网状、云

最后，同学们围绕各自感兴趣的部分积极提

问，新学期第二场职场讲座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帷幕。通过这次讲座，同学们提高了对人才

资产价值的认识，在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上深受启

发，对自身人才价值的增长与提高有了更深入的

思考。

状”流动模式的介绍，挖掘人才价值的本性，帮助

大家形成以价值思维模式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指

导，更好地实现自身人才价值保值与增值。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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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中心动态

一、《职场中的延禧攻略——

职业生涯规划篇》讲座成功

举办
为帮助 MBA 同学提升职业认知，实现自身职

业生涯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组织

开展了新学期第一场职场讲座——《职场中的延

禧攻略 - 职业生涯规划篇》。本次讲座由现任甲

骨文 ( 中国 )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王欣女士讲授，近 50 名同学参加了讲座。

王欣女士以“MBA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作为

开场，同学们结合自身情况，就当下对 MBA 的认

知、个人发展对知识的需求、职业生涯中人脉的

重要性、家庭榜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与分

享。接下来，王欣女士通过“职业锚”理论的讲解，

使同学们对职业定位、职业驱动有了新的认知，

对照“人员驱动、技术驱动、管理驱动、自主驱动、

稳定驱动、创造驱动、服务驱动、挑战驱动、生活

驱动”八个类型，更加清晰的知道在面对职业抉

择时哪些方面更为重要。讲座最后，王欣女士对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有了更深层次的职业

认知，意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后续 MBA 教育

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还将陆续开办相关讲座

助力 MBA 同学们的职业发展。

同学们进行“职业价值观”测试，了解自身职业技

能欠缺，学生通过视觉型、听觉型等不同的方法

对自己的职业诉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便于其

在最短时间内补足职业技能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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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

班圆满结业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班（以下简称科

技金融班）结业典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5 室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博士、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

合创始人宝山先生、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

女士出席了典礼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培训部张敏老师、润灵

文化创始人杨毅女士及科技金融班全体同学参加

了此次典礼。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

助理杨小科博士为典礼致辞。他先是对科技金融班

的圆满结业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对获得结业证书的

全体同学表示了诚挚的祝福。杨小科博士从科技金

融班最初的成立出发，进一步阐释了科技金融是什

么，它的意义之所在以及在新时代中的定位和前

景。同时，他对课程的设定，导师的授课内容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他寄语同学们要深度领略知识理论，

夯实理论基础，谦虚学习，不断进步，循序渐进，持

之以恒，成为更加优秀的从业者和领导者。

接下来，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女士

发表致辞。她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支持与肯定，也为这一年来默默付出的导

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表明这次的结业典礼

并不代表结束，顺应新时代，科技金融高级研修

班任重道远，未来还很长。最后杜院长郑重宣

布，龙环商学院为所有结业同学准备了两份大

礼：一份是，终身制校友卡，可以凭借此卡终身

免费学习科技金融班以后的所有课程；另一份

是，科技金融班接下来将设置更多专业课，为广

大同学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这两份大礼收到

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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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杨小科博士、杜晓楠女士和宝山先生

共同为结业同学颁发了结业证书，同时针对学

习中表现突出的部分同学也颁发了优秀学员、

优秀班委和勤奋学员荣誉证书。

最后，科技金融班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落

幕。典礼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

你我不散场，情谊更绵长。科技金融高级研

修班还会继续进行，班级精神也会不断延续。祝

福大家鹏程万里展鸿图，一帆风顺万事成！

  图 3：宝山先生致辞

作为导师代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合创

始人宝山先生，从教师的角度同时结合自己

企业家的身份对所有同学提出了两点建议，

他希望同学们能学以致用，将这一年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以发挥出自己

更大的价值。更希望同学们能持续学习，保持

学者风度，不断创新，在新时代中把握新机

遇，在新时代中开启新征程，追求卓越，敢为

人先。

 图 2：杜晓楠女士致辞

06

十月份中心动态

三、《职场延禧攻略——人才

资产价值的自我运维篇》讲座

成功举办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组织的第

二场职业发展培训《职场延禧攻略——人才资产

价值的自我运维篇》顺利开展，换行商学院 CEO、

长江商学院职业发展专家肖金菊女士为 MBA 同学

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分享了人才资产价

值运维的理念。

讲座从人才资产理解维度、人才资产价值评

估和人才资产保值增值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

先，在对人才的认识这一问题上，肖金菊女士提

出，人才也是一种资产，存在着经营的概念，具有

投资性质，在其理解维度上应有提高。其次，在人

才资产的估值方面，以课堂简化游戏展现职场收

益现金流作引导，结合企业不同角度对人才估值

的做法和专业市场薪资调研流程，让大家更好地

认识了薪酬的组成结构和影响因素。最后，通过人

才流动性高低进行价值探讨，借助“点状、网状、云

最后，同学们围绕各自感兴趣的部分积极提

问，新学期第二场职场讲座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帷幕。通过这次讲座，同学们提高了对人才

资产价值的认识，在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上深受启

发，对自身人才价值的增长与提高有了更深入的

思考。

状”流动模式的介绍，挖掘人才价值的本性，帮助

大家形成以价值思维模式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指

导，更好地实现自身人才价值保值与增值。

  

  图 1：集体合影

07

十月份中心动态

四、2019 年社科MBA提前面

试工作圆满结束

为遴选优质生源，在院领导及中心领导的大

力支持、广大考生热情参与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

中心 2019 年提前面试工作圆满结束。

2019 年社科 MBA 招生政策有所调整，招生名

额由 180 名微调为 160 名，其中全日制 60 名，非

全日制 100 名，考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修

读的具体方式。受招生政策调整的影响，2019 年

社科 MBA 提前面试集中在 2018 年 9 月和 10 月份

举行，经过初级资料筛选和严格面试选拔，优秀的

申请者获得了社科 MBA 的预录取资格。MBA 教育

中心严格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以及研究生复

试录取工作方案的规定执行，从资格审核到面试

考核，从流程安排到结果通知，从严把控，规范程

序，全方位保证提前面试工作顺利进行。

为提高考生对联考的重视程度，提升应试能

未申请社科 MBA 提前面试的考生，依然可以

选择正常批次进行报考。社科 MBA 项目依托两院

优势，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 MBA 教育提供有

力支撑，欢迎广大考生报考社科 MBA 项目！

力，社科 MBA 在面试环节特意增加了联考讲座、公

益备考等系列活动，申请者在参加提前面试的同

时又提升了备考技巧。

  

  图 1：个人综合素质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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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中心动态

一、《职场中的延禧攻略——

职业生涯规划篇》讲座成功

举办
为帮助 MBA 同学提升职业认知，实现自身职

业生涯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组织

开展了新学期第一场职场讲座——《职场中的延

禧攻略 - 职业生涯规划篇》。本次讲座由现任甲

骨文 ( 中国 )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王欣女士讲授，近 50 名同学参加了讲座。

王欣女士以“MBA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作为

开场，同学们结合自身情况，就当下对 MBA 的认

知、个人发展对知识的需求、职业生涯中人脉的

重要性、家庭榜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与分

享。接下来，王欣女士通过“职业锚”理论的讲解，

使同学们对职业定位、职业驱动有了新的认知，

对照“人员驱动、技术驱动、管理驱动、自主驱动、

稳定驱动、创造驱动、服务驱动、挑战驱动、生活

驱动”八个类型，更加清晰的知道在面对职业抉

择时哪些方面更为重要。讲座最后，王欣女士对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有了更深层次的职业

认知，意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后续 MBA 教育

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还将陆续开办相关讲座

助力 MBA 同学们的职业发展。

同学们进行“职业价值观”测试，了解自身职业技

能欠缺，学生通过视觉型、听觉型等不同的方法

对自己的职业诉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便于其

在最短时间内补足职业技能的差距。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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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

班圆满结业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班（以下简称科

技金融班）结业典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5 室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博士、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

合创始人宝山先生、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

女士出席了典礼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培训部张敏老师、润灵

文化创始人杨毅女士及科技金融班全体同学参加

了此次典礼。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

助理杨小科博士为典礼致辞。他先是对科技金融班

的圆满结业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对获得结业证书的

全体同学表示了诚挚的祝福。杨小科博士从科技金

融班最初的成立出发，进一步阐释了科技金融是什

么，它的意义之所在以及在新时代中的定位和前

景。同时，他对课程的设定，导师的授课内容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他寄语同学们要深度领略知识理论，

夯实理论基础，谦虚学习，不断进步，循序渐进，持

之以恒，成为更加优秀的从业者和领导者。

接下来，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女士

发表致辞。她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支持与肯定，也为这一年来默默付出的导

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表明这次的结业典礼

并不代表结束，顺应新时代，科技金融高级研修

班任重道远，未来还很长。最后杜院长郑重宣

布，龙环商学院为所有结业同学准备了两份大

礼：一份是，终身制校友卡，可以凭借此卡终身

免费学习科技金融班以后的所有课程；另一份

是，科技金融班接下来将设置更多专业课，为广

大同学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这两份大礼收到

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图 1：杨小科博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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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杨小科博士、杜晓楠女士和宝山先生

共同为结业同学颁发了结业证书，同时针对学

习中表现突出的部分同学也颁发了优秀学员、

优秀班委和勤奋学员荣誉证书。

最后，科技金融班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落

幕。典礼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

你我不散场，情谊更绵长。科技金融高级研

修班还会继续进行，班级精神也会不断延续。祝

福大家鹏程万里展鸿图，一帆风顺万事成！

  图 3：宝山先生致辞

作为导师代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合创

始人宝山先生，从教师的角度同时结合自己

企业家的身份对所有同学提出了两点建议，

他希望同学们能学以致用，将这一年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以发挥出自己

更大的价值。更希望同学们能持续学习，保持

学者风度，不断创新，在新时代中把握新机

遇，在新时代中开启新征程，追求卓越，敢为

人先。

 图 2：杜晓楠女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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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场延禧攻略——人才

资产价值的自我运维篇》讲座

成功举办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组织的第

二场职业发展培训《职场延禧攻略——人才资产

价值的自我运维篇》顺利开展，换行商学院 CEO、

长江商学院职业发展专家肖金菊女士为 MBA 同学

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分享了人才资产价

值运维的理念。

讲座从人才资产理解维度、人才资产价值评

估和人才资产保值增值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

先，在对人才的认识这一问题上，肖金菊女士提

出，人才也是一种资产，存在着经营的概念，具有

投资性质，在其理解维度上应有提高。其次，在人

才资产的估值方面，以课堂简化游戏展现职场收

益现金流作引导，结合企业不同角度对人才估值

的做法和专业市场薪资调研流程，让大家更好地

认识了薪酬的组成结构和影响因素。最后，通过人

才流动性高低进行价值探讨，借助“点状、网状、云

最后，同学们围绕各自感兴趣的部分积极提

问，新学期第二场职场讲座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帷幕。通过这次讲座，同学们提高了对人才

资产价值的认识，在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上深受启

发，对自身人才价值的增长与提高有了更深入的

思考。

状”流动模式的介绍，挖掘人才价值的本性，帮助

大家形成以价值思维模式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指

导，更好地实现自身人才价值保值与增值。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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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 年社科MBA提前面

试工作圆满结束

为遴选优质生源，在院领导及中心领导的大

力支持、广大考生热情参与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

中心 2019 年提前面试工作圆满结束。

2019 年社科 MBA 招生政策有所调整，招生名

额由 180 名微调为 160 名，其中全日制 60 名，非

全日制 100 名，考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修

读的具体方式。受招生政策调整的影响，2019 年

社科 MBA 提前面试集中在 2018 年 9 月和 10 月份

举行，经过初级资料筛选和严格面试选拔，优秀的

申请者获得了社科 MBA 的预录取资格。MBA 教育

中心严格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以及研究生复

试录取工作方案的规定执行，从资格审核到面试

考核，从流程安排到结果通知，从严把控，规范程

序，全方位保证提前面试工作顺利进行。

为提高考生对联考的重视程度，提升应试能

未申请社科 MBA 提前面试的考生，依然可以

选择正常批次进行报考。社科 MBA 项目依托两院

优势，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 MBA 教育提供有

力支撑，欢迎广大考生报考社科 MBA 项目！

力，社科 MBA 在面试环节特意增加了联考讲座、公

益备考等系列活动，申请者在参加提前面试的同

时又提升了备考技巧。

  

  图 1：个人综合素质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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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记 2018 级 MBA-3

班班级活动

活动于下午六点正式开始，同学们依次就坐，

班长李文宁发表感言，每位同学的桌子上准备了

专属邀请函及编号，以供稍后的游戏环节使用。

活动开始后同学们相谈甚欢，逐渐热闹了起

来，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氛围轻松而愉悦。前期班

委统计了班级所有同学的生日信息，旨在为每位

同学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借此机会，我们为

10 月份过生日的六位同学举办了一个班级生日

会，戴生日帽、唱生日歌、许个生日愿望、吹蜡烛，

仪式感一个也不能少，祝福同学们心想事成，事事

顺意。接下来，到了生动有趣的游戏环节，抢凳子，

成语接龙，水杯接力，你画我猜，每位同学都参与

其中，其乐融融，一度把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

经过前期的辛苦备考，层层笔试面试的激烈

角逐，我们终于在这收获的季节，迎来了社科 MBA

研究生阶段的崭新生活。满怀求知的渴望和欣喜，

欢聚社科，共度为期两年的多彩时光。金秋十月 ,

秋高气爽，新学期伊始，旨在增进同学情谊，加强

班级凝聚力，在班委会精心组织及筹备下、在同学

们的支持和参与下，2018 级 MBA-3 班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圆满举办了以“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为主题的班会活动。

活动开始前，同学们先进行了打台球、唱歌等

放松环节。随后，为每位同学拍摄了“红毯签名

照”，相信这样满含爱心的活动幕布在两年后毕业

时一定会感慨满满。

 图 1：活动开始前的休闲

 图 2：签名墙

 图 3：专属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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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中心动态

一、《职场中的延禧攻略——

职业生涯规划篇》讲座成功

举办
为帮助 MBA 同学提升职业认知，实现自身职

业生涯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组织

开展了新学期第一场职场讲座——《职场中的延

禧攻略 - 职业生涯规划篇》。本次讲座由现任甲

骨文 ( 中国 )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王欣女士讲授，近 50 名同学参加了讲座。

王欣女士以“MBA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作为

开场，同学们结合自身情况，就当下对 MBA 的认

知、个人发展对知识的需求、职业生涯中人脉的

重要性、家庭榜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与分

享。接下来，王欣女士通过“职业锚”理论的讲解，

使同学们对职业定位、职业驱动有了新的认知，

对照“人员驱动、技术驱动、管理驱动、自主驱动、

稳定驱动、创造驱动、服务驱动、挑战驱动、生活

驱动”八个类型，更加清晰的知道在面对职业抉

择时哪些方面更为重要。讲座最后，王欣女士对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有了更深层次的职业

认知，意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后续 MBA 教育

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还将陆续开办相关讲座

助力 MBA 同学们的职业发展。

同学们进行“职业价值观”测试，了解自身职业技

能欠缺，学生通过视觉型、听觉型等不同的方法

对自己的职业诉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便于其

在最短时间内补足职业技能的差距。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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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中心动态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

班圆满结业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班（以下简称科

技金融班）结业典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5 室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博士、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

合创始人宝山先生、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

女士出席了典礼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培训部张敏老师、润灵

文化创始人杨毅女士及科技金融班全体同学参加

了此次典礼。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

助理杨小科博士为典礼致辞。他先是对科技金融班

的圆满结业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对获得结业证书的

全体同学表示了诚挚的祝福。杨小科博士从科技金

融班最初的成立出发，进一步阐释了科技金融是什

么，它的意义之所在以及在新时代中的定位和前

景。同时，他对课程的设定，导师的授课内容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他寄语同学们要深度领略知识理论，

夯实理论基础，谦虚学习，不断进步，循序渐进，持

之以恒，成为更加优秀的从业者和领导者。

接下来，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女士

发表致辞。她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支持与肯定，也为这一年来默默付出的导

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表明这次的结业典礼

并不代表结束，顺应新时代，科技金融高级研修

班任重道远，未来还很长。最后杜院长郑重宣

布，龙环商学院为所有结业同学准备了两份大

礼：一份是，终身制校友卡，可以凭借此卡终身

免费学习科技金融班以后的所有课程；另一份

是，科技金融班接下来将设置更多专业课，为广

大同学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这两份大礼收到

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图 1：杨小科博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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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杨小科博士、杜晓楠女士和宝山先生

共同为结业同学颁发了结业证书，同时针对学

习中表现突出的部分同学也颁发了优秀学员、

优秀班委和勤奋学员荣誉证书。

最后，科技金融班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落

幕。典礼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

你我不散场，情谊更绵长。科技金融高级研

修班还会继续进行，班级精神也会不断延续。祝

福大家鹏程万里展鸿图，一帆风顺万事成！

  图 3：宝山先生致辞

作为导师代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合创

始人宝山先生，从教师的角度同时结合自己

企业家的身份对所有同学提出了两点建议，

他希望同学们能学以致用，将这一年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以发挥出自己

更大的价值。更希望同学们能持续学习，保持

学者风度，不断创新，在新时代中把握新机

遇，在新时代中开启新征程，追求卓越，敢为

人先。

 图 2：杜晓楠女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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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场延禧攻略——人才

资产价值的自我运维篇》讲座

成功举办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组织的第

二场职业发展培训《职场延禧攻略——人才资产

价值的自我运维篇》顺利开展，换行商学院 CEO、

长江商学院职业发展专家肖金菊女士为 MBA 同学

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分享了人才资产价

值运维的理念。

讲座从人才资产理解维度、人才资产价值评

估和人才资产保值增值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

先，在对人才的认识这一问题上，肖金菊女士提

出，人才也是一种资产，存在着经营的概念，具有

投资性质，在其理解维度上应有提高。其次，在人

才资产的估值方面，以课堂简化游戏展现职场收

益现金流作引导，结合企业不同角度对人才估值

的做法和专业市场薪资调研流程，让大家更好地

认识了薪酬的组成结构和影响因素。最后，通过人

才流动性高低进行价值探讨，借助“点状、网状、云

最后，同学们围绕各自感兴趣的部分积极提

问，新学期第二场职场讲座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帷幕。通过这次讲座，同学们提高了对人才

资产价值的认识，在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上深受启

发，对自身人才价值的增长与提高有了更深入的

思考。

状”流动模式的介绍，挖掘人才价值的本性，帮助

大家形成以价值思维模式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指

导，更好地实现自身人才价值保值与增值。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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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 年社科MBA提前面

试工作圆满结束

为遴选优质生源，在院领导及中心领导的大

力支持、广大考生热情参与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

中心 2019 年提前面试工作圆满结束。

2019 年社科 MBA 招生政策有所调整，招生名

额由 180 名微调为 160 名，其中全日制 60 名，非

全日制 100 名，考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修

读的具体方式。受招生政策调整的影响，2019 年

社科 MBA 提前面试集中在 2018 年 9 月和 10 月份

举行，经过初级资料筛选和严格面试选拔，优秀的

申请者获得了社科 MBA 的预录取资格。MBA 教育

中心严格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以及研究生复

试录取工作方案的规定执行，从资格审核到面试

考核，从流程安排到结果通知，从严把控，规范程

序，全方位保证提前面试工作顺利进行。

为提高考生对联考的重视程度，提升应试能

未申请社科 MBA 提前面试的考生，依然可以

选择正常批次进行报考。社科 MBA 项目依托两院

优势，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 MBA 教育提供有

力支撑，欢迎广大考生报考社科 MBA 项目！

力，社科 MBA 在面试环节特意增加了联考讲座、公

益备考等系列活动，申请者在参加提前面试的同

时又提升了备考技巧。

  

  图 1：个人综合素质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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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学生活动

一、“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记 2018 级 MBA-3

班班级活动

活动于下午六点正式开始，同学们依次就坐，

班长李文宁发表感言，每位同学的桌子上准备了

专属邀请函及编号，以供稍后的游戏环节使用。

活动开始后同学们相谈甚欢，逐渐热闹了起

来，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氛围轻松而愉悦。前期班

委统计了班级所有同学的生日信息，旨在为每位

同学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借此机会，我们为

10 月份过生日的六位同学举办了一个班级生日

会，戴生日帽、唱生日歌、许个生日愿望、吹蜡烛，

仪式感一个也不能少，祝福同学们心想事成，事事

顺意。接下来，到了生动有趣的游戏环节，抢凳子，

成语接龙，水杯接力，你画我猜，每位同学都参与

其中，其乐融融，一度把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

经过前期的辛苦备考，层层笔试面试的激烈

角逐，我们终于在这收获的季节，迎来了社科 MBA

研究生阶段的崭新生活。满怀求知的渴望和欣喜，

欢聚社科，共度为期两年的多彩时光。金秋十月 ,

秋高气爽，新学期伊始，旨在增进同学情谊，加强

班级凝聚力，在班委会精心组织及筹备下、在同学

们的支持和参与下，2018 级 MBA-3 班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圆满举办了以“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为主题的班会活动。

活动开始前，同学们先进行了打台球、唱歌等

放松环节。随后，为每位同学拍摄了“红毯签名

照”，相信这样满含爱心的活动幕布在两年后毕业

时一定会感慨满满。

 图 1：活动开始前的休闲

 图 2：签名墙

 图 3：专属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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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读同窗月，永结同窗心，本次班会还得到

了同学们的大力赞助，包括零食饮品，幕布展

板，玩偶音响等活动礼品，同时每位同学还有班

级定制的印有“社科 MBA2018 级 3 班”字样的

纪念礼品，小小的礼品满含真情，愿同学们多年

后看到它还会想起曾经的社科美好生活。最后

活动在一片笑声和依依不舍中结束。

“恰同学少年”，再次回归校园生活，我们无

比珍惜这两年学习深造的机会，我们定当“像海

绵一样汲取知识”，学以致用，学有所得。我们在

收获了知识的同时也会重视友谊的建筑，道一声

“同学，你好”，愿友谊地久天长！

“展美好明天”，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

这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们

定将不负时代不辱使命，秉承“笃学、慎思、明辨、

尚行”的校训，放飞梦想，挥洒激情，探索真理，铸

造才华！ 图 5：游戏环节

 图 6：活动结束合影留念

 图 4：生日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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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场中的延禧攻略——

职业生涯规划篇》讲座成功

举办
为帮助 MBA 同学提升职业认知，实现自身职

业生涯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组织

开展了新学期第一场职场讲座——《职场中的延

禧攻略 - 职业生涯规划篇》。本次讲座由现任甲

骨文 ( 中国 )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王欣女士讲授，近 50 名同学参加了讲座。

王欣女士以“MBA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作为

开场，同学们结合自身情况，就当下对 MBA 的认

知、个人发展对知识的需求、职业生涯中人脉的

重要性、家庭榜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与分

享。接下来，王欣女士通过“职业锚”理论的讲解，

使同学们对职业定位、职业驱动有了新的认知，

对照“人员驱动、技术驱动、管理驱动、自主驱动、

稳定驱动、创造驱动、服务驱动、挑战驱动、生活

驱动”八个类型，更加清晰的知道在面对职业抉

择时哪些方面更为重要。讲座最后，王欣女士对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有了更深层次的职业

认知，意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后续 MBA 教育

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还将陆续开办相关讲座

助力 MBA 同学们的职业发展。

同学们进行“职业价值观”测试，了解自身职业技

能欠缺，学生通过视觉型、听觉型等不同的方法

对自己的职业诉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便于其

在最短时间内补足职业技能的差距。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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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

班圆满结业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班（以下简称科

技金融班）结业典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5 室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博士、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

合创始人宝山先生、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

女士出席了典礼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培训部张敏老师、润灵

文化创始人杨毅女士及科技金融班全体同学参加

了此次典礼。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

助理杨小科博士为典礼致辞。他先是对科技金融班

的圆满结业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对获得结业证书的

全体同学表示了诚挚的祝福。杨小科博士从科技金

融班最初的成立出发，进一步阐释了科技金融是什

么，它的意义之所在以及在新时代中的定位和前

景。同时，他对课程的设定，导师的授课内容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他寄语同学们要深度领略知识理论，

夯实理论基础，谦虚学习，不断进步，循序渐进，持

之以恒，成为更加优秀的从业者和领导者。

接下来，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女士

发表致辞。她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支持与肯定，也为这一年来默默付出的导

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表明这次的结业典礼

并不代表结束，顺应新时代，科技金融高级研修

班任重道远，未来还很长。最后杜院长郑重宣

布，龙环商学院为所有结业同学准备了两份大

礼：一份是，终身制校友卡，可以凭借此卡终身

免费学习科技金融班以后的所有课程；另一份

是，科技金融班接下来将设置更多专业课，为广

大同学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这两份大礼收到

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图 1：杨小科博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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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杨小科博士、杜晓楠女士和宝山先生

共同为结业同学颁发了结业证书，同时针对学

习中表现突出的部分同学也颁发了优秀学员、

优秀班委和勤奋学员荣誉证书。

最后，科技金融班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落

幕。典礼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

你我不散场，情谊更绵长。科技金融高级研

修班还会继续进行，班级精神也会不断延续。祝

福大家鹏程万里展鸿图，一帆风顺万事成！

  图 3：宝山先生致辞

作为导师代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合创

始人宝山先生，从教师的角度同时结合自己

企业家的身份对所有同学提出了两点建议，

他希望同学们能学以致用，将这一年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以发挥出自己

更大的价值。更希望同学们能持续学习，保持

学者风度，不断创新，在新时代中把握新机

遇，在新时代中开启新征程，追求卓越，敢为

人先。

 图 2：杜晓楠女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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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场延禧攻略——人才

资产价值的自我运维篇》讲座

成功举办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组织的第

二场职业发展培训《职场延禧攻略——人才资产

价值的自我运维篇》顺利开展，换行商学院 CEO、

长江商学院职业发展专家肖金菊女士为 MBA 同学

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分享了人才资产价

值运维的理念。

讲座从人才资产理解维度、人才资产价值评

估和人才资产保值增值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

先，在对人才的认识这一问题上，肖金菊女士提

出，人才也是一种资产，存在着经营的概念，具有

投资性质，在其理解维度上应有提高。其次，在人

才资产的估值方面，以课堂简化游戏展现职场收

益现金流作引导，结合企业不同角度对人才估值

的做法和专业市场薪资调研流程，让大家更好地

认识了薪酬的组成结构和影响因素。最后，通过人

才流动性高低进行价值探讨，借助“点状、网状、云

最后，同学们围绕各自感兴趣的部分积极提

问，新学期第二场职场讲座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帷幕。通过这次讲座，同学们提高了对人才

资产价值的认识，在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上深受启

发，对自身人才价值的增长与提高有了更深入的

思考。

状”流动模式的介绍，挖掘人才价值的本性，帮助

大家形成以价值思维模式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指

导，更好地实现自身人才价值保值与增值。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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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 年社科MBA提前面

试工作圆满结束

为遴选优质生源，在院领导及中心领导的大

力支持、广大考生热情参与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

中心 2019 年提前面试工作圆满结束。

2019 年社科 MBA 招生政策有所调整，招生名

额由 180 名微调为 160 名，其中全日制 60 名，非

全日制 100 名，考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修

读的具体方式。受招生政策调整的影响，2019 年

社科 MBA 提前面试集中在 2018 年 9 月和 10 月份

举行，经过初级资料筛选和严格面试选拔，优秀的

申请者获得了社科 MBA 的预录取资格。MBA 教育

中心严格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以及研究生复

试录取工作方案的规定执行，从资格审核到面试

考核，从流程安排到结果通知，从严把控，规范程

序，全方位保证提前面试工作顺利进行。

为提高考生对联考的重视程度，提升应试能

未申请社科 MBA 提前面试的考生，依然可以

选择正常批次进行报考。社科 MBA 项目依托两院

优势，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 MBA 教育提供有

力支撑，欢迎广大考生报考社科 MBA 项目！

力，社科 MBA 在面试环节特意增加了联考讲座、公

益备考等系列活动，申请者在参加提前面试的同

时又提升了备考技巧。

  

  图 1：个人综合素质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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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记 2018 级 MBA-3

班班级活动

活动于下午六点正式开始，同学们依次就坐，

班长李文宁发表感言，每位同学的桌子上准备了

专属邀请函及编号，以供稍后的游戏环节使用。

活动开始后同学们相谈甚欢，逐渐热闹了起

来，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氛围轻松而愉悦。前期班

委统计了班级所有同学的生日信息，旨在为每位

同学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借此机会，我们为

10 月份过生日的六位同学举办了一个班级生日

会，戴生日帽、唱生日歌、许个生日愿望、吹蜡烛，

仪式感一个也不能少，祝福同学们心想事成，事事

顺意。接下来，到了生动有趣的游戏环节，抢凳子，

成语接龙，水杯接力，你画我猜，每位同学都参与

其中，其乐融融，一度把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

经过前期的辛苦备考，层层笔试面试的激烈

角逐，我们终于在这收获的季节，迎来了社科 MBA

研究生阶段的崭新生活。满怀求知的渴望和欣喜，

欢聚社科，共度为期两年的多彩时光。金秋十月 ,

秋高气爽，新学期伊始，旨在增进同学情谊，加强

班级凝聚力，在班委会精心组织及筹备下、在同学

们的支持和参与下，2018 级 MBA-3 班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圆满举办了以“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为主题的班会活动。

活动开始前，同学们先进行了打台球、唱歌等

放松环节。随后，为每位同学拍摄了“红毯签名

照”，相信这样满含爱心的活动幕布在两年后毕业

时一定会感慨满满。

 图 1：活动开始前的休闲

 图 2：签名墙

 图 3：专属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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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读同窗月，永结同窗心，本次班会还得到

了同学们的大力赞助，包括零食饮品，幕布展

板，玩偶音响等活动礼品，同时每位同学还有班

级定制的印有“社科 MBA2018 级 3 班”字样的

纪念礼品，小小的礼品满含真情，愿同学们多年

后看到它还会想起曾经的社科美好生活。最后

活动在一片笑声和依依不舍中结束。

“恰同学少年”，再次回归校园生活，我们无

比珍惜这两年学习深造的机会，我们定当“像海

绵一样汲取知识”，学以致用，学有所得。我们在

收获了知识的同时也会重视友谊的建筑，道一声

“同学，你好”，愿友谊地久天长！

“展美好明天”，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

这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们

定将不负时代不辱使命，秉承“笃学、慎思、明辨、

尚行”的校训，放飞梦想，挥洒激情，探索真理，铸

造才华！ 图 5：游戏环节

 图 6：活动结束合影留念

 图 4：生日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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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院第八届 MBA 分会纳

新见面会顺利召开——暨我

院 历 届 MBA 分 会 主 席 与

MBA分会新成员见面会

秉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笃学、慎

思、明辨、尚行”的校训精神，更好发扬社科 MBA

团结进取、拼搏创新的优良精神及传统，加强

2018 级新生与往届学生会的沟通与交流。201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

生院）第八届 MBA 分会纳新见面会暨历届 MBA

分会主席与 MBA 分会新成员见面会在中国民航

管理干部学院教学楼第三会议室顺利召开。本

次见面会得到了各届主席及 2018 级同学的支

持和响应。参加本次见面会的有第二届 MBA 分

会主席王庆华、第三届 MBA 分会主席田宇然、第

五届 MBA 分会主席刘峰、第七届 MBA 分会主席

贾超、第八届 MBA 分会主席杨兵、第八届 MBA 分

会各部门副主席，以及 2017 级、2018 级部分同

学代表。本次会议由第八届 MBA 分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冷頔主持，第八届 MBA 分会主席团就各

部门职能做了介绍，现任 MBA 分会主席杨兵及

历届主席进行了精彩的分享及互动。

见面会上，第八届 MBA 分会各部门副主席表

达了对 MBA 分会新成员的欢迎，同时就各部门的

职能进行了说明，并总结了部门过去一年来活动

的开展情况，提出接下来的工作设想及期许。最

后也号召 2018 级新生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提高

在校感，为社科 MBA 发展献计献策。

图 1：会议现场

图 2：出席见面会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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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场中的延禧攻略——

职业生涯规划篇》讲座成功

举办
为帮助 MBA 同学提升职业认知，实现自身职

业生涯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组织

开展了新学期第一场职场讲座——《职场中的延

禧攻略 - 职业生涯规划篇》。本次讲座由现任甲

骨文 ( 中国 )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王欣女士讲授，近 50 名同学参加了讲座。

王欣女士以“MBA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作为

开场，同学们结合自身情况，就当下对 MBA 的认

知、个人发展对知识的需求、职业生涯中人脉的

重要性、家庭榜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与分

享。接下来，王欣女士通过“职业锚”理论的讲解，

使同学们对职业定位、职业驱动有了新的认知，

对照“人员驱动、技术驱动、管理驱动、自主驱动、

稳定驱动、创造驱动、服务驱动、挑战驱动、生活

驱动”八个类型，更加清晰的知道在面对职业抉

择时哪些方面更为重要。讲座最后，王欣女士对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有了更深层次的职业

认知，意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后续 MBA 教育

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还将陆续开办相关讲座

助力 MBA 同学们的职业发展。

同学们进行“职业价值观”测试，了解自身职业技

能欠缺，学生通过视觉型、听觉型等不同的方法

对自己的职业诉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便于其

在最短时间内补足职业技能的差距。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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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

班圆满结业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班（以下简称科

技金融班）结业典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5 室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博士、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

合创始人宝山先生、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

女士出席了典礼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培训部张敏老师、润灵

文化创始人杨毅女士及科技金融班全体同学参加

了此次典礼。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

助理杨小科博士为典礼致辞。他先是对科技金融班

的圆满结业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对获得结业证书的

全体同学表示了诚挚的祝福。杨小科博士从科技金

融班最初的成立出发，进一步阐释了科技金融是什

么，它的意义之所在以及在新时代中的定位和前

景。同时，他对课程的设定，导师的授课内容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他寄语同学们要深度领略知识理论，

夯实理论基础，谦虚学习，不断进步，循序渐进，持

之以恒，成为更加优秀的从业者和领导者。

接下来，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女士

发表致辞。她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支持与肯定，也为这一年来默默付出的导

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表明这次的结业典礼

并不代表结束，顺应新时代，科技金融高级研修

班任重道远，未来还很长。最后杜院长郑重宣

布，龙环商学院为所有结业同学准备了两份大

礼：一份是，终身制校友卡，可以凭借此卡终身

免费学习科技金融班以后的所有课程；另一份

是，科技金融班接下来将设置更多专业课，为广

大同学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这两份大礼收到

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图 1：杨小科博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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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杨小科博士、杜晓楠女士和宝山先生

共同为结业同学颁发了结业证书，同时针对学

习中表现突出的部分同学也颁发了优秀学员、

优秀班委和勤奋学员荣誉证书。

最后，科技金融班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落

幕。典礼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

你我不散场，情谊更绵长。科技金融高级研

修班还会继续进行，班级精神也会不断延续。祝

福大家鹏程万里展鸿图，一帆风顺万事成！

  图 3：宝山先生致辞

作为导师代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合创

始人宝山先生，从教师的角度同时结合自己

企业家的身份对所有同学提出了两点建议，

他希望同学们能学以致用，将这一年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以发挥出自己

更大的价值。更希望同学们能持续学习，保持

学者风度，不断创新，在新时代中把握新机

遇，在新时代中开启新征程，追求卓越，敢为

人先。

 图 2：杜晓楠女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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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场延禧攻略——人才

资产价值的自我运维篇》讲座

成功举办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组织的第

二场职业发展培训《职场延禧攻略——人才资产

价值的自我运维篇》顺利开展，换行商学院 CEO、

长江商学院职业发展专家肖金菊女士为 MBA 同学

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分享了人才资产价

值运维的理念。

讲座从人才资产理解维度、人才资产价值评

估和人才资产保值增值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

先，在对人才的认识这一问题上，肖金菊女士提

出，人才也是一种资产，存在着经营的概念，具有

投资性质，在其理解维度上应有提高。其次，在人

才资产的估值方面，以课堂简化游戏展现职场收

益现金流作引导，结合企业不同角度对人才估值

的做法和专业市场薪资调研流程，让大家更好地

认识了薪酬的组成结构和影响因素。最后，通过人

才流动性高低进行价值探讨，借助“点状、网状、云

最后，同学们围绕各自感兴趣的部分积极提

问，新学期第二场职场讲座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帷幕。通过这次讲座，同学们提高了对人才

资产价值的认识，在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上深受启

发，对自身人才价值的增长与提高有了更深入的

思考。

状”流动模式的介绍，挖掘人才价值的本性，帮助

大家形成以价值思维模式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指

导，更好地实现自身人才价值保值与增值。

  

  图 1：集体合影

07

十月份中心动态

四、2019 年社科MBA提前面

试工作圆满结束

为遴选优质生源，在院领导及中心领导的大

力支持、广大考生热情参与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

中心 2019 年提前面试工作圆满结束。

2019 年社科 MBA 招生政策有所调整，招生名

额由 180 名微调为 160 名，其中全日制 60 名，非

全日制 100 名，考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修

读的具体方式。受招生政策调整的影响，2019 年

社科 MBA 提前面试集中在 2018 年 9 月和 10 月份

举行，经过初级资料筛选和严格面试选拔，优秀的

申请者获得了社科 MBA 的预录取资格。MBA 教育

中心严格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以及研究生复

试录取工作方案的规定执行，从资格审核到面试

考核，从流程安排到结果通知，从严把控，规范程

序，全方位保证提前面试工作顺利进行。

为提高考生对联考的重视程度，提升应试能

未申请社科 MBA 提前面试的考生，依然可以

选择正常批次进行报考。社科 MBA 项目依托两院

优势，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 MBA 教育提供有

力支撑，欢迎广大考生报考社科 MBA 项目！

力，社科 MBA 在面试环节特意增加了联考讲座、公

益备考等系列活动，申请者在参加提前面试的同

时又提升了备考技巧。

  

  图 1：个人综合素质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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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记 2018 级 MBA-3

班班级活动

活动于下午六点正式开始，同学们依次就坐，

班长李文宁发表感言，每位同学的桌子上准备了

专属邀请函及编号，以供稍后的游戏环节使用。

活动开始后同学们相谈甚欢，逐渐热闹了起

来，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氛围轻松而愉悦。前期班

委统计了班级所有同学的生日信息，旨在为每位

同学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借此机会，我们为

10 月份过生日的六位同学举办了一个班级生日

会，戴生日帽、唱生日歌、许个生日愿望、吹蜡烛，

仪式感一个也不能少，祝福同学们心想事成，事事

顺意。接下来，到了生动有趣的游戏环节，抢凳子，

成语接龙，水杯接力，你画我猜，每位同学都参与

其中，其乐融融，一度把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

经过前期的辛苦备考，层层笔试面试的激烈

角逐，我们终于在这收获的季节，迎来了社科 MBA

研究生阶段的崭新生活。满怀求知的渴望和欣喜，

欢聚社科，共度为期两年的多彩时光。金秋十月 ,

秋高气爽，新学期伊始，旨在增进同学情谊，加强

班级凝聚力，在班委会精心组织及筹备下、在同学

们的支持和参与下，2018 级 MBA-3 班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圆满举办了以“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为主题的班会活动。

活动开始前，同学们先进行了打台球、唱歌等

放松环节。随后，为每位同学拍摄了“红毯签名

照”，相信这样满含爱心的活动幕布在两年后毕业

时一定会感慨满满。

 图 1：活动开始前的休闲

 图 2：签名墙

 图 3：专属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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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读同窗月，永结同窗心，本次班会还得到

了同学们的大力赞助，包括零食饮品，幕布展

板，玩偶音响等活动礼品，同时每位同学还有班

级定制的印有“社科 MBA2018 级 3 班”字样的

纪念礼品，小小的礼品满含真情，愿同学们多年

后看到它还会想起曾经的社科美好生活。最后

活动在一片笑声和依依不舍中结束。

“恰同学少年”，再次回归校园生活，我们无

比珍惜这两年学习深造的机会，我们定当“像海

绵一样汲取知识”，学以致用，学有所得。我们在

收获了知识的同时也会重视友谊的建筑，道一声

“同学，你好”，愿友谊地久天长！

“展美好明天”，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

这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们

定将不负时代不辱使命，秉承“笃学、慎思、明辨、

尚行”的校训，放飞梦想，挥洒激情，探索真理，铸

造才华！ 图 5：游戏环节

 图 6：活动结束合影留念

 图 4：生日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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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院第八届 MBA 分会纳

新见面会顺利召开——暨我

院 历 届 MBA 分 会 主 席 与

MBA分会新成员见面会

秉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笃学、慎

思、明辨、尚行”的校训精神，更好发扬社科 MBA

团结进取、拼搏创新的优良精神及传统，加强

2018 级新生与往届学生会的沟通与交流。201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

生院）第八届 MBA 分会纳新见面会暨历届 MBA

分会主席与 MBA 分会新成员见面会在中国民航

管理干部学院教学楼第三会议室顺利召开。本

次见面会得到了各届主席及 2018 级同学的支

持和响应。参加本次见面会的有第二届 MBA 分

会主席王庆华、第三届 MBA 分会主席田宇然、第

五届 MBA 分会主席刘峰、第七届 MBA 分会主席

贾超、第八届 MBA 分会主席杨兵、第八届 MBA 分

会各部门副主席，以及 2017 级、2018 级部分同

学代表。本次会议由第八届 MBA 分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冷頔主持，第八届 MBA 分会主席团就各

部门职能做了介绍，现任 MBA 分会主席杨兵及

历届主席进行了精彩的分享及互动。

见面会上，第八届 MBA 分会各部门副主席表

达了对 MBA 分会新成员的欢迎，同时就各部门的

职能进行了说明，并总结了部门过去一年来活动

的开展情况，提出接下来的工作设想及期许。最

后也号召 2018 级新生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提高

在校感，为社科 MBA 发展献计献策。

图 1：会议现场

图 2：出席见面会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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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各届主席依次分享了在校期间的学

习、生活以及组织参加校内外活动等经验，并以自

身经验对学弟学妹们在校的学习、生活及工作提

出建议。提到的建议中无一不涉及到应珍惜学校

的机会及资源，培养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眼界，积极

参加活动扩展人脉等。

会议接近尾声，大家合影留念，社科 MBA 分

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通过历届主席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宝贵的从

业经验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在场同学触动很深，

并积极就自身工作、创业瓶颈、时间分配等问题

进行请教交流。

图 4：合影留念

图 3：MBA 分会新成员与 MBA 分会各届主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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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场中的延禧攻略——

职业生涯规划篇》讲座成功

举办
为帮助 MBA 同学提升职业认知，实现自身职

业生涯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组织

开展了新学期第一场职场讲座——《职场中的延

禧攻略 - 职业生涯规划篇》。本次讲座由现任甲

骨文 ( 中国 )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王欣女士讲授，近 50 名同学参加了讲座。

王欣女士以“MBA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作为

开场，同学们结合自身情况，就当下对 MBA 的认

知、个人发展对知识的需求、职业生涯中人脉的

重要性、家庭榜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与分

享。接下来，王欣女士通过“职业锚”理论的讲解，

使同学们对职业定位、职业驱动有了新的认知，

对照“人员驱动、技术驱动、管理驱动、自主驱动、

稳定驱动、创造驱动、服务驱动、挑战驱动、生活

驱动”八个类型，更加清晰的知道在面对职业抉

择时哪些方面更为重要。讲座最后，王欣女士对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有了更深层次的职业

认知，意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后续 MBA 教育

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还将陆续开办相关讲座

助力 MBA 同学们的职业发展。

同学们进行“职业价值观”测试，了解自身职业技

能欠缺，学生通过视觉型、听觉型等不同的方法

对自己的职业诉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便于其

在最短时间内补足职业技能的差距。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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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

班圆满结业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班（以下简称科

技金融班）结业典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5 室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博士、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

合创始人宝山先生、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

女士出席了典礼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培训部张敏老师、润灵

文化创始人杨毅女士及科技金融班全体同学参加

了此次典礼。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

助理杨小科博士为典礼致辞。他先是对科技金融班

的圆满结业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对获得结业证书的

全体同学表示了诚挚的祝福。杨小科博士从科技金

融班最初的成立出发，进一步阐释了科技金融是什

么，它的意义之所在以及在新时代中的定位和前

景。同时，他对课程的设定，导师的授课内容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他寄语同学们要深度领略知识理论，

夯实理论基础，谦虚学习，不断进步，循序渐进，持

之以恒，成为更加优秀的从业者和领导者。

接下来，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女士

发表致辞。她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支持与肯定，也为这一年来默默付出的导

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表明这次的结业典礼

并不代表结束，顺应新时代，科技金融高级研修

班任重道远，未来还很长。最后杜院长郑重宣

布，龙环商学院为所有结业同学准备了两份大

礼：一份是，终身制校友卡，可以凭借此卡终身

免费学习科技金融班以后的所有课程；另一份

是，科技金融班接下来将设置更多专业课，为广

大同学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这两份大礼收到

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图 1：杨小科博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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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杨小科博士、杜晓楠女士和宝山先生

共同为结业同学颁发了结业证书，同时针对学

习中表现突出的部分同学也颁发了优秀学员、

优秀班委和勤奋学员荣誉证书。

最后，科技金融班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落

幕。典礼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

你我不散场，情谊更绵长。科技金融高级研

修班还会继续进行，班级精神也会不断延续。祝

福大家鹏程万里展鸿图，一帆风顺万事成！

  图 3：宝山先生致辞

作为导师代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合创

始人宝山先生，从教师的角度同时结合自己

企业家的身份对所有同学提出了两点建议，

他希望同学们能学以致用，将这一年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以发挥出自己

更大的价值。更希望同学们能持续学习，保持

学者风度，不断创新，在新时代中把握新机

遇，在新时代中开启新征程，追求卓越，敢为

人先。

 图 2：杜晓楠女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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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场延禧攻略——人才

资产价值的自我运维篇》讲座

成功举办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组织的第

二场职业发展培训《职场延禧攻略——人才资产

价值的自我运维篇》顺利开展，换行商学院 CEO、

长江商学院职业发展专家肖金菊女士为 MBA 同学

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分享了人才资产价

值运维的理念。

讲座从人才资产理解维度、人才资产价值评

估和人才资产保值增值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

先，在对人才的认识这一问题上，肖金菊女士提

出，人才也是一种资产，存在着经营的概念，具有

投资性质，在其理解维度上应有提高。其次，在人

才资产的估值方面，以课堂简化游戏展现职场收

益现金流作引导，结合企业不同角度对人才估值

的做法和专业市场薪资调研流程，让大家更好地

认识了薪酬的组成结构和影响因素。最后，通过人

才流动性高低进行价值探讨，借助“点状、网状、云

最后，同学们围绕各自感兴趣的部分积极提

问，新学期第二场职场讲座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帷幕。通过这次讲座，同学们提高了对人才

资产价值的认识，在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上深受启

发，对自身人才价值的增长与提高有了更深入的

思考。

状”流动模式的介绍，挖掘人才价值的本性，帮助

大家形成以价值思维模式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指

导，更好地实现自身人才价值保值与增值。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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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 年社科MBA提前面

试工作圆满结束

为遴选优质生源，在院领导及中心领导的大

力支持、广大考生热情参与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

中心 2019 年提前面试工作圆满结束。

2019 年社科 MBA 招生政策有所调整，招生名

额由 180 名微调为 160 名，其中全日制 60 名，非

全日制 100 名，考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修

读的具体方式。受招生政策调整的影响，2019 年

社科 MBA 提前面试集中在 2018 年 9 月和 10 月份

举行，经过初级资料筛选和严格面试选拔，优秀的

申请者获得了社科 MBA 的预录取资格。MBA 教育

中心严格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以及研究生复

试录取工作方案的规定执行，从资格审核到面试

考核，从流程安排到结果通知，从严把控，规范程

序，全方位保证提前面试工作顺利进行。

为提高考生对联考的重视程度，提升应试能

未申请社科 MBA 提前面试的考生，依然可以

选择正常批次进行报考。社科 MBA 项目依托两院

优势，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 MBA 教育提供有

力支撑，欢迎广大考生报考社科 MBA 项目！

力，社科 MBA 在面试环节特意增加了联考讲座、公

益备考等系列活动，申请者在参加提前面试的同

时又提升了备考技巧。

  

  图 1：个人综合素质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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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学生活动

一、“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记 2018 级 MBA-3

班班级活动

活动于下午六点正式开始，同学们依次就坐，

班长李文宁发表感言，每位同学的桌子上准备了

专属邀请函及编号，以供稍后的游戏环节使用。

活动开始后同学们相谈甚欢，逐渐热闹了起

来，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氛围轻松而愉悦。前期班

委统计了班级所有同学的生日信息，旨在为每位

同学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借此机会，我们为

10 月份过生日的六位同学举办了一个班级生日

会，戴生日帽、唱生日歌、许个生日愿望、吹蜡烛，

仪式感一个也不能少，祝福同学们心想事成，事事

顺意。接下来，到了生动有趣的游戏环节，抢凳子，

成语接龙，水杯接力，你画我猜，每位同学都参与

其中，其乐融融，一度把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

经过前期的辛苦备考，层层笔试面试的激烈

角逐，我们终于在这收获的季节，迎来了社科 MBA

研究生阶段的崭新生活。满怀求知的渴望和欣喜，

欢聚社科，共度为期两年的多彩时光。金秋十月 ,

秋高气爽，新学期伊始，旨在增进同学情谊，加强

班级凝聚力，在班委会精心组织及筹备下、在同学

们的支持和参与下，2018 级 MBA-3 班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圆满举办了以“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为主题的班会活动。

活动开始前，同学们先进行了打台球、唱歌等

放松环节。随后，为每位同学拍摄了“红毯签名

照”，相信这样满含爱心的活动幕布在两年后毕业

时一定会感慨满满。

 图 1：活动开始前的休闲

 图 2：签名墙

 图 3：专属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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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读同窗月，永结同窗心，本次班会还得到

了同学们的大力赞助，包括零食饮品，幕布展

板，玩偶音响等活动礼品，同时每位同学还有班

级定制的印有“社科 MBA2018 级 3 班”字样的

纪念礼品，小小的礼品满含真情，愿同学们多年

后看到它还会想起曾经的社科美好生活。最后

活动在一片笑声和依依不舍中结束。

“恰同学少年”，再次回归校园生活，我们无

比珍惜这两年学习深造的机会，我们定当“像海

绵一样汲取知识”，学以致用，学有所得。我们在

收获了知识的同时也会重视友谊的建筑，道一声

“同学，你好”，愿友谊地久天长！

“展美好明天”，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

这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们

定将不负时代不辱使命，秉承“笃学、慎思、明辨、

尚行”的校训，放飞梦想，挥洒激情，探索真理，铸

造才华！ 图 5：游戏环节

 图 6：活动结束合影留念

 图 4：生日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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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院第八届 MBA 分会纳

新见面会顺利召开——暨我

院 历 届 MBA 分 会 主 席 与

MBA分会新成员见面会

秉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笃学、慎

思、明辨、尚行”的校训精神，更好发扬社科 MBA

团结进取、拼搏创新的优良精神及传统，加强

2018 级新生与往届学生会的沟通与交流。201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

生院）第八届 MBA 分会纳新见面会暨历届 MBA

分会主席与 MBA 分会新成员见面会在中国民航

管理干部学院教学楼第三会议室顺利召开。本

次见面会得到了各届主席及 2018 级同学的支

持和响应。参加本次见面会的有第二届 MBA 分

会主席王庆华、第三届 MBA 分会主席田宇然、第

五届 MBA 分会主席刘峰、第七届 MBA 分会主席

贾超、第八届 MBA 分会主席杨兵、第八届 MBA 分

会各部门副主席，以及 2017 级、2018 级部分同

学代表。本次会议由第八届 MBA 分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冷頔主持，第八届 MBA 分会主席团就各

部门职能做了介绍，现任 MBA 分会主席杨兵及

历届主席进行了精彩的分享及互动。

见面会上，第八届 MBA 分会各部门副主席表

达了对 MBA 分会新成员的欢迎，同时就各部门的

职能进行了说明，并总结了部门过去一年来活动

的开展情况，提出接下来的工作设想及期许。最

后也号召 2018 级新生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提高

在校感，为社科 MBA 发展献计献策。

图 1：会议现场

图 2：出席见面会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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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各届主席依次分享了在校期间的学

习、生活以及组织参加校内外活动等经验，并以自

身经验对学弟学妹们在校的学习、生活及工作提

出建议。提到的建议中无一不涉及到应珍惜学校

的机会及资源，培养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眼界，积极

参加活动扩展人脉等。

会议接近尾声，大家合影留念，社科 MBA 分

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通过历届主席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宝贵的从

业经验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在场同学触动很深，

并积极就自身工作、创业瓶颈、时间分配等问题

进行请教交流。

图 4：合影留念

图 3：MBA 分会新成员与 MBA 分会各届主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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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 院 MBA 足 球 队 在

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

足球赛中取得首胜
2018年10月21日晚上7点，2018M超联盟“精

英杯”新生足球赛 B 组第二轮的比赛在奥体中心

打响，我院 MBA 足球队以 4 比 1 战胜中国传媒大

学 MBA 足球队，取得小组首胜。

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足球赛是由 M

超联盟继北京高校商学院 M 超足球联赛后，为

2018 级新入学的 MBA、EMBA、MPA、MEM、MPAcc 等

专业硕士提供的足球交流平台。2018M 超联盟

“精英杯”新生足球赛（以下简称 M 超“精英杯”），

由北京高校 M 超联盟足球联赛组委会和清华大

学 MBA 足球俱乐部共同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MBA、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BA 和

北京师范大学 MBA 足球队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得

到了商客行、辛迪加体育、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

极客亮及悦来颐和的大力支持。赛事吸引了包括

国科大、清华、北大、社科大、北师大、外经贸、北

邮、北航、人大、农大、中传北京地区十一所高校

的十二支队伍参赛。

伴随着社科 MBA 啦啦队的热情欢呼声，我院

MBA 足球队队员依次入场，裁判一声哨响后，比赛

正式开始，双方进入了紧张的对战状态。对方队

员也欲欲跃试，几个攻防回合后，在 15 分钟左右

我队防守反击率先攻入一球，比分 1:0 ！顿时场

上士气高涨，队员配合协调有序。在社科啦啦队

的加油鼓劲下，比赛进行到 25 分钟时，积极的前

场反抢拿到了第二个进球！随后，中传 MBA 也随

即进了一球。上半场结束，我方 2:1 领先对手。

图 3：比赛瞬间

图 2：开场两队合影

图 1：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足球赛参赛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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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场中的延禧攻略——

职业生涯规划篇》讲座成功

举办
为帮助 MBA 同学提升职业认知，实现自身职

业生涯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组织

开展了新学期第一场职场讲座——《职场中的延

禧攻略 - 职业生涯规划篇》。本次讲座由现任甲

骨文 ( 中国 )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王欣女士讲授，近 50 名同学参加了讲座。

王欣女士以“MBA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作为

开场，同学们结合自身情况，就当下对 MBA 的认

知、个人发展对知识的需求、职业生涯中人脉的

重要性、家庭榜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与分

享。接下来，王欣女士通过“职业锚”理论的讲解，

使同学们对职业定位、职业驱动有了新的认知，

对照“人员驱动、技术驱动、管理驱动、自主驱动、

稳定驱动、创造驱动、服务驱动、挑战驱动、生活

驱动”八个类型，更加清晰的知道在面对职业抉

择时哪些方面更为重要。讲座最后，王欣女士对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有了更深层次的职业

认知，意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后续 MBA 教育

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还将陆续开办相关讲座

助力 MBA 同学们的职业发展。

同学们进行“职业价值观”测试，了解自身职业技

能欠缺，学生通过视觉型、听觉型等不同的方法

对自己的职业诉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便于其

在最短时间内补足职业技能的差距。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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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

班圆满结业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班（以下简称科

技金融班）结业典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5 室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博士、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

合创始人宝山先生、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

女士出席了典礼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培训部张敏老师、润灵

文化创始人杨毅女士及科技金融班全体同学参加

了此次典礼。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

助理杨小科博士为典礼致辞。他先是对科技金融班

的圆满结业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对获得结业证书的

全体同学表示了诚挚的祝福。杨小科博士从科技金

融班最初的成立出发，进一步阐释了科技金融是什

么，它的意义之所在以及在新时代中的定位和前

景。同时，他对课程的设定，导师的授课内容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他寄语同学们要深度领略知识理论，

夯实理论基础，谦虚学习，不断进步，循序渐进，持

之以恒，成为更加优秀的从业者和领导者。

接下来，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女士

发表致辞。她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支持与肯定，也为这一年来默默付出的导

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表明这次的结业典礼

并不代表结束，顺应新时代，科技金融高级研修

班任重道远，未来还很长。最后杜院长郑重宣

布，龙环商学院为所有结业同学准备了两份大

礼：一份是，终身制校友卡，可以凭借此卡终身

免费学习科技金融班以后的所有课程；另一份

是，科技金融班接下来将设置更多专业课，为广

大同学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这两份大礼收到

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图 1：杨小科博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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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杨小科博士、杜晓楠女士和宝山先生

共同为结业同学颁发了结业证书，同时针对学

习中表现突出的部分同学也颁发了优秀学员、

优秀班委和勤奋学员荣誉证书。

最后，科技金融班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落

幕。典礼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

你我不散场，情谊更绵长。科技金融高级研

修班还会继续进行，班级精神也会不断延续。祝

福大家鹏程万里展鸿图，一帆风顺万事成！

  图 3：宝山先生致辞

作为导师代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合创

始人宝山先生，从教师的角度同时结合自己

企业家的身份对所有同学提出了两点建议，

他希望同学们能学以致用，将这一年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以发挥出自己

更大的价值。更希望同学们能持续学习，保持

学者风度，不断创新，在新时代中把握新机

遇，在新时代中开启新征程，追求卓越，敢为

人先。

 图 2：杜晓楠女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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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场延禧攻略——人才

资产价值的自我运维篇》讲座

成功举办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组织的第

二场职业发展培训《职场延禧攻略——人才资产

价值的自我运维篇》顺利开展，换行商学院 CEO、

长江商学院职业发展专家肖金菊女士为 MBA 同学

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分享了人才资产价

值运维的理念。

讲座从人才资产理解维度、人才资产价值评

估和人才资产保值增值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

先，在对人才的认识这一问题上，肖金菊女士提

出，人才也是一种资产，存在着经营的概念，具有

投资性质，在其理解维度上应有提高。其次，在人

才资产的估值方面，以课堂简化游戏展现职场收

益现金流作引导，结合企业不同角度对人才估值

的做法和专业市场薪资调研流程，让大家更好地

认识了薪酬的组成结构和影响因素。最后，通过人

才流动性高低进行价值探讨，借助“点状、网状、云

最后，同学们围绕各自感兴趣的部分积极提

问，新学期第二场职场讲座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帷幕。通过这次讲座，同学们提高了对人才

资产价值的认识，在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上深受启

发，对自身人才价值的增长与提高有了更深入的

思考。

状”流动模式的介绍，挖掘人才价值的本性，帮助

大家形成以价值思维模式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指

导，更好地实现自身人才价值保值与增值。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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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 年社科MBA提前面

试工作圆满结束

为遴选优质生源，在院领导及中心领导的大

力支持、广大考生热情参与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

中心 2019 年提前面试工作圆满结束。

2019 年社科 MBA 招生政策有所调整，招生名

额由 180 名微调为 160 名，其中全日制 60 名，非

全日制 100 名，考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修

读的具体方式。受招生政策调整的影响，2019 年

社科 MBA 提前面试集中在 2018 年 9 月和 10 月份

举行，经过初级资料筛选和严格面试选拔，优秀的

申请者获得了社科 MBA 的预录取资格。MBA 教育

中心严格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以及研究生复

试录取工作方案的规定执行，从资格审核到面试

考核，从流程安排到结果通知，从严把控，规范程

序，全方位保证提前面试工作顺利进行。

为提高考生对联考的重视程度，提升应试能

未申请社科 MBA 提前面试的考生，依然可以

选择正常批次进行报考。社科 MBA 项目依托两院

优势，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 MBA 教育提供有

力支撑，欢迎广大考生报考社科 MBA 项目！

力，社科 MBA 在面试环节特意增加了联考讲座、公

益备考等系列活动，申请者在参加提前面试的同

时又提升了备考技巧。

  

  图 1：个人综合素质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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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记 2018 级 MBA-3

班班级活动

活动于下午六点正式开始，同学们依次就坐，

班长李文宁发表感言，每位同学的桌子上准备了

专属邀请函及编号，以供稍后的游戏环节使用。

活动开始后同学们相谈甚欢，逐渐热闹了起

来，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氛围轻松而愉悦。前期班

委统计了班级所有同学的生日信息，旨在为每位

同学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借此机会，我们为

10 月份过生日的六位同学举办了一个班级生日

会，戴生日帽、唱生日歌、许个生日愿望、吹蜡烛，

仪式感一个也不能少，祝福同学们心想事成，事事

顺意。接下来，到了生动有趣的游戏环节，抢凳子，

成语接龙，水杯接力，你画我猜，每位同学都参与

其中，其乐融融，一度把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

经过前期的辛苦备考，层层笔试面试的激烈

角逐，我们终于在这收获的季节，迎来了社科 MBA

研究生阶段的崭新生活。满怀求知的渴望和欣喜，

欢聚社科，共度为期两年的多彩时光。金秋十月 ,

秋高气爽，新学期伊始，旨在增进同学情谊，加强

班级凝聚力，在班委会精心组织及筹备下、在同学

们的支持和参与下，2018 级 MBA-3 班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圆满举办了以“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为主题的班会活动。

活动开始前，同学们先进行了打台球、唱歌等

放松环节。随后，为每位同学拍摄了“红毯签名

照”，相信这样满含爱心的活动幕布在两年后毕业

时一定会感慨满满。

 图 1：活动开始前的休闲

 图 2：签名墙

 图 3：专属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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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读同窗月，永结同窗心，本次班会还得到

了同学们的大力赞助，包括零食饮品，幕布展

板，玩偶音响等活动礼品，同时每位同学还有班

级定制的印有“社科 MBA2018 级 3 班”字样的

纪念礼品，小小的礼品满含真情，愿同学们多年

后看到它还会想起曾经的社科美好生活。最后

活动在一片笑声和依依不舍中结束。

“恰同学少年”，再次回归校园生活，我们无

比珍惜这两年学习深造的机会，我们定当“像海

绵一样汲取知识”，学以致用，学有所得。我们在

收获了知识的同时也会重视友谊的建筑，道一声

“同学，你好”，愿友谊地久天长！

“展美好明天”，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

这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们

定将不负时代不辱使命，秉承“笃学、慎思、明辨、

尚行”的校训，放飞梦想，挥洒激情，探索真理，铸

造才华！ 图 5：游戏环节

 图 6：活动结束合影留念

 图 4：生日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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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院第八届 MBA 分会纳

新见面会顺利召开——暨我

院 历 届 MBA 分 会 主 席 与

MBA分会新成员见面会

秉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笃学、慎

思、明辨、尚行”的校训精神，更好发扬社科 MBA

团结进取、拼搏创新的优良精神及传统，加强

2018 级新生与往届学生会的沟通与交流。201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

生院）第八届 MBA 分会纳新见面会暨历届 MBA

分会主席与 MBA 分会新成员见面会在中国民航

管理干部学院教学楼第三会议室顺利召开。本

次见面会得到了各届主席及 2018 级同学的支

持和响应。参加本次见面会的有第二届 MBA 分

会主席王庆华、第三届 MBA 分会主席田宇然、第

五届 MBA 分会主席刘峰、第七届 MBA 分会主席

贾超、第八届 MBA 分会主席杨兵、第八届 MBA 分

会各部门副主席，以及 2017 级、2018 级部分同

学代表。本次会议由第八届 MBA 分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冷頔主持，第八届 MBA 分会主席团就各

部门职能做了介绍，现任 MBA 分会主席杨兵及

历届主席进行了精彩的分享及互动。

见面会上，第八届 MBA 分会各部门副主席表

达了对 MBA 分会新成员的欢迎，同时就各部门的

职能进行了说明，并总结了部门过去一年来活动

的开展情况，提出接下来的工作设想及期许。最

后也号召 2018 级新生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提高

在校感，为社科 MBA 发展献计献策。

图 1：会议现场

图 2：出席见面会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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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各届主席依次分享了在校期间的学

习、生活以及组织参加校内外活动等经验，并以自

身经验对学弟学妹们在校的学习、生活及工作提

出建议。提到的建议中无一不涉及到应珍惜学校

的机会及资源，培养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眼界，积极

参加活动扩展人脉等。

会议接近尾声，大家合影留念，社科 MBA 分

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通过历届主席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宝贵的从

业经验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在场同学触动很深，

并积极就自身工作、创业瓶颈、时间分配等问题

进行请教交流。

图 4：合影留念

图 3：MBA 分会新成员与 MBA 分会各届主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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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 院 MBA 足 球 队 在

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

足球赛中取得首胜
2018年10月21日晚上7点，2018M超联盟“精

英杯”新生足球赛 B 组第二轮的比赛在奥体中心

打响，我院 MBA 足球队以 4 比 1 战胜中国传媒大

学 MBA 足球队，取得小组首胜。

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足球赛是由 M

超联盟继北京高校商学院 M 超足球联赛后，为

2018 级新入学的 MBA、EMBA、MPA、MEM、MPAcc 等

专业硕士提供的足球交流平台。2018M 超联盟

“精英杯”新生足球赛（以下简称 M 超“精英杯”），

由北京高校 M 超联盟足球联赛组委会和清华大

学 MBA 足球俱乐部共同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MBA、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BA 和

北京师范大学 MBA 足球队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得

到了商客行、辛迪加体育、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

极客亮及悦来颐和的大力支持。赛事吸引了包括

国科大、清华、北大、社科大、北师大、外经贸、北

邮、北航、人大、农大、中传北京地区十一所高校

的十二支队伍参赛。

伴随着社科 MBA 啦啦队的热情欢呼声，我院

MBA 足球队队员依次入场，裁判一声哨响后，比赛

正式开始，双方进入了紧张的对战状态。对方队

员也欲欲跃试，几个攻防回合后，在 15 分钟左右

我队防守反击率先攻入一球，比分 1:0 ！顿时场

上士气高涨，队员配合协调有序。在社科啦啦队

的加油鼓劲下，比赛进行到 25 分钟时，积极的前

场反抢拿到了第二个进球！随后，中传 MBA 也随

即进了一球。上半场结束，我方 2:1 领先对手。

图 3：比赛瞬间

图 2：开场两队合影

图 1：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足球赛参赛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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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场休息期间，我方队员布置了下半场的战

术安排。下半场比赛接踵而至，开场不久，我方球

员通过前场灵气十足的多人配合，打入第三粒进

球！此时比分已经到了 3:1 ！我方的优势也在逐

渐扩大。

场外啦啦队的欢呼声络绎不绝，大家都为越

来越近的胜利激动不已！之后我方进入防守阶

段，由于大比分的领先，队员在场上踢得更加从容

和自信，在比赛结束前 10分钟的时候，我方抓住

对手失误又进一球！最终以4:1的比分结束比赛，

金志勇和王路均梅开二度各自拿下两个精彩进

球。队内气氛活跃，队员们的紧密配合和相互信任

是此次取胜的关键因素，我院 MBA 同学间强大的

凝聚力是取得比赛胜利的关键，祝愿我院 MBA 足

球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再创佳绩！

M 超联盟 MSL

M 超联盟 MSL 由中国高校商学院 MBA 校友于

2013 年 12 月在京联合发起，以 MBA 为核心，面向

EMBA、MPA、MPAcc、MEM 等专业硕士人群，通过丰

富的主题活动和精彩的赛事呈现，全方位展示这

些专业硕士们崇尚“健康、家庭、事业”的精神风

貌和社会责任，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不断进取，

开拓创新，为实现资源的融合与共享而努力。

图 4：赛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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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场中的延禧攻略——

职业生涯规划篇》讲座成功

举办
为帮助 MBA 同学提升职业认知，实现自身职

业生涯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组织

开展了新学期第一场职场讲座——《职场中的延

禧攻略 - 职业生涯规划篇》。本次讲座由现任甲

骨文 ( 中国 )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王欣女士讲授，近 50 名同学参加了讲座。

王欣女士以“MBA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作为

开场，同学们结合自身情况，就当下对 MBA 的认

知、个人发展对知识的需求、职业生涯中人脉的

重要性、家庭榜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与分

享。接下来，王欣女士通过“职业锚”理论的讲解，

使同学们对职业定位、职业驱动有了新的认知，

对照“人员驱动、技术驱动、管理驱动、自主驱动、

稳定驱动、创造驱动、服务驱动、挑战驱动、生活

驱动”八个类型，更加清晰的知道在面对职业抉

择时哪些方面更为重要。讲座最后，王欣女士对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有了更深层次的职业

认知，意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后续 MBA 教育

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还将陆续开办相关讲座

助力 MBA 同学们的职业发展。

同学们进行“职业价值观”测试，了解自身职业技

能欠缺，学生通过视觉型、听觉型等不同的方法

对自己的职业诉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便于其

在最短时间内补足职业技能的差距。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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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

班圆满结业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班（以下简称科

技金融班）结业典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5 室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博士、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

合创始人宝山先生、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

女士出席了典礼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培训部张敏老师、润灵

文化创始人杨毅女士及科技金融班全体同学参加

了此次典礼。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

助理杨小科博士为典礼致辞。他先是对科技金融班

的圆满结业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对获得结业证书的

全体同学表示了诚挚的祝福。杨小科博士从科技金

融班最初的成立出发，进一步阐释了科技金融是什

么，它的意义之所在以及在新时代中的定位和前

景。同时，他对课程的设定，导师的授课内容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他寄语同学们要深度领略知识理论，

夯实理论基础，谦虚学习，不断进步，循序渐进，持

之以恒，成为更加优秀的从业者和领导者。

接下来，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女士

发表致辞。她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支持与肯定，也为这一年来默默付出的导

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表明这次的结业典礼

并不代表结束，顺应新时代，科技金融高级研修

班任重道远，未来还很长。最后杜院长郑重宣

布，龙环商学院为所有结业同学准备了两份大

礼：一份是，终身制校友卡，可以凭借此卡终身

免费学习科技金融班以后的所有课程；另一份

是，科技金融班接下来将设置更多专业课，为广

大同学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这两份大礼收到

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图 1：杨小科博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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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杨小科博士、杜晓楠女士和宝山先生

共同为结业同学颁发了结业证书，同时针对学

习中表现突出的部分同学也颁发了优秀学员、

优秀班委和勤奋学员荣誉证书。

最后，科技金融班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落

幕。典礼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

你我不散场，情谊更绵长。科技金融高级研

修班还会继续进行，班级精神也会不断延续。祝

福大家鹏程万里展鸿图，一帆风顺万事成！

  图 3：宝山先生致辞

作为导师代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合创

始人宝山先生，从教师的角度同时结合自己

企业家的身份对所有同学提出了两点建议，

他希望同学们能学以致用，将这一年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以发挥出自己

更大的价值。更希望同学们能持续学习，保持

学者风度，不断创新，在新时代中把握新机

遇，在新时代中开启新征程，追求卓越，敢为

人先。

 图 2：杜晓楠女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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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场延禧攻略——人才

资产价值的自我运维篇》讲座

成功举办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组织的第

二场职业发展培训《职场延禧攻略——人才资产

价值的自我运维篇》顺利开展，换行商学院 CEO、

长江商学院职业发展专家肖金菊女士为 MBA 同学

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分享了人才资产价

值运维的理念。

讲座从人才资产理解维度、人才资产价值评

估和人才资产保值增值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

先，在对人才的认识这一问题上，肖金菊女士提

出，人才也是一种资产，存在着经营的概念，具有

投资性质，在其理解维度上应有提高。其次，在人

才资产的估值方面，以课堂简化游戏展现职场收

益现金流作引导，结合企业不同角度对人才估值

的做法和专业市场薪资调研流程，让大家更好地

认识了薪酬的组成结构和影响因素。最后，通过人

才流动性高低进行价值探讨，借助“点状、网状、云

最后，同学们围绕各自感兴趣的部分积极提

问，新学期第二场职场讲座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帷幕。通过这次讲座，同学们提高了对人才

资产价值的认识，在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上深受启

发，对自身人才价值的增长与提高有了更深入的

思考。

状”流动模式的介绍，挖掘人才价值的本性，帮助

大家形成以价值思维模式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指

导，更好地实现自身人才价值保值与增值。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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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 年社科MBA提前面

试工作圆满结束

为遴选优质生源，在院领导及中心领导的大

力支持、广大考生热情参与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

中心 2019 年提前面试工作圆满结束。

2019 年社科 MBA 招生政策有所调整，招生名

额由 180 名微调为 160 名，其中全日制 60 名，非

全日制 100 名，考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修

读的具体方式。受招生政策调整的影响，2019 年

社科 MBA 提前面试集中在 2018 年 9 月和 10 月份

举行，经过初级资料筛选和严格面试选拔，优秀的

申请者获得了社科 MBA 的预录取资格。MBA 教育

中心严格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以及研究生复

试录取工作方案的规定执行，从资格审核到面试

考核，从流程安排到结果通知，从严把控，规范程

序，全方位保证提前面试工作顺利进行。

为提高考生对联考的重视程度，提升应试能

未申请社科 MBA 提前面试的考生，依然可以

选择正常批次进行报考。社科 MBA 项目依托两院

优势，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 MBA 教育提供有

力支撑，欢迎广大考生报考社科 MBA 项目！

力，社科 MBA 在面试环节特意增加了联考讲座、公

益备考等系列活动，申请者在参加提前面试的同

时又提升了备考技巧。

  

  图 1：个人综合素质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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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记 2018 级 MBA-3

班班级活动

活动于下午六点正式开始，同学们依次就坐，

班长李文宁发表感言，每位同学的桌子上准备了

专属邀请函及编号，以供稍后的游戏环节使用。

活动开始后同学们相谈甚欢，逐渐热闹了起

来，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氛围轻松而愉悦。前期班

委统计了班级所有同学的生日信息，旨在为每位

同学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借此机会，我们为

10 月份过生日的六位同学举办了一个班级生日

会，戴生日帽、唱生日歌、许个生日愿望、吹蜡烛，

仪式感一个也不能少，祝福同学们心想事成，事事

顺意。接下来，到了生动有趣的游戏环节，抢凳子，

成语接龙，水杯接力，你画我猜，每位同学都参与

其中，其乐融融，一度把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

经过前期的辛苦备考，层层笔试面试的激烈

角逐，我们终于在这收获的季节，迎来了社科 MBA

研究生阶段的崭新生活。满怀求知的渴望和欣喜，

欢聚社科，共度为期两年的多彩时光。金秋十月 ,

秋高气爽，新学期伊始，旨在增进同学情谊，加强

班级凝聚力，在班委会精心组织及筹备下、在同学

们的支持和参与下，2018 级 MBA-3 班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圆满举办了以“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为主题的班会活动。

活动开始前，同学们先进行了打台球、唱歌等

放松环节。随后，为每位同学拍摄了“红毯签名

照”，相信这样满含爱心的活动幕布在两年后毕业

时一定会感慨满满。

 图 1：活动开始前的休闲

 图 2：签名墙

 图 3：专属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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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读同窗月，永结同窗心，本次班会还得到

了同学们的大力赞助，包括零食饮品，幕布展

板，玩偶音响等活动礼品，同时每位同学还有班

级定制的印有“社科 MBA2018 级 3 班”字样的

纪念礼品，小小的礼品满含真情，愿同学们多年

后看到它还会想起曾经的社科美好生活。最后

活动在一片笑声和依依不舍中结束。

“恰同学少年”，再次回归校园生活，我们无

比珍惜这两年学习深造的机会，我们定当“像海

绵一样汲取知识”，学以致用，学有所得。我们在

收获了知识的同时也会重视友谊的建筑，道一声

“同学，你好”，愿友谊地久天长！

“展美好明天”，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

这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们

定将不负时代不辱使命，秉承“笃学、慎思、明辨、

尚行”的校训，放飞梦想，挥洒激情，探索真理，铸

造才华！ 图 5：游戏环节

 图 6：活动结束合影留念

 图 4：生日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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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院第八届 MBA 分会纳

新见面会顺利召开——暨我

院 历 届 MBA 分 会 主 席 与

MBA分会新成员见面会

秉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笃学、慎

思、明辨、尚行”的校训精神，更好发扬社科 MBA

团结进取、拼搏创新的优良精神及传统，加强

2018 级新生与往届学生会的沟通与交流。201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

生院）第八届 MBA 分会纳新见面会暨历届 MBA

分会主席与 MBA 分会新成员见面会在中国民航

管理干部学院教学楼第三会议室顺利召开。本

次见面会得到了各届主席及 2018 级同学的支

持和响应。参加本次见面会的有第二届 MBA 分

会主席王庆华、第三届 MBA 分会主席田宇然、第

五届 MBA 分会主席刘峰、第七届 MBA 分会主席

贾超、第八届 MBA 分会主席杨兵、第八届 MBA 分

会各部门副主席，以及 2017 级、2018 级部分同

学代表。本次会议由第八届 MBA 分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冷頔主持，第八届 MBA 分会主席团就各

部门职能做了介绍，现任 MBA 分会主席杨兵及

历届主席进行了精彩的分享及互动。

见面会上，第八届 MBA 分会各部门副主席表

达了对 MBA 分会新成员的欢迎，同时就各部门的

职能进行了说明，并总结了部门过去一年来活动

的开展情况，提出接下来的工作设想及期许。最

后也号召 2018 级新生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提高

在校感，为社科 MBA 发展献计献策。

图 1：会议现场

图 2：出席见面会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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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各届主席依次分享了在校期间的学

习、生活以及组织参加校内外活动等经验，并以自

身经验对学弟学妹们在校的学习、生活及工作提

出建议。提到的建议中无一不涉及到应珍惜学校

的机会及资源，培养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眼界，积极

参加活动扩展人脉等。

会议接近尾声，大家合影留念，社科 MBA 分

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通过历届主席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宝贵的从

业经验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在场同学触动很深，

并积极就自身工作、创业瓶颈、时间分配等问题

进行请教交流。

图 4：合影留念

图 3：MBA 分会新成员与 MBA 分会各届主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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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 院 MBA 足 球 队 在

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

足球赛中取得首胜
2018年10月21日晚上7点，2018M超联盟“精

英杯”新生足球赛 B 组第二轮的比赛在奥体中心

打响，我院 MBA 足球队以 4 比 1 战胜中国传媒大

学 MBA 足球队，取得小组首胜。

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足球赛是由 M

超联盟继北京高校商学院 M 超足球联赛后，为

2018 级新入学的 MBA、EMBA、MPA、MEM、MPAcc 等

专业硕士提供的足球交流平台。2018M 超联盟

“精英杯”新生足球赛（以下简称 M 超“精英杯”），

由北京高校 M 超联盟足球联赛组委会和清华大

学 MBA 足球俱乐部共同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MBA、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BA 和

北京师范大学 MBA 足球队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得

到了商客行、辛迪加体育、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

极客亮及悦来颐和的大力支持。赛事吸引了包括

国科大、清华、北大、社科大、北师大、外经贸、北

邮、北航、人大、农大、中传北京地区十一所高校

的十二支队伍参赛。

伴随着社科 MBA 啦啦队的热情欢呼声，我院

MBA 足球队队员依次入场，裁判一声哨响后，比赛

正式开始，双方进入了紧张的对战状态。对方队

员也欲欲跃试，几个攻防回合后，在 15 分钟左右

我队防守反击率先攻入一球，比分 1:0 ！顿时场

上士气高涨，队员配合协调有序。在社科啦啦队

的加油鼓劲下，比赛进行到 25 分钟时，积极的前

场反抢拿到了第二个进球！随后，中传 MBA 也随

即进了一球。上半场结束，我方 2:1 领先对手。

图 3：比赛瞬间

图 2：开场两队合影

图 1：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足球赛参赛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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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场休息期间，我方队员布置了下半场的战

术安排。下半场比赛接踵而至，开场不久，我方球

员通过前场灵气十足的多人配合，打入第三粒进

球！此时比分已经到了 3:1 ！我方的优势也在逐

渐扩大。

场外啦啦队的欢呼声络绎不绝，大家都为越

来越近的胜利激动不已！之后我方进入防守阶

段，由于大比分的领先，队员在场上踢得更加从容

和自信，在比赛结束前 10分钟的时候，我方抓住

对手失误又进一球！最终以4:1的比分结束比赛，

金志勇和王路均梅开二度各自拿下两个精彩进

球。队内气氛活跃，队员们的紧密配合和相互信任

是此次取胜的关键因素，我院 MBA 同学间强大的

凝聚力是取得比赛胜利的关键，祝愿我院 MBA 足

球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再创佳绩！

M 超联盟 MSL

M 超联盟 MSL 由中国高校商学院 MBA 校友于

2013 年 12 月在京联合发起，以 MBA 为核心，面向

EMBA、MPA、MPAcc、MEM 等专业硕士人群，通过丰

富的主题活动和精彩的赛事呈现，全方位展示这

些专业硕士们崇尚“健康、家庭、事业”的精神风

貌和社会责任，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不断进取，

开拓创新，为实现资源的融合与共享而努力。

图 4：赛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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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 续 亚 沙，蓄 力 前

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第八届亚沙启动仪式

顺利召开
2018 年 10 月 27 日 16 点 30 分，第八届亚太

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启动会暨授旗仪式顺利召开。此次活动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 MBA 教育中心主办，MBA 分会、社科沙

鹰跑团承办，沙友齐聚一堂，共享经历，共叙沙 8。

本次启动仪式邀请了我院学生管理部吕世

亮老师，组委会代表王莉，沙 5 领队周龙环，沙 6

领队秦道锦、队长郭东、队员张莹，沙 7 领队张媛

媛及沙 7 队员，与同学们现场分享参与亚沙赛的

经验与收获。本次活动由沙 7 领队张媛媛主持。

社科亚沙薪火相传，新生力量蓄势待发。官方

宣传片讲述了亚沙文化，沙 7队员吴宇制作的沙 7

队员在赛前训练、出发和赛中的纪念视频更是点

燃了启动仪式的热情氛围。在烘托中，MBA 教育中

心吕世亮老师讲述了社科亚沙的参赛历史，分享

了参赛经验，同时表达了 MBA 教育中心对于沙 8

的期许。组委会代表王莉介绍了亚沙赛事情况，历

届亚沙赛的点滴记录，亚沙赛作为商学院第二课

堂，是 MBA 人送给自己的最好礼物，充分展示了亚

沙的魅力，使会场气氛达到高潮。

图 2：组委会王莉介绍亚沙赛事情况图 1：学生管理部吕世亮老师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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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中心动态

一、《职场中的延禧攻略——

职业生涯规划篇》讲座成功

举办
为帮助 MBA 同学提升职业认知，实现自身职

业生涯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组织

开展了新学期第一场职场讲座——《职场中的延

禧攻略 - 职业生涯规划篇》。本次讲座由现任甲

骨文 ( 中国 )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王欣女士讲授，近 50 名同学参加了讲座。

王欣女士以“MBA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作为

开场，同学们结合自身情况，就当下对 MBA 的认

知、个人发展对知识的需求、职业生涯中人脉的

重要性、家庭榜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与分

享。接下来，王欣女士通过“职业锚”理论的讲解，

使同学们对职业定位、职业驱动有了新的认知，

对照“人员驱动、技术驱动、管理驱动、自主驱动、

稳定驱动、创造驱动、服务驱动、挑战驱动、生活

驱动”八个类型，更加清晰的知道在面对职业抉

择时哪些方面更为重要。讲座最后，王欣女士对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有了更深层次的职业

认知，意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后续 MBA 教育

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还将陆续开办相关讲座

助力 MBA 同学们的职业发展。

同学们进行“职业价值观”测试，了解自身职业技

能欠缺，学生通过视觉型、听觉型等不同的方法

对自己的职业诉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便于其

在最短时间内补足职业技能的差距。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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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

班圆满结业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班（以下简称科

技金融班）结业典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5 室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博士、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

合创始人宝山先生、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

女士出席了典礼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培训部张敏老师、润灵

文化创始人杨毅女士及科技金融班全体同学参加

了此次典礼。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

助理杨小科博士为典礼致辞。他先是对科技金融班

的圆满结业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对获得结业证书的

全体同学表示了诚挚的祝福。杨小科博士从科技金

融班最初的成立出发，进一步阐释了科技金融是什

么，它的意义之所在以及在新时代中的定位和前

景。同时，他对课程的设定，导师的授课内容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他寄语同学们要深度领略知识理论，

夯实理论基础，谦虚学习，不断进步，循序渐进，持

之以恒，成为更加优秀的从业者和领导者。

接下来，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女士

发表致辞。她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支持与肯定，也为这一年来默默付出的导

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表明这次的结业典礼

并不代表结束，顺应新时代，科技金融高级研修

班任重道远，未来还很长。最后杜院长郑重宣

布，龙环商学院为所有结业同学准备了两份大

礼：一份是，终身制校友卡，可以凭借此卡终身

免费学习科技金融班以后的所有课程；另一份

是，科技金融班接下来将设置更多专业课，为广

大同学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这两份大礼收到

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图 1：杨小科博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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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杨小科博士、杜晓楠女士和宝山先生

共同为结业同学颁发了结业证书，同时针对学

习中表现突出的部分同学也颁发了优秀学员、

优秀班委和勤奋学员荣誉证书。

最后，科技金融班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落

幕。典礼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

你我不散场，情谊更绵长。科技金融高级研

修班还会继续进行，班级精神也会不断延续。祝

福大家鹏程万里展鸿图，一帆风顺万事成！

  图 3：宝山先生致辞

作为导师代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合创

始人宝山先生，从教师的角度同时结合自己

企业家的身份对所有同学提出了两点建议，

他希望同学们能学以致用，将这一年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以发挥出自己

更大的价值。更希望同学们能持续学习，保持

学者风度，不断创新，在新时代中把握新机

遇，在新时代中开启新征程，追求卓越，敢为

人先。

 图 2：杜晓楠女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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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场延禧攻略——人才

资产价值的自我运维篇》讲座

成功举办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组织的第

二场职业发展培训《职场延禧攻略——人才资产

价值的自我运维篇》顺利开展，换行商学院 CEO、

长江商学院职业发展专家肖金菊女士为 MBA 同学

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分享了人才资产价

值运维的理念。

讲座从人才资产理解维度、人才资产价值评

估和人才资产保值增值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

先，在对人才的认识这一问题上，肖金菊女士提

出，人才也是一种资产，存在着经营的概念，具有

投资性质，在其理解维度上应有提高。其次，在人

才资产的估值方面，以课堂简化游戏展现职场收

益现金流作引导，结合企业不同角度对人才估值

的做法和专业市场薪资调研流程，让大家更好地

认识了薪酬的组成结构和影响因素。最后，通过人

才流动性高低进行价值探讨，借助“点状、网状、云

最后，同学们围绕各自感兴趣的部分积极提

问，新学期第二场职场讲座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帷幕。通过这次讲座，同学们提高了对人才

资产价值的认识，在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上深受启

发，对自身人才价值的增长与提高有了更深入的

思考。

状”流动模式的介绍，挖掘人才价值的本性，帮助

大家形成以价值思维模式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指

导，更好地实现自身人才价值保值与增值。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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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 年社科MBA提前面

试工作圆满结束

为遴选优质生源，在院领导及中心领导的大

力支持、广大考生热情参与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

中心 2019 年提前面试工作圆满结束。

2019 年社科 MBA 招生政策有所调整，招生名

额由 180 名微调为 160 名，其中全日制 60 名，非

全日制 100 名，考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修

读的具体方式。受招生政策调整的影响，2019 年

社科 MBA 提前面试集中在 2018 年 9 月和 10 月份

举行，经过初级资料筛选和严格面试选拔，优秀的

申请者获得了社科 MBA 的预录取资格。MBA 教育

中心严格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以及研究生复

试录取工作方案的规定执行，从资格审核到面试

考核，从流程安排到结果通知，从严把控，规范程

序，全方位保证提前面试工作顺利进行。

为提高考生对联考的重视程度，提升应试能

未申请社科 MBA 提前面试的考生，依然可以

选择正常批次进行报考。社科 MBA 项目依托两院

优势，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 MBA 教育提供有

力支撑，欢迎广大考生报考社科 MBA 项目！

力，社科 MBA 在面试环节特意增加了联考讲座、公

益备考等系列活动，申请者在参加提前面试的同

时又提升了备考技巧。

  

  图 1：个人综合素质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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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学生活动

一、“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记 2018 级 MBA-3

班班级活动

活动于下午六点正式开始，同学们依次就坐，

班长李文宁发表感言，每位同学的桌子上准备了

专属邀请函及编号，以供稍后的游戏环节使用。

活动开始后同学们相谈甚欢，逐渐热闹了起

来，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氛围轻松而愉悦。前期班

委统计了班级所有同学的生日信息，旨在为每位

同学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借此机会，我们为

10 月份过生日的六位同学举办了一个班级生日

会，戴生日帽、唱生日歌、许个生日愿望、吹蜡烛，

仪式感一个也不能少，祝福同学们心想事成，事事

顺意。接下来，到了生动有趣的游戏环节，抢凳子，

成语接龙，水杯接力，你画我猜，每位同学都参与

其中，其乐融融，一度把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

经过前期的辛苦备考，层层笔试面试的激烈

角逐，我们终于在这收获的季节，迎来了社科 MBA

研究生阶段的崭新生活。满怀求知的渴望和欣喜，

欢聚社科，共度为期两年的多彩时光。金秋十月 ,

秋高气爽，新学期伊始，旨在增进同学情谊，加强

班级凝聚力，在班委会精心组织及筹备下、在同学

们的支持和参与下，2018 级 MBA-3 班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圆满举办了以“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为主题的班会活动。

活动开始前，同学们先进行了打台球、唱歌等

放松环节。随后，为每位同学拍摄了“红毯签名

照”，相信这样满含爱心的活动幕布在两年后毕业

时一定会感慨满满。

 图 1：活动开始前的休闲

 图 2：签名墙

 图 3：专属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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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读同窗月，永结同窗心，本次班会还得到

了同学们的大力赞助，包括零食饮品，幕布展

板，玩偶音响等活动礼品，同时每位同学还有班

级定制的印有“社科 MBA2018 级 3 班”字样的

纪念礼品，小小的礼品满含真情，愿同学们多年

后看到它还会想起曾经的社科美好生活。最后

活动在一片笑声和依依不舍中结束。

“恰同学少年”，再次回归校园生活，我们无

比珍惜这两年学习深造的机会，我们定当“像海

绵一样汲取知识”，学以致用，学有所得。我们在

收获了知识的同时也会重视友谊的建筑，道一声

“同学，你好”，愿友谊地久天长！

“展美好明天”，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

这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们

定将不负时代不辱使命，秉承“笃学、慎思、明辨、

尚行”的校训，放飞梦想，挥洒激情，探索真理，铸

造才华！ 图 5：游戏环节

 图 6：活动结束合影留念

 图 4：生日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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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院第八届 MBA 分会纳

新见面会顺利召开——暨我

院 历 届 MBA 分 会 主 席 与

MBA分会新成员见面会

秉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笃学、慎

思、明辨、尚行”的校训精神，更好发扬社科 MBA

团结进取、拼搏创新的优良精神及传统，加强

2018 级新生与往届学生会的沟通与交流。201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

生院）第八届 MBA 分会纳新见面会暨历届 MBA

分会主席与 MBA 分会新成员见面会在中国民航

管理干部学院教学楼第三会议室顺利召开。本

次见面会得到了各届主席及 2018 级同学的支

持和响应。参加本次见面会的有第二届 MBA 分

会主席王庆华、第三届 MBA 分会主席田宇然、第

五届 MBA 分会主席刘峰、第七届 MBA 分会主席

贾超、第八届 MBA 分会主席杨兵、第八届 MBA 分

会各部门副主席，以及 2017 级、2018 级部分同

学代表。本次会议由第八届 MBA 分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冷頔主持，第八届 MBA 分会主席团就各

部门职能做了介绍，现任 MBA 分会主席杨兵及

历届主席进行了精彩的分享及互动。

见面会上，第八届 MBA 分会各部门副主席表

达了对 MBA 分会新成员的欢迎，同时就各部门的

职能进行了说明，并总结了部门过去一年来活动

的开展情况，提出接下来的工作设想及期许。最

后也号召 2018 级新生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提高

在校感，为社科 MBA 发展献计献策。

图 1：会议现场

图 2：出席见面会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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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各届主席依次分享了在校期间的学

习、生活以及组织参加校内外活动等经验，并以自

身经验对学弟学妹们在校的学习、生活及工作提

出建议。提到的建议中无一不涉及到应珍惜学校

的机会及资源，培养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眼界，积极

参加活动扩展人脉等。

会议接近尾声，大家合影留念，社科 MBA 分

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通过历届主席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宝贵的从

业经验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在场同学触动很深，

并积极就自身工作、创业瓶颈、时间分配等问题

进行请教交流。

图 4：合影留念

图 3：MBA 分会新成员与 MBA 分会各届主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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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 院 MBA 足 球 队 在

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

足球赛中取得首胜
2018年10月21日晚上7点，2018M超联盟“精

英杯”新生足球赛 B 组第二轮的比赛在奥体中心

打响，我院 MBA 足球队以 4 比 1 战胜中国传媒大

学 MBA 足球队，取得小组首胜。

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足球赛是由 M

超联盟继北京高校商学院 M 超足球联赛后，为

2018 级新入学的 MBA、EMBA、MPA、MEM、MPAcc 等

专业硕士提供的足球交流平台。2018M 超联盟

“精英杯”新生足球赛（以下简称 M 超“精英杯”），

由北京高校 M 超联盟足球联赛组委会和清华大

学 MBA 足球俱乐部共同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MBA、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BA 和

北京师范大学 MBA 足球队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得

到了商客行、辛迪加体育、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

极客亮及悦来颐和的大力支持。赛事吸引了包括

国科大、清华、北大、社科大、北师大、外经贸、北

邮、北航、人大、农大、中传北京地区十一所高校

的十二支队伍参赛。

伴随着社科 MBA 啦啦队的热情欢呼声，我院

MBA 足球队队员依次入场，裁判一声哨响后，比赛

正式开始，双方进入了紧张的对战状态。对方队

员也欲欲跃试，几个攻防回合后，在 15 分钟左右

我队防守反击率先攻入一球，比分 1:0 ！顿时场

上士气高涨，队员配合协调有序。在社科啦啦队

的加油鼓劲下，比赛进行到 25 分钟时，积极的前

场反抢拿到了第二个进球！随后，中传 MBA 也随

即进了一球。上半场结束，我方 2:1 领先对手。

图 3：比赛瞬间

图 2：开场两队合影

图 1：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足球赛参赛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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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场休息期间，我方队员布置了下半场的战

术安排。下半场比赛接踵而至，开场不久，我方球

员通过前场灵气十足的多人配合，打入第三粒进

球！此时比分已经到了 3:1 ！我方的优势也在逐

渐扩大。

场外啦啦队的欢呼声络绎不绝，大家都为越

来越近的胜利激动不已！之后我方进入防守阶

段，由于大比分的领先，队员在场上踢得更加从容

和自信，在比赛结束前 10分钟的时候，我方抓住

对手失误又进一球！最终以4:1的比分结束比赛，

金志勇和王路均梅开二度各自拿下两个精彩进

球。队内气氛活跃，队员们的紧密配合和相互信任

是此次取胜的关键因素，我院 MBA 同学间强大的

凝聚力是取得比赛胜利的关键，祝愿我院 MBA 足

球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再创佳绩！

M 超联盟 MSL

M 超联盟 MSL 由中国高校商学院 MBA 校友于

2013 年 12 月在京联合发起，以 MBA 为核心，面向

EMBA、MPA、MPAcc、MEM 等专业硕士人群，通过丰

富的主题活动和精彩的赛事呈现，全方位展示这

些专业硕士们崇尚“健康、家庭、事业”的精神风

貌和社会责任，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不断进取，

开拓创新，为实现资源的融合与共享而努力。

图 4：赛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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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 续 亚 沙，蓄 力 前

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第八届亚沙启动仪式

顺利召开
2018 年 10 月 27 日 16 点 30 分，第八届亚太

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启动会暨授旗仪式顺利召开。此次活动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 MBA 教育中心主办，MBA 分会、社科沙

鹰跑团承办，沙友齐聚一堂，共享经历，共叙沙 8。

本次启动仪式邀请了我院学生管理部吕世

亮老师，组委会代表王莉，沙 5 领队周龙环，沙 6

领队秦道锦、队长郭东、队员张莹，沙 7 领队张媛

媛及沙 7 队员，与同学们现场分享参与亚沙赛的

经验与收获。本次活动由沙 7 领队张媛媛主持。

社科亚沙薪火相传，新生力量蓄势待发。官方

宣传片讲述了亚沙文化，沙 7队员吴宇制作的沙 7

队员在赛前训练、出发和赛中的纪念视频更是点

燃了启动仪式的热情氛围。在烘托中，MBA 教育中

心吕世亮老师讲述了社科亚沙的参赛历史，分享

了参赛经验，同时表达了 MBA 教育中心对于沙 8

的期许。组委会代表王莉介绍了亚沙赛事情况，历

届亚沙赛的点滴记录，亚沙赛作为商学院第二课

堂，是 MBA 人送给自己的最好礼物，充分展示了亚

沙的魅力，使会场气氛达到高潮。

图 2：组委会王莉介绍亚沙赛事情况图 1：学生管理部吕世亮老师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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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5 领队周龙环、沙 6 领队秦道锦、沙 6 队

长郭东、沙7领队张媛媛及沙7队员杨兵、吴莹、

吴宇、李小娟等诸多沙友分享亚沙经验，为大家

加油鼓劲。MBA 分会主席杨兵作为沙 7 队员分

享宝贵经验的同时，表示出资支持沙 8 各项活

动顺利展开。

亚沙是一场挑战赛，更是一种精神，诸位沙

友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从赛事到情感，从装备到

训练，与在场的同学们交流着经验。虽然只是三

天的赛程，但却是一辈子忘不掉的大漠洗礼，每

一位参赛者背后都有一段难忘的故事，或内心

痛苦的挣扎过，或大家一起抱头痛哭过，但是谁

也不曾忘记那“一旦出发，必须到达！”的信念。

图 6： 沙 7队员杨兵分享心得图 3： 沙 5领队周龙环分享经验

图 5：沙 6队长郭东分享经验

图 4：沙 6领队秦道锦分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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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场中的延禧攻略——

职业生涯规划篇》讲座成功

举办
为帮助 MBA 同学提升职业认知，实现自身职

业生涯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组织

开展了新学期第一场职场讲座——《职场中的延

禧攻略 - 职业生涯规划篇》。本次讲座由现任甲

骨文 ( 中国 )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王欣女士讲授，近 50 名同学参加了讲座。

王欣女士以“MBA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作为

开场，同学们结合自身情况，就当下对 MBA 的认

知、个人发展对知识的需求、职业生涯中人脉的

重要性、家庭榜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与分

享。接下来，王欣女士通过“职业锚”理论的讲解，

使同学们对职业定位、职业驱动有了新的认知，

对照“人员驱动、技术驱动、管理驱动、自主驱动、

稳定驱动、创造驱动、服务驱动、挑战驱动、生活

驱动”八个类型，更加清晰的知道在面对职业抉

择时哪些方面更为重要。讲座最后，王欣女士对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有了更深层次的职业

认知，意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后续 MBA 教育

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还将陆续开办相关讲座

助力 MBA 同学们的职业发展。

同学们进行“职业价值观”测试，了解自身职业技

能欠缺，学生通过视觉型、听觉型等不同的方法

对自己的职业诉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便于其

在最短时间内补足职业技能的差距。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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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

班圆满结业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科技金融高级研修班一期班（以下简称科

技金融班）结业典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5 室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博士、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

合创始人宝山先生、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

女士出席了典礼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培训部张敏老师、润灵

文化创始人杨毅女士及科技金融班全体同学参加

了此次典礼。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

助理杨小科博士为典礼致辞。他先是对科技金融班

的圆满结业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对获得结业证书的

全体同学表示了诚挚的祝福。杨小科博士从科技金

融班最初的成立出发，进一步阐释了科技金融是什

么，它的意义之所在以及在新时代中的定位和前

景。同时，他对课程的设定，导师的授课内容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他寄语同学们要深度领略知识理论，

夯实理论基础，谦虚学习，不断进步，循序渐进，持

之以恒，成为更加优秀的从业者和领导者。

接下来，龙环商学院执行院长杜晓楠女士

发表致辞。她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支持与肯定，也为这一年来默默付出的导

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表明这次的结业典礼

并不代表结束，顺应新时代，科技金融高级研修

班任重道远，未来还很长。最后杜院长郑重宣

布，龙环商学院为所有结业同学准备了两份大

礼：一份是，终身制校友卡，可以凭借此卡终身

免费学习科技金融班以后的所有课程；另一份

是，科技金融班接下来将设置更多专业课，为广

大同学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这两份大礼收到

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图 1：杨小科博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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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杨小科博士、杜晓楠女士和宝山先生

共同为结业同学颁发了结业证书，同时针对学

习中表现突出的部分同学也颁发了优秀学员、

优秀班委和勤奋学员荣誉证书。

最后，科技金融班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落

幕。典礼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

你我不散场，情谊更绵长。科技金融高级研

修班还会继续进行，班级精神也会不断延续。祝

福大家鹏程万里展鸿图，一帆风顺万事成！

  图 3：宝山先生致辞

作为导师代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联合创

始人宝山先生，从教师的角度同时结合自己

企业家的身份对所有同学提出了两点建议，

他希望同学们能学以致用，将这一年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以发挥出自己

更大的价值。更希望同学们能持续学习，保持

学者风度，不断创新，在新时代中把握新机

遇，在新时代中开启新征程，追求卓越，敢为

人先。

 图 2：杜晓楠女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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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场延禧攻略——人才

资产价值的自我运维篇》讲座

成功举办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组织的第

二场职业发展培训《职场延禧攻略——人才资产

价值的自我运维篇》顺利开展，换行商学院 CEO、

长江商学院职业发展专家肖金菊女士为 MBA 同学

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分享了人才资产价

值运维的理念。

讲座从人才资产理解维度、人才资产价值评

估和人才资产保值增值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

先，在对人才的认识这一问题上，肖金菊女士提

出，人才也是一种资产，存在着经营的概念，具有

投资性质，在其理解维度上应有提高。其次，在人

才资产的估值方面，以课堂简化游戏展现职场收

益现金流作引导，结合企业不同角度对人才估值

的做法和专业市场薪资调研流程，让大家更好地

认识了薪酬的组成结构和影响因素。最后，通过人

才流动性高低进行价值探讨，借助“点状、网状、云

最后，同学们围绕各自感兴趣的部分积极提

问，新学期第二场职场讲座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帷幕。通过这次讲座，同学们提高了对人才

资产价值的认识，在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上深受启

发，对自身人才价值的增长与提高有了更深入的

思考。

状”流动模式的介绍，挖掘人才价值的本性，帮助

大家形成以价值思维模式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指

导，更好地实现自身人才价值保值与增值。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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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 年社科MBA提前面

试工作圆满结束

为遴选优质生源，在院领导及中心领导的大

力支持、广大考生热情参与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

中心 2019 年提前面试工作圆满结束。

2019 年社科 MBA 招生政策有所调整，招生名

额由 180 名微调为 160 名，其中全日制 60 名，非

全日制 100 名，考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修

读的具体方式。受招生政策调整的影响，2019 年

社科 MBA 提前面试集中在 2018 年 9 月和 10 月份

举行，经过初级资料筛选和严格面试选拔，优秀的

申请者获得了社科 MBA 的预录取资格。MBA 教育

中心严格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以及研究生复

试录取工作方案的规定执行，从资格审核到面试

考核，从流程安排到结果通知，从严把控，规范程

序，全方位保证提前面试工作顺利进行。

为提高考生对联考的重视程度，提升应试能

未申请社科 MBA 提前面试的考生，依然可以

选择正常批次进行报考。社科 MBA 项目依托两院

优势，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 MBA 教育提供有

力支撑，欢迎广大考生报考社科 MBA 项目！

力，社科 MBA 在面试环节特意增加了联考讲座、公

益备考等系列活动，申请者在参加提前面试的同

时又提升了备考技巧。

  

  图 1：个人综合素质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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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记 2018 级 MBA-3

班班级活动

活动于下午六点正式开始，同学们依次就坐，

班长李文宁发表感言，每位同学的桌子上准备了

专属邀请函及编号，以供稍后的游戏环节使用。

活动开始后同学们相谈甚欢，逐渐热闹了起

来，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氛围轻松而愉悦。前期班

委统计了班级所有同学的生日信息，旨在为每位

同学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借此机会，我们为

10 月份过生日的六位同学举办了一个班级生日

会，戴生日帽、唱生日歌、许个生日愿望、吹蜡烛，

仪式感一个也不能少，祝福同学们心想事成，事事

顺意。接下来，到了生动有趣的游戏环节，抢凳子，

成语接龙，水杯接力，你画我猜，每位同学都参与

其中，其乐融融，一度把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

经过前期的辛苦备考，层层笔试面试的激烈

角逐，我们终于在这收获的季节，迎来了社科 MBA

研究生阶段的崭新生活。满怀求知的渴望和欣喜，

欢聚社科，共度为期两年的多彩时光。金秋十月 ,

秋高气爽，新学期伊始，旨在增进同学情谊，加强

班级凝聚力，在班委会精心组织及筹备下、在同学

们的支持和参与下，2018 级 MBA-3 班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圆满举办了以“恰同学少年•展美好明

天”为主题的班会活动。

活动开始前，同学们先进行了打台球、唱歌等

放松环节。随后，为每位同学拍摄了“红毯签名

照”，相信这样满含爱心的活动幕布在两年后毕业

时一定会感慨满满。

 图 1：活动开始前的休闲

 图 2：签名墙

 图 3：专属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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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读同窗月，永结同窗心，本次班会还得到

了同学们的大力赞助，包括零食饮品，幕布展

板，玩偶音响等活动礼品，同时每位同学还有班

级定制的印有“社科 MBA2018 级 3 班”字样的

纪念礼品，小小的礼品满含真情，愿同学们多年

后看到它还会想起曾经的社科美好生活。最后

活动在一片笑声和依依不舍中结束。

“恰同学少年”，再次回归校园生活，我们无

比珍惜这两年学习深造的机会，我们定当“像海

绵一样汲取知识”，学以致用，学有所得。我们在

收获了知识的同时也会重视友谊的建筑，道一声

“同学，你好”，愿友谊地久天长！

“展美好明天”，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

这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们

定将不负时代不辱使命，秉承“笃学、慎思、明辨、

尚行”的校训，放飞梦想，挥洒激情，探索真理，铸

造才华！ 图 5：游戏环节

 图 6：活动结束合影留念

 图 4：生日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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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院第八届 MBA 分会纳

新见面会顺利召开——暨我

院 历 届 MBA 分 会 主 席 与

MBA分会新成员见面会

秉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笃学、慎

思、明辨、尚行”的校训精神，更好发扬社科 MBA

团结进取、拼搏创新的优良精神及传统，加强

2018 级新生与往届学生会的沟通与交流。201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

生院）第八届 MBA 分会纳新见面会暨历届 MBA

分会主席与 MBA 分会新成员见面会在中国民航

管理干部学院教学楼第三会议室顺利召开。本

次见面会得到了各届主席及 2018 级同学的支

持和响应。参加本次见面会的有第二届 MBA 分

会主席王庆华、第三届 MBA 分会主席田宇然、第

五届 MBA 分会主席刘峰、第七届 MBA 分会主席

贾超、第八届 MBA 分会主席杨兵、第八届 MBA 分

会各部门副主席，以及 2017 级、2018 级部分同

学代表。本次会议由第八届 MBA 分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冷頔主持，第八届 MBA 分会主席团就各

部门职能做了介绍，现任 MBA 分会主席杨兵及

历届主席进行了精彩的分享及互动。

见面会上，第八届 MBA 分会各部门副主席表

达了对 MBA 分会新成员的欢迎，同时就各部门的

职能进行了说明，并总结了部门过去一年来活动

的开展情况，提出接下来的工作设想及期许。最

后也号召 2018 级新生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提高

在校感，为社科 MBA 发展献计献策。

图 1：会议现场

图 2：出席见面会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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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各届主席依次分享了在校期间的学

习、生活以及组织参加校内外活动等经验，并以自

身经验对学弟学妹们在校的学习、生活及工作提

出建议。提到的建议中无一不涉及到应珍惜学校

的机会及资源，培养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眼界，积极

参加活动扩展人脉等。

会议接近尾声，大家合影留念，社科 MBA 分

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通过历届主席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宝贵的从

业经验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在场同学触动很深，

并积极就自身工作、创业瓶颈、时间分配等问题

进行请教交流。

图 4：合影留念

图 3：MBA 分会新成员与 MBA 分会各届主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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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 院 MBA 足 球 队 在

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

足球赛中取得首胜
2018年10月21日晚上7点，2018M超联盟“精

英杯”新生足球赛 B 组第二轮的比赛在奥体中心

打响，我院 MBA 足球队以 4 比 1 战胜中国传媒大

学 MBA 足球队，取得小组首胜。

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足球赛是由 M

超联盟继北京高校商学院 M 超足球联赛后，为

2018 级新入学的 MBA、EMBA、MPA、MEM、MPAcc 等

专业硕士提供的足球交流平台。2018M 超联盟

“精英杯”新生足球赛（以下简称 M 超“精英杯”），

由北京高校 M 超联盟足球联赛组委会和清华大

学 MBA 足球俱乐部共同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院）MBA、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BA 和

北京师范大学 MBA 足球队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得

到了商客行、辛迪加体育、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

极客亮及悦来颐和的大力支持。赛事吸引了包括

国科大、清华、北大、社科大、北师大、外经贸、北

邮、北航、人大、农大、中传北京地区十一所高校

的十二支队伍参赛。

伴随着社科 MBA 啦啦队的热情欢呼声，我院

MBA 足球队队员依次入场，裁判一声哨响后，比赛

正式开始，双方进入了紧张的对战状态。对方队

员也欲欲跃试，几个攻防回合后，在 15 分钟左右

我队防守反击率先攻入一球，比分 1:0 ！顿时场

上士气高涨，队员配合协调有序。在社科啦啦队

的加油鼓劲下，比赛进行到 25 分钟时，积极的前

场反抢拿到了第二个进球！随后，中传 MBA 也随

即进了一球。上半场结束，我方 2:1 领先对手。

图 3：比赛瞬间

图 2：开场两队合影

图 1：2018M 超联盟“精英杯”新生足球赛参赛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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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场休息期间，我方队员布置了下半场的战

术安排。下半场比赛接踵而至，开场不久，我方球

员通过前场灵气十足的多人配合，打入第三粒进

球！此时比分已经到了 3:1 ！我方的优势也在逐

渐扩大。

场外啦啦队的欢呼声络绎不绝，大家都为越

来越近的胜利激动不已！之后我方进入防守阶

段，由于大比分的领先，队员在场上踢得更加从容

和自信，在比赛结束前 10分钟的时候，我方抓住

对手失误又进一球！最终以4:1的比分结束比赛，

金志勇和王路均梅开二度各自拿下两个精彩进

球。队内气氛活跃，队员们的紧密配合和相互信任

是此次取胜的关键因素，我院 MBA 同学间强大的

凝聚力是取得比赛胜利的关键，祝愿我院 MBA 足

球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再创佳绩！

M 超联盟 MSL

M 超联盟 MSL 由中国高校商学院 MBA 校友于

2013 年 12 月在京联合发起，以 MBA 为核心，面向

EMBA、MPA、MPAcc、MEM 等专业硕士人群，通过丰

富的主题活动和精彩的赛事呈现，全方位展示这

些专业硕士们崇尚“健康、家庭、事业”的精神风

貌和社会责任，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不断进取，

开拓创新，为实现资源的融合与共享而努力。

图 4：赛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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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 续 亚 沙，蓄 力 前

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第八届亚沙启动仪式

顺利召开
2018 年 10 月 27 日 16 点 30 分，第八届亚太

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启动会暨授旗仪式顺利召开。此次活动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 MBA 教育中心主办，MBA 分会、社科沙

鹰跑团承办，沙友齐聚一堂，共享经历，共叙沙 8。

本次启动仪式邀请了我院学生管理部吕世

亮老师，组委会代表王莉，沙 5 领队周龙环，沙 6

领队秦道锦、队长郭东、队员张莹，沙 7 领队张媛

媛及沙 7 队员，与同学们现场分享参与亚沙赛的

经验与收获。本次活动由沙 7 领队张媛媛主持。

社科亚沙薪火相传，新生力量蓄势待发。官方

宣传片讲述了亚沙文化，沙 7队员吴宇制作的沙 7

队员在赛前训练、出发和赛中的纪念视频更是点

燃了启动仪式的热情氛围。在烘托中，MBA 教育中

心吕世亮老师讲述了社科亚沙的参赛历史，分享

了参赛经验，同时表达了 MBA 教育中心对于沙 8

的期许。组委会代表王莉介绍了亚沙赛事情况，历

届亚沙赛的点滴记录，亚沙赛作为商学院第二课

堂，是 MBA 人送给自己的最好礼物，充分展示了亚

沙的魅力，使会场气氛达到高潮。

图 2：组委会王莉介绍亚沙赛事情况图 1：学生管理部吕世亮老师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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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5 领队周龙环、沙 6 领队秦道锦、沙 6 队

长郭东、沙7领队张媛媛及沙7队员杨兵、吴莹、

吴宇、李小娟等诸多沙友分享亚沙经验，为大家

加油鼓劲。MBA 分会主席杨兵作为沙 7 队员分

享宝贵经验的同时，表示出资支持沙 8 各项活

动顺利展开。

亚沙是一场挑战赛，更是一种精神，诸位沙

友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从赛事到情感，从装备到

训练，与在场的同学们交流着经验。虽然只是三

天的赛程，但却是一辈子忘不掉的大漠洗礼，每

一位参赛者背后都有一段难忘的故事，或内心

痛苦的挣扎过，或大家一起抱头痛哭过，但是谁

也不曾忘记那“一旦出发，必须到达！”的信念。

图 6： 沙 7队员杨兵分享心得图 3： 沙 5领队周龙环分享经验

图 5：沙 6队长郭东分享经验

图 4：沙 6领队秦道锦分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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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也许是一串脚印，但更是团队的互助与

个人的坚持。团队相互鼓励与坚持，社科的红色旗

帜，在终点闪耀着沙友们征战的光辉。时光荏苒，

沙 7未去，沙 8已来，今天沙友齐聚一堂，为的是

传承社科亚沙挑战赛的一种文化精神，这既是沙 8

启动活动，也是社科亚沙挑战赛的传承活动。每一

届社科 MBA 学子都热情参与赛事，在亚沙精神文

化的熏陶中，17、18 级学生热情高涨，积极参与到

启动仪式中来。

此次亚沙挑战赛队长为 17级和璇、杨官雨以

及 18级许艳垒、孙晓月。启动会最后，许艳垒和孙

晓月同学代表沙 8 团队从学长手中接过了沙 8 旗

帜，这意味着新一轮的亚沙训练即将开始。

亚沙历来受到学校重视，社科沙鹰跑团已经

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看着 17 级沙 7 队员吴宇

制作的比赛视频，那一幕幕震撼人心的赛程仿佛

就在眼前，听着那响亮的口号，心情为之感染，掌

声背后，是对亚沙活动的认可，是对沙 7 队员“一

旦出发，必须到达！”的钦佩，是对沙 8 的决心与

期待。

图 8： 全体参会人员合影留念

亚沙不仅是一次商学院的盛会，更是一次终

身难忘的旅程，沙 8是期待、是挑战、是考验，期待

更多的同学参与，相信社科学子定能完成挑战，凯

旋归来。

祝愿社科院研究生院 MBA 同学在沙 8 比赛中

勇夺沙鸥，收获一生沙友！图 7： 授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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