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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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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中心动态

一、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

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

赛圆满落幕
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案例

精英赛校园突围赛于 6 月 16 日在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卫星，中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联盟标准委员

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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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最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最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最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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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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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最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最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最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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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案例分析报告、校内大赛、案例的企业家点评案

例、精英赛培训指导讲座、参加全国案例大赛等8

个主要环节。案例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广大参赛队

员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拓展思维视野的机会，而

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校案例教学内容，让学生学

会从多视角思考企业现实存在的战略定位、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创新创业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断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现实问题的能力。

  

图 5：“独树一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

  

  图 7：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

  图 8：“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图 6：“白马非马“队、”八仙过海“队、”慎思明辨“队荣获三等奖 图 10：金志勇同学获得最有价值队员奖

图 11：全体参赛队员和评委合影留念

图 9：赵双双同学获最佳风采队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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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中心动态

一、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

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

赛圆满落幕
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案例

精英赛校园突围赛于 6 月 16 日在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卫星，中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联盟标准委员

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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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最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最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最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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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案例分析报告、校内大赛、案例的企业家点评案

例、精英赛培训指导讲座、参加全国案例大赛等8

个主要环节。案例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广大参赛队

员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拓展思维视野的机会，而

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校案例教学内容，让学生学

会从多视角思考企业现实存在的战略定位、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创新创业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断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现实问题的能力。

  

图 5：“独树一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

  

  图 7：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

  图 8：“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图 6：“白马非马“队、”八仙过海“队、”慎思明辨“队荣获三等奖 图 10：金志勇同学获得最有价值队员奖

图 11：全体参赛队员和评委合影留念

图 9：赵双双同学获最佳风采队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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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份成功都是梦想开出

的花——阿里巴巴参访心得

2019 年 6 月 5 日，有幸与来自美国杜兰大学

的 EMBA 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的师生一行 30 人前往阿里巴巴北

京总部参访。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全称为“阿里巴巴

北方运营中心”，是阿里巴巴“双中心”中的北部根

据地，于 2016 年落户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该中

心不仅是阿里巴巴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基础平台，也是阿里巴巴电

子商务、阿里健康、阿里音乐、互联网金融等相关

创新产业的运营基地。

首先，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为大

家讲解了阿里巴巴目前的发展态势和集团对于前

景的整体规划。其次他又详细地介绍了阿里云的

迅猛发展，业务覆盖了全球超过 18 个国家和地

区，涉及多个行业及领域，并一举成为奥运会官方

指定“云服务商”和“电子服务平台”。

从最初的电商企业到现在第三方支付巨头，

马云及阿里巴巴始终高举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的旗号，现如今阿里巴巴旗下业务主要包

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

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

服、菜鸟网络等。其年度盛会双十一钜惠也成了其

企业标志性活动之一，从 2014 年的 571 亿成交额

暴增至 2018 年的 2135 亿，发展迅猛。

在不停发展的阿里人心中，“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是最平凡又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在进入

展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标题。一

步步走来，阿里巴巴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初

心，从最初的 B2B、B2C 到现在的新零售领域，在我

们每个人身边，开创了更便捷的支付。天猫精灵的

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盒马”的问世让我们

知道原来网购远远不止于此。阿里巴巴涉猎了包

括零售、物流、支付等整个商业链条中的每一个关

键环节，但是却从未止步。“城市大脑”在杭州的运

行，给了我们关于大数据和云系统一个更直观的

体验，让曾经在科幻片中才能出现的种种场景都

突破了空间结界走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 1：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讲解中 图 2：阿里巴巴展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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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中心动态

一、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

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

赛圆满落幕
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案例

精英赛校园突围赛于 6 月 16 日在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卫星，中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联盟标准委员

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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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中心动态

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最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最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最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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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中心动态

写案例分析报告、校内大赛、案例的企业家点评案

例、精英赛培训指导讲座、参加全国案例大赛等8

个主要环节。案例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广大参赛队

员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拓展思维视野的机会，而

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校案例教学内容，让学生学

会从多视角思考企业现实存在的战略定位、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创新创业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断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现实问题的能力。

  

图 5：“独树一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

  

  图 7：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

  图 8：“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图 6：“白马非马“队、”八仙过海“队、”慎思明辨“队荣获三等奖 图 10：金志勇同学获得最有价值队员奖

图 11：全体参赛队员和评委合影留念

图 9：赵双双同学获最佳风采队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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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学生活动

一、每一份成功都是梦想开出

的花——阿里巴巴参访心得

2019 年 6 月 5 日，有幸与来自美国杜兰大学

的 EMBA 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的师生一行 30 人前往阿里巴巴北

京总部参访。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全称为“阿里巴巴

北方运营中心”，是阿里巴巴“双中心”中的北部根

据地，于 2016 年落户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该中

心不仅是阿里巴巴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基础平台，也是阿里巴巴电

子商务、阿里健康、阿里音乐、互联网金融等相关

创新产业的运营基地。

首先，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为大

家讲解了阿里巴巴目前的发展态势和集团对于前

景的整体规划。其次他又详细地介绍了阿里云的

迅猛发展，业务覆盖了全球超过 18 个国家和地

区，涉及多个行业及领域，并一举成为奥运会官方

指定“云服务商”和“电子服务平台”。

从最初的电商企业到现在第三方支付巨头，

马云及阿里巴巴始终高举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的旗号，现如今阿里巴巴旗下业务主要包

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

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

服、菜鸟网络等。其年度盛会双十一钜惠也成了其

企业标志性活动之一，从 2014 年的 571 亿成交额

暴增至 2018 年的 2135 亿，发展迅猛。

在不停发展的阿里人心中，“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是最平凡又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在进入

展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标题。一

步步走来，阿里巴巴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初

心，从最初的 B2B、B2C 到现在的新零售领域，在我

们每个人身边，开创了更便捷的支付。天猫精灵的

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盒马”的问世让我们

知道原来网购远远不止于此。阿里巴巴涉猎了包

括零售、物流、支付等整个商业链条中的每一个关

键环节，但是却从未止步。“城市大脑”在杭州的运

行，给了我们关于大数据和云系统一个更直观的

体验，让曾经在科幻片中才能出现的种种场景都

突破了空间结界走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 1：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讲解中 图 2：阿里巴巴展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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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学生活动

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去，努力总会有收获。

最后引用马云的一句话，由衷的感叹一句：“梦想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走出去的同时，阿里巴巴也一直在不停回头

自我审视，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内核变得更优秀。阿

里巴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保，节省能源资源。这

是本次参访对我比较大的一点触动，阿里巴巴利

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用并在业内提倡使用风力、太

阳能发电来达到环保目标，展现了新时代里一个

大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了解到马云于

1999 年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其初衷是想将互联

图 4：合影留念

网变成普惠大众、安全可靠的工具。随着业务的不

断扩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危机，阿里巴巴这

个由私人持股的草根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跨国集

团，现服务来自超过 2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

用户，其集团及关联公司在大中华地区、日本、韩

国、英国及美国 70多个城市共有 24000 多名员工。

图 3：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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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中心动态

一、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

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

赛圆满落幕
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案例

精英赛校园突围赛于 6 月 16 日在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卫星，中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联盟标准委员

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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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最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最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最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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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案例分析报告、校内大赛、案例的企业家点评案

例、精英赛培训指导讲座、参加全国案例大赛等8

个主要环节。案例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广大参赛队

员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拓展思维视野的机会，而

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校案例教学内容，让学生学

会从多视角思考企业现实存在的战略定位、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创新创业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断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现实问题的能力。

  

图 5：“独树一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

  

  图 7：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

  图 8：“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图 6：“白马非马“队、”八仙过海“队、”慎思明辨“队荣获三等奖 图 10：金志勇同学获得最有价值队员奖

图 11：全体参赛队员和评委合影留念

图 9：赵双双同学获最佳风采队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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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份成功都是梦想开出

的花——阿里巴巴参访心得

2019 年 6 月 5 日，有幸与来自美国杜兰大学

的 EMBA 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的师生一行 30 人前往阿里巴巴北

京总部参访。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全称为“阿里巴巴

北方运营中心”，是阿里巴巴“双中心”中的北部根

据地，于 2016 年落户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该中

心不仅是阿里巴巴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基础平台，也是阿里巴巴电

子商务、阿里健康、阿里音乐、互联网金融等相关

创新产业的运营基地。

首先，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为大

家讲解了阿里巴巴目前的发展态势和集团对于前

景的整体规划。其次他又详细地介绍了阿里云的

迅猛发展，业务覆盖了全球超过 18 个国家和地

区，涉及多个行业及领域，并一举成为奥运会官方

指定“云服务商”和“电子服务平台”。

从最初的电商企业到现在第三方支付巨头，

马云及阿里巴巴始终高举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的旗号，现如今阿里巴巴旗下业务主要包

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

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

服、菜鸟网络等。其年度盛会双十一钜惠也成了其

企业标志性活动之一，从 2014 年的 571 亿成交额

暴增至 2018 年的 2135 亿，发展迅猛。

在不停发展的阿里人心中，“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是最平凡又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在进入

展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标题。一

步步走来，阿里巴巴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初

心，从最初的 B2B、B2C 到现在的新零售领域，在我

们每个人身边，开创了更便捷的支付。天猫精灵的

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盒马”的问世让我们

知道原来网购远远不止于此。阿里巴巴涉猎了包

括零售、物流、支付等整个商业链条中的每一个关

键环节，但是却从未止步。“城市大脑”在杭州的运

行，给了我们关于大数据和云系统一个更直观的

体验，让曾经在科幻片中才能出现的种种场景都

突破了空间结界走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 1：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讲解中 图 2：阿里巴巴展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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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去，努力总会有收获。

最后引用马云的一句话，由衷的感叹一句：“梦想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走出去的同时，阿里巴巴也一直在不停回头

自我审视，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内核变得更优秀。阿

里巴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保，节省能源资源。这

是本次参访对我比较大的一点触动，阿里巴巴利

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用并在业内提倡使用风力、太

阳能发电来达到环保目标，展现了新时代里一个

大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了解到马云于

1999 年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其初衷是想将互联

图 4：合影留念

网变成普惠大众、安全可靠的工具。随着业务的不

断扩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危机，阿里巴巴这

个由私人持股的草根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跨国集

团，现服务来自超过 2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

用户，其集团及关联公司在大中华地区、日本、韩

国、英国及美国 70多个城市共有 24000 多名员工。

图 3：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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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科大 &北交大再度联袂

携手第四届亚太地区商学院

新疆挑战赛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第四届亚太地区

商学院新疆挑战赛（简称“亚新赛”）在新疆天山

天池顺利举行。本届亚新赛共有来自亚太地区

73 所院校的 65 支队伍参加，参赛人数首次突破

千人。亚新赛定位于商学院人群，以探寻西域文

化，倡导自然和谐与体育竞技相结合作为大赛的

赛事理念。亚新赛赛道基本覆盖了新疆除沙漠外

所有的地形地貌，既可领略草原丛林、戈壁峡谷，

又可领略天池风光、天山雪景，因而被誉为“商学

院最美越野跑赛道”，亚新赛也因此被称为“商学

院最美赛事”。

本届亚新赛，我校共组建了 14 人的（竞赛组

6 人，体验组 8 人）参赛队伍，我校与北京交通大

学继亚冰赛之后再度联袂，组成了“社交联队”，

携手参加了本届赛事。

比赛开始不久索尔巴斯陶就下起了小雨，加

上高海拔，天气湿冷无比，比赛难度陡然加大。但

联队队员们不畏艰难、冒雨前行。他们跑过蜿蜒向

上、一望无际的盘山公路，穿越浓雾弥漫、迂回曲

折的山间林路。他们在泥泞中爬过一座座山丘，越

过一片片草地，征服了陡峭的河谷、起伏的山丘，

探索索尔巴斯陶最天然最质朴的美。

6 月 8 日的比赛赛道位于天山天池，竞技组的

赛程是围绕天池一圈，360 度体验天池美景，体验

组则是选择天池最美的一段风景进行体验跑。比

赛日天气晴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迷人，而

我校竞技组的队员们，顾不上欣赏美景，沿着蜿蜒

向上的山路开始了第二天的赛程，他们一路奔跑，

向着终点迸发。

6月 7日的比赛赛道位于索尔巴斯陶，索尔巴

斯陶在哈萨克语中为“碱泉”的意思。深藏在天山

之中的索尔巴斯陶平均海拔 2400 多米，在 2700

米的高山之巅极目远眺，满目青翠。还可以一览天

格尔峰、博格达雪峰的雄姿靓颖，这些成就了索尔

巴斯陶的美名，其被称为“新疆最后一片净土”。

图 1: 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索尔巴斯陶起跑点合影

图 2：索尔巴斯陶盘山公路

图 3：队员们翻越索尔巴斯陶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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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

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

赛圆满落幕
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案例

精英赛校园突围赛于 6 月 16 日在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卫星，中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联盟标准委员

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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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最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最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最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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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案例分析报告、校内大赛、案例的企业家点评案

例、精英赛培训指导讲座、参加全国案例大赛等8

个主要环节。案例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广大参赛队

员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拓展思维视野的机会，而

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校案例教学内容，让学生学

会从多视角思考企业现实存在的战略定位、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创新创业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断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现实问题的能力。

  

图 5：“独树一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

  

  图 7：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

  图 8：“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图 6：“白马非马“队、”八仙过海“队、”慎思明辨“队荣获三等奖 图 10：金志勇同学获得最有价值队员奖

图 11：全体参赛队员和评委合影留念

图 9：赵双双同学获最佳风采队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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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份成功都是梦想开出

的花——阿里巴巴参访心得

2019 年 6 月 5 日，有幸与来自美国杜兰大学

的 EMBA 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的师生一行 30 人前往阿里巴巴北

京总部参访。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全称为“阿里巴巴

北方运营中心”，是阿里巴巴“双中心”中的北部根

据地，于 2016 年落户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该中

心不仅是阿里巴巴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基础平台，也是阿里巴巴电

子商务、阿里健康、阿里音乐、互联网金融等相关

创新产业的运营基地。

首先，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为大

家讲解了阿里巴巴目前的发展态势和集团对于前

景的整体规划。其次他又详细地介绍了阿里云的

迅猛发展，业务覆盖了全球超过 18 个国家和地

区，涉及多个行业及领域，并一举成为奥运会官方

指定“云服务商”和“电子服务平台”。

从最初的电商企业到现在第三方支付巨头，

马云及阿里巴巴始终高举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的旗号，现如今阿里巴巴旗下业务主要包

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

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

服、菜鸟网络等。其年度盛会双十一钜惠也成了其

企业标志性活动之一，从 2014 年的 571 亿成交额

暴增至 2018 年的 2135 亿，发展迅猛。

在不停发展的阿里人心中，“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是最平凡又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在进入

展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标题。一

步步走来，阿里巴巴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初

心，从最初的 B2B、B2C 到现在的新零售领域，在我

们每个人身边，开创了更便捷的支付。天猫精灵的

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盒马”的问世让我们

知道原来网购远远不止于此。阿里巴巴涉猎了包

括零售、物流、支付等整个商业链条中的每一个关

键环节，但是却从未止步。“城市大脑”在杭州的运

行，给了我们关于大数据和云系统一个更直观的

体验，让曾经在科幻片中才能出现的种种场景都

突破了空间结界走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 1：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讲解中 图 2：阿里巴巴展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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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去，努力总会有收获。

最后引用马云的一句话，由衷的感叹一句：“梦想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走出去的同时，阿里巴巴也一直在不停回头

自我审视，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内核变得更优秀。阿

里巴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保，节省能源资源。这

是本次参访对我比较大的一点触动，阿里巴巴利

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用并在业内提倡使用风力、太

阳能发电来达到环保目标，展现了新时代里一个

大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了解到马云于

1999 年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其初衷是想将互联

图 4：合影留念

网变成普惠大众、安全可靠的工具。随着业务的不

断扩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危机，阿里巴巴这

个由私人持股的草根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跨国集

团，现服务来自超过 2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

用户，其集团及关联公司在大中华地区、日本、韩

国、英国及美国 70多个城市共有 24000 多名员工。

图 3：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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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科大 &北交大再度联袂

携手第四届亚太地区商学院

新疆挑战赛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第四届亚太地区

商学院新疆挑战赛（简称“亚新赛”）在新疆天山

天池顺利举行。本届亚新赛共有来自亚太地区

73 所院校的 65 支队伍参加，参赛人数首次突破

千人。亚新赛定位于商学院人群，以探寻西域文

化，倡导自然和谐与体育竞技相结合作为大赛的

赛事理念。亚新赛赛道基本覆盖了新疆除沙漠外

所有的地形地貌，既可领略草原丛林、戈壁峡谷，

又可领略天池风光、天山雪景，因而被誉为“商学

院最美越野跑赛道”，亚新赛也因此被称为“商学

院最美赛事”。

本届亚新赛，我校共组建了 14 人的（竞赛组

6 人，体验组 8 人）参赛队伍，我校与北京交通大

学继亚冰赛之后再度联袂，组成了“社交联队”，

携手参加了本届赛事。

比赛开始不久索尔巴斯陶就下起了小雨，加

上高海拔，天气湿冷无比，比赛难度陡然加大。但

联队队员们不畏艰难、冒雨前行。他们跑过蜿蜒向

上、一望无际的盘山公路，穿越浓雾弥漫、迂回曲

折的山间林路。他们在泥泞中爬过一座座山丘，越

过一片片草地，征服了陡峭的河谷、起伏的山丘，

探索索尔巴斯陶最天然最质朴的美。

6 月 8 日的比赛赛道位于天山天池，竞技组的

赛程是围绕天池一圈，360 度体验天池美景，体验

组则是选择天池最美的一段风景进行体验跑。比

赛日天气晴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迷人，而

我校竞技组的队员们，顾不上欣赏美景，沿着蜿蜒

向上的山路开始了第二天的赛程，他们一路奔跑，

向着终点迸发。

6月 7日的比赛赛道位于索尔巴斯陶，索尔巴

斯陶在哈萨克语中为“碱泉”的意思。深藏在天山

之中的索尔巴斯陶平均海拔 2400 多米，在 2700

米的高山之巅极目远眺，满目青翠。还可以一览天

格尔峰、博格达雪峰的雄姿靓颖，这些成就了索尔

巴斯陶的美名，其被称为“新疆最后一片净土”。

图 1: 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索尔巴斯陶起跑点合影

图 2：索尔巴斯陶盘山公路

图 3：队员们翻越索尔巴斯陶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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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天山天池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天池

湖面呈半月形，长 3400 米，最宽处约 1500 米。湖

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

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挺拔苍翠的云杉、塔

松漫山遍岭、遮天蔽日。天池东南面就是雄伟的博

格达主峰 (蒙古语“博格达”，意为灵山、圣山 )海

拔达 5445 米，主峰左右又有两峰相连。抬头远眺，

三峰并起、突兀插云、状如笔架。

天山天池的赛道补给也更加丰富多彩，包括

功能饮料、新疆红枣、巴旦木、黑加仑、葡萄干、椰

枣、无花果干、圣女果、黄瓜、哈密瓜、西瓜、酸奶、

新疆特色囊，最强补给比赛，果然名不虚传。

6 月 9 日上午，经过一夜的休整，在新疆大剧

院观看了最具新疆特色的实景演出《千回西域》。

大气磅礴的舞台、似真似幻的布景、精美绝伦的

服装、优美激情的舞蹈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

兴衰和新疆历史文化的变迁。演出结束，本次亚

新赛在“天山 50、明年再见”中落下帷幕。

本次亚新赛赛道难度很大，很多没有参加过

越野赛的同学不适应大幅度上升和下降的赛道，

出现了很多伤病问题。张安灏同学平时训练认真

系统，在本次亚新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常

参加马拉松的李博同学在第二天最后三公里（一

路下坡）冲刺阶段，由于膝盖旧伤复发，他强忍疼

痛，奋力冲刺到终点；第一次参赛的梁烁同学因

为第一天的比赛太拼，导致第二天出现了伤病，

剧烈的伤病疼痛让他遗憾退赛；领队李文宁为

了保证竞赛组女队员张玉霄安全完赛，放弃了个

人成绩，体现了我校团结的比赛精神；方少坡同

学带病参赛；范洪霞因伤退赛的情况下仍坚持

走完三个打卡点；张玉霄同学在比赛超时不能

有效完赛的情况下，仍坚持走完全程。所有的一

切都体现了我校代表队“一旦出发，必须到达”的

社科沙鹰精神。竞技组队员们的拼搏故事令人动

图 6：新疆大剧院《千回西域》实景演出

图 4：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天山天池起跑点合影

图 5：天池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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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

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

赛圆满落幕
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案例

精英赛校园突围赛于 6 月 16 日在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卫星，中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联盟标准委员

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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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最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最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最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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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案例分析报告、校内大赛、案例的企业家点评案

例、精英赛培训指导讲座、参加全国案例大赛等8

个主要环节。案例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广大参赛队

员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拓展思维视野的机会，而

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校案例教学内容，让学生学

会从多视角思考企业现实存在的战略定位、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创新创业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断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现实问题的能力。

  

图 5：“独树一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

  

  图 7：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

  图 8：“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图 6：“白马非马“队、”八仙过海“队、”慎思明辨“队荣获三等奖 图 10：金志勇同学获得最有价值队员奖

图 11：全体参赛队员和评委合影留念

图 9：赵双双同学获最佳风采队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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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份成功都是梦想开出

的花——阿里巴巴参访心得

2019 年 6 月 5 日，有幸与来自美国杜兰大学

的 EMBA 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的师生一行 30 人前往阿里巴巴北

京总部参访。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全称为“阿里巴巴

北方运营中心”，是阿里巴巴“双中心”中的北部根

据地，于 2016 年落户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该中

心不仅是阿里巴巴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基础平台，也是阿里巴巴电

子商务、阿里健康、阿里音乐、互联网金融等相关

创新产业的运营基地。

首先，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为大

家讲解了阿里巴巴目前的发展态势和集团对于前

景的整体规划。其次他又详细地介绍了阿里云的

迅猛发展，业务覆盖了全球超过 18 个国家和地

区，涉及多个行业及领域，并一举成为奥运会官方

指定“云服务商”和“电子服务平台”。

从最初的电商企业到现在第三方支付巨头，

马云及阿里巴巴始终高举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的旗号，现如今阿里巴巴旗下业务主要包

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

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

服、菜鸟网络等。其年度盛会双十一钜惠也成了其

企业标志性活动之一，从 2014 年的 571 亿成交额

暴增至 2018 年的 2135 亿，发展迅猛。

在不停发展的阿里人心中，“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是最平凡又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在进入

展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标题。一

步步走来，阿里巴巴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初

心，从最初的 B2B、B2C 到现在的新零售领域，在我

们每个人身边，开创了更便捷的支付。天猫精灵的

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盒马”的问世让我们

知道原来网购远远不止于此。阿里巴巴涉猎了包

括零售、物流、支付等整个商业链条中的每一个关

键环节，但是却从未止步。“城市大脑”在杭州的运

行，给了我们关于大数据和云系统一个更直观的

体验，让曾经在科幻片中才能出现的种种场景都

突破了空间结界走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 1：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讲解中 图 2：阿里巴巴展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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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去，努力总会有收获。

最后引用马云的一句话，由衷的感叹一句：“梦想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走出去的同时，阿里巴巴也一直在不停回头

自我审视，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内核变得更优秀。阿

里巴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保，节省能源资源。这

是本次参访对我比较大的一点触动，阿里巴巴利

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用并在业内提倡使用风力、太

阳能发电来达到环保目标，展现了新时代里一个

大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了解到马云于

1999 年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其初衷是想将互联

图 4：合影留念

网变成普惠大众、安全可靠的工具。随着业务的不

断扩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危机，阿里巴巴这

个由私人持股的草根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跨国集

团，现服务来自超过 2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

用户，其集团及关联公司在大中华地区、日本、韩

国、英国及美国 70多个城市共有 24000 多名员工。

图 3：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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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科大 &北交大再度联袂

携手第四届亚太地区商学院

新疆挑战赛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第四届亚太地区

商学院新疆挑战赛（简称“亚新赛”）在新疆天山

天池顺利举行。本届亚新赛共有来自亚太地区

73 所院校的 65 支队伍参加，参赛人数首次突破

千人。亚新赛定位于商学院人群，以探寻西域文

化，倡导自然和谐与体育竞技相结合作为大赛的

赛事理念。亚新赛赛道基本覆盖了新疆除沙漠外

所有的地形地貌，既可领略草原丛林、戈壁峡谷，

又可领略天池风光、天山雪景，因而被誉为“商学

院最美越野跑赛道”，亚新赛也因此被称为“商学

院最美赛事”。

本届亚新赛，我校共组建了 14 人的（竞赛组

6 人，体验组 8 人）参赛队伍，我校与北京交通大

学继亚冰赛之后再度联袂，组成了“社交联队”，

携手参加了本届赛事。

比赛开始不久索尔巴斯陶就下起了小雨，加

上高海拔，天气湿冷无比，比赛难度陡然加大。但

联队队员们不畏艰难、冒雨前行。他们跑过蜿蜒向

上、一望无际的盘山公路，穿越浓雾弥漫、迂回曲

折的山间林路。他们在泥泞中爬过一座座山丘，越

过一片片草地，征服了陡峭的河谷、起伏的山丘，

探索索尔巴斯陶最天然最质朴的美。

6 月 8 日的比赛赛道位于天山天池，竞技组的

赛程是围绕天池一圈，360 度体验天池美景，体验

组则是选择天池最美的一段风景进行体验跑。比

赛日天气晴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迷人，而

我校竞技组的队员们，顾不上欣赏美景，沿着蜿蜒

向上的山路开始了第二天的赛程，他们一路奔跑，

向着终点迸发。

6月 7日的比赛赛道位于索尔巴斯陶，索尔巴

斯陶在哈萨克语中为“碱泉”的意思。深藏在天山

之中的索尔巴斯陶平均海拔 2400 多米，在 2700

米的高山之巅极目远眺，满目青翠。还可以一览天

格尔峰、博格达雪峰的雄姿靓颖，这些成就了索尔

巴斯陶的美名，其被称为“新疆最后一片净土”。

图 1: 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索尔巴斯陶起跑点合影

图 2：索尔巴斯陶盘山公路

图 3：队员们翻越索尔巴斯陶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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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天山天池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天池

湖面呈半月形，长 3400 米，最宽处约 1500 米。湖

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

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挺拔苍翠的云杉、塔

松漫山遍岭、遮天蔽日。天池东南面就是雄伟的博

格达主峰 (蒙古语“博格达”，意为灵山、圣山 )海

拔达 5445 米，主峰左右又有两峰相连。抬头远眺，

三峰并起、突兀插云、状如笔架。

天山天池的赛道补给也更加丰富多彩，包括

功能饮料、新疆红枣、巴旦木、黑加仑、葡萄干、椰

枣、无花果干、圣女果、黄瓜、哈密瓜、西瓜、酸奶、

新疆特色囊，最强补给比赛，果然名不虚传。

6 月 9 日上午，经过一夜的休整，在新疆大剧

院观看了最具新疆特色的实景演出《千回西域》。

大气磅礴的舞台、似真似幻的布景、精美绝伦的

服装、优美激情的舞蹈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

兴衰和新疆历史文化的变迁。演出结束，本次亚

新赛在“天山 50、明年再见”中落下帷幕。

本次亚新赛赛道难度很大，很多没有参加过

越野赛的同学不适应大幅度上升和下降的赛道，

出现了很多伤病问题。张安灏同学平时训练认真

系统，在本次亚新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常

参加马拉松的李博同学在第二天最后三公里（一

路下坡）冲刺阶段，由于膝盖旧伤复发，他强忍疼

痛，奋力冲刺到终点；第一次参赛的梁烁同学因

为第一天的比赛太拼，导致第二天出现了伤病，

剧烈的伤病疼痛让他遗憾退赛；领队李文宁为

了保证竞赛组女队员张玉霄安全完赛，放弃了个

人成绩，体现了我校团结的比赛精神；方少坡同

学带病参赛；范洪霞因伤退赛的情况下仍坚持

走完三个打卡点；张玉霄同学在比赛超时不能

有效完赛的情况下，仍坚持走完全程。所有的一

切都体现了我校代表队“一旦出发，必须到达”的

社科沙鹰精神。竞技组队员们的拼搏故事令人动

图 6：新疆大剧院《千回西域》实景演出

图 4：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天山天池起跑点合影

图 5：天池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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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体验组的周晔、张晓瑜、范妍、何星坤、庞昕

泰、陈明宇、蔡艳富等同学，扛着社科的大旗奔跑

在赛道上，并且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完赛，更体现

了大家团结一致的精神。

虽然本届亚新赛没有拿到全员完赛的“耿

恭奖”，但团队（社交联队）还是取得了第 15 名

的成绩，这个成绩是由队员们努力拼搏得来的。

为了一个共同的竞技目标，社科大 & 北交大联

队队员一致约定明年再战，再次向“耿恭奖”发

起冲击 !

张安灏同学表示，本次比赛收获更多的是认

识自我后的重新出发，结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

曾经携手，一起拼了一场最美赛道、最虐之赛事。

那些过往的遗憾、风雨中的前行、潺潺流水触动

的心弦将是最美的记忆，伴随我们余生。记得最

美的你、最拼的你和一路前行的你！

没有理想，何必远方。当初的梦怎能遗忘，勇

敢是唯一的希望，即使已满身是伤，却依然相信

坚持的力量！

图 8：第四届亚新赛完赛纪念奖牌

图 7：身穿红蓝马甲的社科大亚新赛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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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

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

赛圆满落幕
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案例

精英赛校园突围赛于 6 月 16 日在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卫星，中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联盟标准委员

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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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 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 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 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05

六月份中心动态

写案例分析报告、校内大赛、案例的企业家点评案

例、精英赛培训指导讲座、参加全国案例大赛等8

个主要环节。案例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广大参赛队

员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拓展思维视野的机会，而

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校案例教学内容，让学生学

会从多视角思考企业现实存在的战略定位、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创新创业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断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现实问题的能力。

  

图 5：“独树一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

  

  图 7：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

  图 8：“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图 6：“白马非马“队、”八仙过海“队、”慎思明辨“队荣获三等奖 图 10：金志勇同学获得最有价值队员奖

图 11：全体参赛队员和评委合影留念

图 9：赵双双同学获最佳风采队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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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份成功都是梦想开出

的花——阿里巴巴参访心得

2019 年 6 月 5 日，有幸与来自美国杜兰大学

的 EMBA 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的师生一行 30 人前往阿里巴巴北

京总部参访。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全称为“阿里巴巴

北方运营中心”，是阿里巴巴“双中心”中的北部根

据地，于 2016 年落户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该中

心不仅是阿里巴巴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基础平台，也是阿里巴巴电

子商务、阿里健康、阿里音乐、互联网金融等相关

创新产业的运营基地。

首先，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为大

家讲解了阿里巴巴目前的发展态势和集团对于前

景的整体规划。其次他又详细地介绍了阿里云的

迅猛发展，业务覆盖了全球超过 18 个国家和地

区，涉及多个行业及领域，并一举成为奥运会官方

指定“云服务商”和“电子服务平台”。

从 初的电商企业到现在第三方支付巨头，

马云及阿里巴巴始终高举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的旗号，现如今阿里巴巴旗下业务主要包

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

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

服、菜鸟网络等。其年度盛会双十一钜惠也成了其

企业标志性活动之一，从 2014 年的 571 亿成交额

暴增至 2018 年的 2135 亿，发展迅猛。

在不停发展的阿里人心中，“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是 平凡又 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在进入

展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标题。一

步步走来，阿里巴巴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初

心，从 初的 B2B、B2C 到现在的新零售领域，在我

们每个人身边，开创了更便捷的支付。天猫精灵的

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盒马”的问世让我们

知道原来网购远远不止于此。阿里巴巴涉猎了包

括零售、物流、支付等整个商业链条中的每一个关

键环节，但是却从未止步。“城市大脑”在杭州的运

行，给了我们关于大数据和云系统一个更直观的

体验，让曾经在科幻片中才能出现的种种场景都

突破了空间结界走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 1：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讲解中 图 2：阿里巴巴展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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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去，努力总会有收获。

后引用马云的一句话，由衷的感叹一句：“梦想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走出去的同时，阿里巴巴也一直在不停回头

自我审视，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内核变得更优秀。阿

里巴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保，节省能源资源。这

是本次参访对我比较大的一点触动，阿里巴巴利

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用并在业内提倡使用风力、太

阳能发电来达到环保目标，展现了新时代里一个

大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了解到马云于

1999 年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其初衷是想将互联

图 4：合影留念

网变成普惠大众、安全可靠的工具。随着业务的不

断扩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危机，阿里巴巴这

个由私人持股的草根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跨国集

团，现服务来自超过 2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

用户，其集团及关联公司在大中华地区、日本、韩

国、英国及美国 70多个城市共有 24000 多名员工。

图 3：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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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科大 &北交大再度联袂

携手第四届亚太地区商学院

新疆挑战赛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第四届亚太地区

商学院新疆挑战赛（简称“亚新赛”）在新疆天山

天池顺利举行。本届亚新赛共有来自亚太地区

73 所院校的 65 支队伍参加，参赛人数首次突破

千人。亚新赛定位于商学院人群，以探寻西域文

化，倡导自然和谐与体育竞技相结合作为大赛的

赛事理念。亚新赛赛道基本覆盖了新疆除沙漠外

所有的地形地貌，既可领略草原丛林、戈壁峡谷，

又可领略天池风光、天山雪景，因而被誉为“商学

院 美越野跑赛道”，亚新赛也因此被称为“商学

院 美赛事”。

本届亚新赛，我校共组建了 14 人的（竞赛组

6 人，体验组 8 人）参赛队伍，我校与北京交通大

学继亚冰赛之后再度联袂，组成了“社交联队”，

携手参加了本届赛事。

比赛开始不久索尔巴斯陶就下起了小雨，加

上高海拔，天气湿冷无比，比赛难度陡然加大。但

联队队员们不畏艰难、冒雨前行。他们跑过蜿蜒向

上、一望无际的盘山公路，穿越浓雾弥漫、迂回曲

折的山间林路。他们在泥泞中爬过一座座山丘，越

过一片片草地，征服了陡峭的河谷、起伏的山丘，

探索索尔巴斯陶 天然 质朴的美。

6 月 8 日的比赛赛道位于天山天池，竞技组的

赛程是围绕天池一圈，360 度体验天池美景，体验

组则是选择天池 美的一段风景进行体验跑。比

赛日天气晴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迷人，而

我校竞技组的队员们，顾不上欣赏美景，沿着蜿蜒

向上的山路开始了第二天的赛程，他们一路奔跑，

向着终点迸发。

6月 7日的比赛赛道位于索尔巴斯陶，索尔巴

斯陶在哈萨克语中为“碱泉”的意思。深藏在天山

之中的索尔巴斯陶平均海拔 2400 多米，在 2700

米的高山之巅极目远眺，满目青翠。还可以一览天

格尔峰、博格达雪峰的雄姿靓颖，这些成就了索尔

巴斯陶的美名，其被称为“新疆 后一片净土”。

图 1: 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索尔巴斯陶起跑点合影

图 2：索尔巴斯陶盘山公路

图 3：队员们翻越索尔巴斯陶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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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天山天池是一年中 美的季节。天池

湖面呈半月形，长 3400 米， 宽处约 1500 米。湖

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

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挺拔苍翠的云杉、塔

松漫山遍岭、遮天蔽日。天池东南面就是雄伟的博

格达主峰 (蒙古语“博格达”，意为灵山、圣山 )海

拔达 5445 米，主峰左右又有两峰相连。抬头远眺，

三峰并起、突兀插云、状如笔架。

天山天池的赛道补给也更加丰富多彩，包括

功能饮料、新疆红枣、巴旦木、黑加仑、葡萄干、椰

枣、无花果干、圣女果、黄瓜、哈密瓜、西瓜、酸奶、

新疆特色囊， 强补给比赛，果然名不虚传。

6 月 9 日上午，经过一夜的休整，在新疆大剧

院观看了 具新疆特色的实景演出《千回西域》。

大气磅礴的舞台、似真似幻的布景、精美绝伦的

服装、优美激情的舞蹈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

兴衰和新疆历史文化的变迁。演出结束，本次亚

新赛在“天山 50、明年再见”中落下帷幕。

本次亚新赛赛道难度很大，很多没有参加过

越野赛的同学不适应大幅度上升和下降的赛道，

出现了很多伤病问题。张安灏同学平时训练认真

系统，在本次亚新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常

参加马拉松的李博同学在第二天 后三公里（一

路下坡）冲刺阶段，由于膝盖旧伤复发，他强忍疼

痛，奋力冲刺到终点；第一次参赛的梁烁同学因

为第一天的比赛太拼，导致第二天出现了伤病，

剧烈的伤病疼痛让他遗憾退赛；领队李文宁为

了保证竞赛组女队员张玉霄安全完赛，放弃了个

人成绩，体现了我校团结的比赛精神；方少坡同

学带病参赛；范洪霞因伤退赛的情况下仍坚持

走完三个打卡点；张玉霄同学在比赛超时不能

有效完赛的情况下，仍坚持走完全程。所有的一

切都体现了我校代表队“一旦出发，必须到达”的

社科沙鹰精神。竞技组队员们的拼搏故事令人动

图 6：新疆大剧院《千回西域》实景演出

图 4：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天山天池起跑点合影

图 5：天池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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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体验组的周晔、张晓瑜、范妍、何星坤、庞昕

泰、陈明宇、蔡艳富等同学，扛着社科的大旗奔跑

在赛道上，并且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完赛，更体现

了大家团结一致的精神。

虽然本届亚新赛没有拿到全员完赛的“耿

恭奖”，但团队（社交联队）还是取得了第 15 名

的成绩，这个成绩是由队员们努力拼搏得来的。

为了一个共同的竞技目标，社科大 & 北交大联

队队员一致约定明年再战，再次向“耿恭奖”发

起冲击 !

张安灏同学表示，本次比赛收获更多的是认

识自我后的重新出发，结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

曾经携手，一起拼了一场 美赛道、 虐之赛事。

那些过往的遗憾、风雨中的前行、潺潺流水触动

的心弦将是 美的记忆，伴随我们余生。记得

美的你、 拼的你和一路前行的你！

没有理想，何必远方。当初的梦怎能遗忘，勇

敢是唯一的希望，即使已满身是伤，却依然相信

坚持的力量！

图 8：第四届亚新赛完赛纪念奖牌

图 7：身穿红蓝马甲的社科大亚新赛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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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校 MBA 足球队取得

2019 年 M 超足球联赛淘汰赛

首轮胜利
2019年 6月 12日下午六点半，我校 MBA足球

队在奥体中心公园 3 号场地迎来 2019 年 M 超足球

联赛淘汰赛首轮的比赛，对手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MBA 足球队。经过一番跌宕起伏的角逐， 终我校

MBA 足球队以 4:3 的比分惊险取胜，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第 20 分钟造成对方禁区内手球犯规，随后我方队

员罚进点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 2球。上半场结束

前对方抓住机会扳回一球。上半场比赛结束，我方

以 2:1 领先对手。

为了应对残酷的淘汰赛，我校 MBA 足球队队

员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在本场比赛开赛前，队员们

就提早来到了比赛场地，在骄阳下的球场上进行

着热身训练。本场比赛一开始双方球员就快速地

进入了比赛状态。开场后第 7分钟，我方 9号队员

韩杜新禁区线前沿接 10 号队员金志勇的传球，转

身抽射进球，将比分改写为 1:0。进球之后我方队

员士气大振，进攻中多次威胁到对方的禁区，并在

下半场的比赛风云突变，开场仅 2 分钟，对

方就借助反击机会扳平了比分。比分被追平后，

我方队员略显急躁，在下半场进行到第 15 分钟

时，我方防守失误送给对手一粒点球，对手罚进

点球之后，将比分反超为 3:2。

真是祸不单行，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我方

队长 30 号张强在回防的过程中不慎拉伤大腿，

无法坚持比赛被替换下场，在受伤下场时还不忘

为大家布置战术，鼓舞大家的士气。随后的比赛

中，我方队员鼓足勇气，通过不断的进攻配合，由

我方 9 号队员韩杜新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0

分钟时扳平比分。随后，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5 分钟时我方通过任意球绝杀了对手。 终我校

MBA足球队凭借9号韩杜新的帽子戏法绝杀对手，

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图 2：我方球员主罚点球

图 1：赛前球员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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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中心动态

一、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

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

赛圆满落幕
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案例

精英赛校园突围赛于 6 月 16 日在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卫星，中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联盟标准委员

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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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 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 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 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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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案例分析报告、校内大赛、案例的企业家点评案

例、精英赛培训指导讲座、参加全国案例大赛等8

个主要环节。案例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广大参赛队

员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拓展思维视野的机会，而

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校案例教学内容，让学生学

会从多视角思考企业现实存在的战略定位、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创新创业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断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现实问题的能力。

  

图 5：“独树一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

  

  图 7：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

  图 8：“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图 6：“白马非马“队、”八仙过海“队、”慎思明辨“队荣获三等奖 图 10：金志勇同学获得最有价值队员奖

图 11：全体参赛队员和评委合影留念

图 9：赵双双同学获最佳风采队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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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份成功都是梦想开出

的花——阿里巴巴参访心得

2019 年 6 月 5 日，有幸与来自美国杜兰大学

的 EMBA 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的师生一行 30 人前往阿里巴巴北

京总部参访。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全称为“阿里巴巴

北方运营中心”，是阿里巴巴“双中心”中的北部根

据地，于 2016 年落户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该中

心不仅是阿里巴巴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基础平台，也是阿里巴巴电

子商务、阿里健康、阿里音乐、互联网金融等相关

创新产业的运营基地。

首先，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为大

家讲解了阿里巴巴目前的发展态势和集团对于前

景的整体规划。其次他又详细地介绍了阿里云的

迅猛发展，业务覆盖了全球超过 18 个国家和地

区，涉及多个行业及领域，并一举成为奥运会官方

指定“云服务商”和“电子服务平台”。

从 初的电商企业到现在第三方支付巨头，

马云及阿里巴巴始终高举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的旗号，现如今阿里巴巴旗下业务主要包

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

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

服、菜鸟网络等。其年度盛会双十一钜惠也成了其

企业标志性活动之一，从 2014 年的 571 亿成交额

暴增至 2018 年的 2135 亿，发展迅猛。

在不停发展的阿里人心中，“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是 平凡又 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在进入

展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标题。一

步步走来，阿里巴巴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初

心，从 初的 B2B、B2C 到现在的新零售领域，在我

们每个人身边，开创了更便捷的支付。天猫精灵的

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盒马”的问世让我们

知道原来网购远远不止于此。阿里巴巴涉猎了包

括零售、物流、支付等整个商业链条中的每一个关

键环节，但是却从未止步。“城市大脑”在杭州的运

行，给了我们关于大数据和云系统一个更直观的

体验，让曾经在科幻片中才能出现的种种场景都

突破了空间结界走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 1：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讲解中 图 2：阿里巴巴展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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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去，努力总会有收获。

后引用马云的一句话，由衷的感叹一句：“梦想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走出去的同时，阿里巴巴也一直在不停回头

自我审视，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内核变得更优秀。阿

里巴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保，节省能源资源。这

是本次参访对我比较大的一点触动，阿里巴巴利

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用并在业内提倡使用风力、太

阳能发电来达到环保目标，展现了新时代里一个

大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了解到马云于

1999 年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其初衷是想将互联

图 4：合影留念

网变成普惠大众、安全可靠的工具。随着业务的不

断扩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危机，阿里巴巴这

个由私人持股的草根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跨国集

团，现服务来自超过 2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

用户，其集团及关联公司在大中华地区、日本、韩

国、英国及美国 70多个城市共有 24000 多名员工。

图 3：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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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科大 &北交大再度联袂

携手第四届亚太地区商学院

新疆挑战赛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第四届亚太地区

商学院新疆挑战赛（简称“亚新赛”）在新疆天山

天池顺利举行。本届亚新赛共有来自亚太地区

73 所院校的 65 支队伍参加，参赛人数首次突破

千人。亚新赛定位于商学院人群，以探寻西域文

化，倡导自然和谐与体育竞技相结合作为大赛的

赛事理念。亚新赛赛道基本覆盖了新疆除沙漠外

所有的地形地貌，既可领略草原丛林、戈壁峡谷，

又可领略天池风光、天山雪景，因而被誉为“商学

院 美越野跑赛道”，亚新赛也因此被称为“商学

院 美赛事”。

本届亚新赛，我校共组建了 14 人的（竞赛组

6 人，体验组 8 人）参赛队伍，我校与北京交通大

学继亚冰赛之后再度联袂，组成了“社交联队”，

携手参加了本届赛事。

比赛开始不久索尔巴斯陶就下起了小雨，加

上高海拔，天气湿冷无比，比赛难度陡然加大。但

联队队员们不畏艰难、冒雨前行。他们跑过蜿蜒向

上、一望无际的盘山公路，穿越浓雾弥漫、迂回曲

折的山间林路。他们在泥泞中爬过一座座山丘，越

过一片片草地，征服了陡峭的河谷、起伏的山丘，

探索索尔巴斯陶 天然 质朴的美。

6 月 8 日的比赛赛道位于天山天池，竞技组的

赛程是围绕天池一圈，360 度体验天池美景，体验

组则是选择天池 美的一段风景进行体验跑。比

赛日天气晴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迷人，而

我校竞技组的队员们，顾不上欣赏美景，沿着蜿蜒

向上的山路开始了第二天的赛程，他们一路奔跑，

向着终点迸发。

6月 7日的比赛赛道位于索尔巴斯陶，索尔巴

斯陶在哈萨克语中为“碱泉”的意思。深藏在天山

之中的索尔巴斯陶平均海拔 2400 多米，在 2700

米的高山之巅极目远眺，满目青翠。还可以一览天

格尔峰、博格达雪峰的雄姿靓颖，这些成就了索尔

巴斯陶的美名，其被称为“新疆 后一片净土”。

图 1: 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索尔巴斯陶起跑点合影

图 2：索尔巴斯陶盘山公路

图 3：队员们翻越索尔巴斯陶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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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天山天池是一年中 美的季节。天池

湖面呈半月形，长 3400 米， 宽处约 1500 米。湖

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

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挺拔苍翠的云杉、塔

松漫山遍岭、遮天蔽日。天池东南面就是雄伟的博

格达主峰 (蒙古语“博格达”，意为灵山、圣山 )海

拔达 5445 米，主峰左右又有两峰相连。抬头远眺，

三峰并起、突兀插云、状如笔架。

天山天池的赛道补给也更加丰富多彩，包括

功能饮料、新疆红枣、巴旦木、黑加仑、葡萄干、椰

枣、无花果干、圣女果、黄瓜、哈密瓜、西瓜、酸奶、

新疆特色囊， 强补给比赛，果然名不虚传。

6 月 9 日上午，经过一夜的休整，在新疆大剧

院观看了 具新疆特色的实景演出《千回西域》。

大气磅礴的舞台、似真似幻的布景、精美绝伦的

服装、优美激情的舞蹈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

兴衰和新疆历史文化的变迁。演出结束，本次亚

新赛在“天山 50、明年再见”中落下帷幕。

本次亚新赛赛道难度很大，很多没有参加过

越野赛的同学不适应大幅度上升和下降的赛道，

出现了很多伤病问题。张安灏同学平时训练认真

系统，在本次亚新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常

参加马拉松的李博同学在第二天 后三公里（一

路下坡）冲刺阶段，由于膝盖旧伤复发，他强忍疼

痛，奋力冲刺到终点；第一次参赛的梁烁同学因

为第一天的比赛太拼，导致第二天出现了伤病，

剧烈的伤病疼痛让他遗憾退赛；领队李文宁为

了保证竞赛组女队员张玉霄安全完赛，放弃了个

人成绩，体现了我校团结的比赛精神；方少坡同

学带病参赛；范洪霞因伤退赛的情况下仍坚持

走完三个打卡点；张玉霄同学在比赛超时不能

有效完赛的情况下，仍坚持走完全程。所有的一

切都体现了我校代表队“一旦出发，必须到达”的

社科沙鹰精神。竞技组队员们的拼搏故事令人动

图 6：新疆大剧院《千回西域》实景演出

图 4：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天山天池起跑点合影

图 5：天池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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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体验组的周晔、张晓瑜、范妍、何星坤、庞昕

泰、陈明宇、蔡艳富等同学，扛着社科的大旗奔跑

在赛道上，并且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完赛，更体现

了大家团结一致的精神。

虽然本届亚新赛没有拿到全员完赛的“耿

恭奖”，但团队（社交联队）还是取得了第 15 名

的成绩，这个成绩是由队员们努力拼搏得来的。

为了一个共同的竞技目标，社科大 & 北交大联

队队员一致约定明年再战，再次向“耿恭奖”发

起冲击 !

张安灏同学表示，本次比赛收获更多的是认

识自我后的重新出发，结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

曾经携手，一起拼了一场 美赛道、 虐之赛事。

那些过往的遗憾、风雨中的前行、潺潺流水触动

的心弦将是 美的记忆，伴随我们余生。记得

美的你、 拼的你和一路前行的你！

没有理想，何必远方。当初的梦怎能遗忘，勇

敢是唯一的希望，即使已满身是伤，却依然相信

坚持的力量！

图 8：第四届亚新赛完赛纪念奖牌

图 7：身穿红蓝马甲的社科大亚新赛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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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校 MBA 足球队取得

2019 年 M 超足球联赛淘汰赛

首轮胜利
2019年 6月 12日下午六点半，我校 MBA足球

队在奥体中心公园 3 号场地迎来 2019 年 M 超足球

联赛淘汰赛首轮的比赛，对手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MBA 足球队。经过一番跌宕起伏的角逐， 终我校

MBA 足球队以 4:3 的比分惊险取胜，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第 20 分钟造成对方禁区内手球犯规，随后我方队

员罚进点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 2球。上半场结束

前对方抓住机会扳回一球。上半场比赛结束，我方

以 2:1 领先对手。

为了应对残酷的淘汰赛，我校 MBA 足球队队

员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在本场比赛开赛前，队员们

就提早来到了比赛场地，在骄阳下的球场上进行

着热身训练。本场比赛一开始双方球员就快速地

进入了比赛状态。开场后第 7分钟，我方 9号队员

韩杜新禁区线前沿接 10 号队员金志勇的传球，转

身抽射进球，将比分改写为 1:0。进球之后我方队

员士气大振，进攻中多次威胁到对方的禁区，并在

下半场的比赛风云突变，开场仅 2 分钟，对

方就借助反击机会扳平了比分。比分被追平后，

我方队员略显急躁，在下半场进行到第 15 分钟

时，我方防守失误送给对手一粒点球，对手罚进

点球之后，将比分反超为 3:2。

真是祸不单行，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我方

队长 30 号张强在回防的过程中不慎拉伤大腿，

无法坚持比赛被替换下场，在受伤下场时还不忘

为大家布置战术，鼓舞大家的士气。随后的比赛

中，我方队员鼓足勇气，通过不断的进攻配合，由

我方 9 号队员韩杜新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0

分钟时扳平比分。随后，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5 分钟时我方通过任意球绝杀了对手。 终我校

MBA足球队凭借9号韩杜新的帽子戏法绝杀对手，

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图 2：我方球员主罚点球

图 1：赛前球员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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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比赛，我校MBA足球队经历了领先、被扳

平、落后、扳平、绝杀这样跌宕起伏的过程，不仅磨

砺了队员的意志、坚定了队员的信念，还创造了历

史性 佳成绩。下一轮的淘汰赛中我们将面对去年

的冠军球队——北航 MBA 足球队，我方必将奋力拼

搏，努力争胜。

图 4：赛后队员合影

图 3：我方 9号队员韩杜新任意球绝杀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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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

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

赛圆满落幕
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案例

精英赛校园突围赛于 6 月 16 日在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卫星，中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联盟标准委员

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04

六月份中心动态

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 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 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 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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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案例分析报告、校内大赛、案例的企业家点评案

例、精英赛培训指导讲座、参加全国案例大赛等8

个主要环节。案例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广大参赛队

员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拓展思维视野的机会，而

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校案例教学内容，让学生学

会从多视角思考企业现实存在的战略定位、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创新创业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断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现实问题的能力。

  

图 5：“独树一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

  

  图 7：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

  图 8：“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图 6：“白马非马“队、”八仙过海“队、”慎思明辨“队荣获三等奖 图 10：金志勇同学获得最有价值队员奖

图 11：全体参赛队员和评委合影留念

图 9：赵双双同学获最佳风采队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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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份成功都是梦想开出

的花——阿里巴巴参访心得

2019 年 6 月 5 日，有幸与来自美国杜兰大学

的 EMBA 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的师生一行 30 人前往阿里巴巴北

京总部参访。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全称为“阿里巴巴

北方运营中心”，是阿里巴巴“双中心”中的北部根

据地，于 2016 年落户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该中

心不仅是阿里巴巴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基础平台，也是阿里巴巴电

子商务、阿里健康、阿里音乐、互联网金融等相关

创新产业的运营基地。

首先，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为大

家讲解了阿里巴巴目前的发展态势和集团对于前

景的整体规划。其次他又详细地介绍了阿里云的

迅猛发展，业务覆盖了全球超过 18 个国家和地

区，涉及多个行业及领域，并一举成为奥运会官方

指定“云服务商”和“电子服务平台”。

从 初的电商企业到现在第三方支付巨头，

马云及阿里巴巴始终高举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的旗号，现如今阿里巴巴旗下业务主要包

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

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

服、菜鸟网络等。其年度盛会双十一钜惠也成了其

企业标志性活动之一，从 2014 年的 571 亿成交额

暴增至 2018 年的 2135 亿，发展迅猛。

在不停发展的阿里人心中，“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是 平凡又 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在进入

展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标题。一

步步走来，阿里巴巴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初

心，从 初的 B2B、B2C 到现在的新零售领域，在我

们每个人身边，开创了更便捷的支付。天猫精灵的

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盒马”的问世让我们

知道原来网购远远不止于此。阿里巴巴涉猎了包

括零售、物流、支付等整个商业链条中的每一个关

键环节，但是却从未止步。“城市大脑”在杭州的运

行，给了我们关于大数据和云系统一个更直观的

体验，让曾经在科幻片中才能出现的种种场景都

突破了空间结界走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 1：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讲解中 图 2：阿里巴巴展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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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去，努力总会有收获。

后引用马云的一句话，由衷的感叹一句：“梦想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走出去的同时，阿里巴巴也一直在不停回头

自我审视，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内核变得更优秀。阿

里巴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保，节省能源资源。这

是本次参访对我比较大的一点触动，阿里巴巴利

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用并在业内提倡使用风力、太

阳能发电来达到环保目标，展现了新时代里一个

大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了解到马云于

1999 年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其初衷是想将互联

图 4：合影留念

网变成普惠大众、安全可靠的工具。随着业务的不

断扩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危机，阿里巴巴这

个由私人持股的草根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跨国集

团，现服务来自超过 2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

用户，其集团及关联公司在大中华地区、日本、韩

国、英国及美国 70多个城市共有 24000 多名员工。

图 3：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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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科大 &北交大再度联袂

携手第四届亚太地区商学院

新疆挑战赛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第四届亚太地区

商学院新疆挑战赛（简称“亚新赛”）在新疆天山

天池顺利举行。本届亚新赛共有来自亚太地区

73 所院校的 65 支队伍参加，参赛人数首次突破

千人。亚新赛定位于商学院人群，以探寻西域文

化，倡导自然和谐与体育竞技相结合作为大赛的

赛事理念。亚新赛赛道基本覆盖了新疆除沙漠外

所有的地形地貌，既可领略草原丛林、戈壁峡谷，

又可领略天池风光、天山雪景，因而被誉为“商学

院 美越野跑赛道”，亚新赛也因此被称为“商学

院 美赛事”。

本届亚新赛，我校共组建了 14 人的（竞赛组

6 人，体验组 8 人）参赛队伍，我校与北京交通大

学继亚冰赛之后再度联袂，组成了“社交联队”，

携手参加了本届赛事。

比赛开始不久索尔巴斯陶就下起了小雨，加

上高海拔，天气湿冷无比，比赛难度陡然加大。但

联队队员们不畏艰难、冒雨前行。他们跑过蜿蜒向

上、一望无际的盘山公路，穿越浓雾弥漫、迂回曲

折的山间林路。他们在泥泞中爬过一座座山丘，越

过一片片草地，征服了陡峭的河谷、起伏的山丘，

探索索尔巴斯陶 天然 质朴的美。

6 月 8 日的比赛赛道位于天山天池，竞技组的

赛程是围绕天池一圈，360 度体验天池美景，体验

组则是选择天池 美的一段风景进行体验跑。比

赛日天气晴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迷人，而

我校竞技组的队员们，顾不上欣赏美景，沿着蜿蜒

向上的山路开始了第二天的赛程，他们一路奔跑，

向着终点迸发。

6月 7日的比赛赛道位于索尔巴斯陶，索尔巴

斯陶在哈萨克语中为“碱泉”的意思。深藏在天山

之中的索尔巴斯陶平均海拔 2400 多米，在 2700

米的高山之巅极目远眺，满目青翠。还可以一览天

格尔峰、博格达雪峰的雄姿靓颖，这些成就了索尔

巴斯陶的美名，其被称为“新疆 后一片净土”。

图 1: 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索尔巴斯陶起跑点合影

图 2：索尔巴斯陶盘山公路

图 3：队员们翻越索尔巴斯陶山丘

09

六月份学生活动

此时的天山天池是一年中 美的季节。天池

湖面呈半月形，长 3400 米， 宽处约 1500 米。湖

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

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挺拔苍翠的云杉、塔

松漫山遍岭、遮天蔽日。天池东南面就是雄伟的博

格达主峰 (蒙古语“博格达”，意为灵山、圣山 )海

拔达 5445 米，主峰左右又有两峰相连。抬头远眺，

三峰并起、突兀插云、状如笔架。

天山天池的赛道补给也更加丰富多彩，包括

功能饮料、新疆红枣、巴旦木、黑加仑、葡萄干、椰

枣、无花果干、圣女果、黄瓜、哈密瓜、西瓜、酸奶、

新疆特色囊， 强补给比赛，果然名不虚传。

6 月 9 日上午，经过一夜的休整，在新疆大剧

院观看了 具新疆特色的实景演出《千回西域》。

大气磅礴的舞台、似真似幻的布景、精美绝伦的

服装、优美激情的舞蹈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

兴衰和新疆历史文化的变迁。演出结束，本次亚

新赛在“天山 50、明年再见”中落下帷幕。

本次亚新赛赛道难度很大，很多没有参加过

越野赛的同学不适应大幅度上升和下降的赛道，

出现了很多伤病问题。张安灏同学平时训练认真

系统，在本次亚新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常

参加马拉松的李博同学在第二天 后三公里（一

路下坡）冲刺阶段，由于膝盖旧伤复发，他强忍疼

痛，奋力冲刺到终点；第一次参赛的梁烁同学因

为第一天的比赛太拼，导致第二天出现了伤病，

剧烈的伤病疼痛让他遗憾退赛；领队李文宁为

了保证竞赛组女队员张玉霄安全完赛，放弃了个

人成绩，体现了我校团结的比赛精神；方少坡同

学带病参赛；范洪霞因伤退赛的情况下仍坚持

走完三个打卡点；张玉霄同学在比赛超时不能

有效完赛的情况下，仍坚持走完全程。所有的一

切都体现了我校代表队“一旦出发，必须到达”的

社科沙鹰精神。竞技组队员们的拼搏故事令人动

图 6：新疆大剧院《千回西域》实景演出

图 4：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天山天池起跑点合影

图 5：天池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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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体验组的周晔、张晓瑜、范妍、何星坤、庞昕

泰、陈明宇、蔡艳富等同学，扛着社科的大旗奔跑

在赛道上，并且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完赛，更体现

了大家团结一致的精神。

虽然本届亚新赛没有拿到全员完赛的“耿

恭奖”，但团队（社交联队）还是取得了第 15 名

的成绩，这个成绩是由队员们努力拼搏得来的。

为了一个共同的竞技目标，社科大 & 北交大联

队队员一致约定明年再战，再次向“耿恭奖”发

起冲击 !

张安灏同学表示，本次比赛收获更多的是认

识自我后的重新出发，结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

曾经携手，一起拼了一场 美赛道、 虐之赛事。

那些过往的遗憾、风雨中的前行、潺潺流水触动

的心弦将是 美的记忆，伴随我们余生。记得

美的你、 拼的你和一路前行的你！

没有理想，何必远方。当初的梦怎能遗忘，勇

敢是唯一的希望，即使已满身是伤，却依然相信

坚持的力量！

图 8：第四届亚新赛完赛纪念奖牌

图 7：身穿红蓝马甲的社科大亚新赛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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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校 MBA 足球队取得

2019 年 M 超足球联赛淘汰赛

首轮胜利
2019年 6月 12日下午六点半，我校 MBA足球

队在奥体中心公园 3 号场地迎来 2019 年 M 超足球

联赛淘汰赛首轮的比赛，对手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MBA 足球队。经过一番跌宕起伏的角逐， 终我校

MBA 足球队以 4:3 的比分惊险取胜，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第 20 分钟造成对方禁区内手球犯规，随后我方队

员罚进点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 2球。上半场结束

前对方抓住机会扳回一球。上半场比赛结束，我方

以 2:1 领先对手。

为了应对残酷的淘汰赛，我校 MBA 足球队队

员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在本场比赛开赛前，队员们

就提早来到了比赛场地，在骄阳下的球场上进行

着热身训练。本场比赛一开始双方球员就快速地

进入了比赛状态。开场后第 7分钟，我方 9号队员

韩杜新禁区线前沿接 10 号队员金志勇的传球，转

身抽射进球，将比分改写为 1:0。进球之后我方队

员士气大振，进攻中多次威胁到对方的禁区，并在

下半场的比赛风云突变，开场仅 2 分钟，对

方就借助反击机会扳平了比分。比分被追平后，

我方队员略显急躁，在下半场进行到第 15 分钟

时，我方防守失误送给对手一粒点球，对手罚进

点球之后，将比分反超为 3:2。

真是祸不单行，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我方

队长 30 号张强在回防的过程中不慎拉伤大腿，

无法坚持比赛被替换下场，在受伤下场时还不忘

为大家布置战术，鼓舞大家的士气。随后的比赛

中，我方队员鼓足勇气，通过不断的进攻配合，由

我方 9 号队员韩杜新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0

分钟时扳平比分。随后，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5 分钟时我方通过任意球绝杀了对手。 终我校

MBA足球队凭借9号韩杜新的帽子戏法绝杀对手，

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图 2：我方球员主罚点球

图 1：赛前球员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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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比赛，我校MBA足球队经历了领先、被扳

平、落后、扳平、绝杀这样跌宕起伏的过程，不仅磨

砺了队员的意志、坚定了队员的信念，还创造了历

史性 佳成绩。下一轮的淘汰赛中我们将面对去年

的冠军球队——北航 MBA 足球队，我方必将奋力拼

搏，努力争胜。

图 4：赛后队员合影

图 3：我方 9号队员韩杜新任意球绝杀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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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校MBA足球队在 2019

年 M 超足球联赛小组赛最后

一轮中憾平对手

2019 年 6 月 15 日下午六点半，在奥体中心

公园 3 号场地我校 MBA 足球队迎来本届 M 超足球

联赛小组赛 后一场比赛，对手是上一届全国 M

超足球联赛亚军清华大学 MBA 足球队。经过激烈

的角逐， 终我校 MBA 足球队以 3:3 的比分憾平

对手。

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已经进行到 后一轮，

我校 MBA 足球队的默契和团队配合渐入佳境。上

半场面对强大的对手，毫不畏惧，场面一度占优，

但是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没能转化为进球，反而

是对方在上半场临近结束时先进一球，比赛上半

场结束时我方暂以 0:1 落后。

易边再战，我方不断施压，逼迫对手禁区内手

球犯规，我方队员主罚点球一蹴而就，将比分扳

平。扳平比分后我方士气大振，随后我方 8号队员

薛京华分别在下半场进行到第 17 分钟和 25 分钟

时连入两球，但是经验丰富的对手随后扳平了比

分。终场哨响，比分 后定格在了 3:3。

虽然本场比赛我方未能取胜，但是纵观全场，

我方队员们都非常努力，在对阵上届联赛亚军的

球队时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有击败对手的机会，

这种拼搏和努力的精神值得广大社科 MBA 学子们

学习。

届时，本届 M超足球联赛小组赛全部结束，接

下来将进入到淘汰赛，淘汰赛第一轮我们将面对

中国科学院大学 MBA 足球队，希望我方队员们延

续良好的竞技状态，努力争胜，再创佳绩。

图 2：我方球员赛后合影

图 1：赛前两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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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

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

赛圆满落幕
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案例

精英赛校园突围赛于 6 月 16 日在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卫星，中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联盟标准委员

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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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 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 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 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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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案例分析报告、校内大赛、案例的企业家点评案

例、精英赛培训指导讲座、参加全国案例大赛等8

个主要环节。案例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广大参赛队

员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拓展思维视野的机会，而

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校案例教学内容，让学生学

会从多视角思考企业现实存在的战略定位、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创新创业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断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现实问题的能力。

  

图 5：“独树一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

  

  图 7：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

  图 8：“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图 6：“白马非马“队、”八仙过海“队、”慎思明辨“队荣获三等奖 图 10：金志勇同学获得最有价值队员奖

图 11：全体参赛队员和评委合影留念

图 9：赵双双同学获最佳风采队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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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份成功都是梦想开出

的花——阿里巴巴参访心得

2019 年 6 月 5 日，有幸与来自美国杜兰大学

的 EMBA 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的师生一行 30 人前往阿里巴巴北

京总部参访。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全称为“阿里巴巴

北方运营中心”，是阿里巴巴“双中心”中的北部根

据地，于 2016 年落户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该中

心不仅是阿里巴巴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基础平台，也是阿里巴巴电

子商务、阿里健康、阿里音乐、互联网金融等相关

创新产业的运营基地。

首先，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为大

家讲解了阿里巴巴目前的发展态势和集团对于前

景的整体规划。其次他又详细地介绍了阿里云的

迅猛发展，业务覆盖了全球超过 18 个国家和地

区，涉及多个行业及领域，并一举成为奥运会官方

指定“云服务商”和“电子服务平台”。

从 初的电商企业到现在第三方支付巨头，

马云及阿里巴巴始终高举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的旗号，现如今阿里巴巴旗下业务主要包

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

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

服、菜鸟网络等。其年度盛会双十一钜惠也成了其

企业标志性活动之一，从 2014 年的 571 亿成交额

暴增至 2018 年的 2135 亿，发展迅猛。

在不停发展的阿里人心中，“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是 平凡又 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在进入

展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标题。一

步步走来，阿里巴巴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初

心，从 初的 B2B、B2C 到现在的新零售领域，在我

们每个人身边，开创了更便捷的支付。天猫精灵的

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盒马”的问世让我们

知道原来网购远远不止于此。阿里巴巴涉猎了包

括零售、物流、支付等整个商业链条中的每一个关

键环节，但是却从未止步。“城市大脑”在杭州的运

行，给了我们关于大数据和云系统一个更直观的

体验，让曾经在科幻片中才能出现的种种场景都

突破了空间结界走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 1：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讲解中 图 2：阿里巴巴展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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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去，努力总会有收获。

后引用马云的一句话，由衷的感叹一句：“梦想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走出去的同时，阿里巴巴也一直在不停回头

自我审视，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内核变得更优秀。阿

里巴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保，节省能源资源。这

是本次参访对我比较大的一点触动，阿里巴巴利

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用并在业内提倡使用风力、太

阳能发电来达到环保目标，展现了新时代里一个

大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了解到马云于

1999 年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其初衷是想将互联

图 4：合影留念

网变成普惠大众、安全可靠的工具。随着业务的不

断扩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危机，阿里巴巴这

个由私人持股的草根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跨国集

团，现服务来自超过 2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

用户，其集团及关联公司在大中华地区、日本、韩

国、英国及美国 70多个城市共有 24000 多名员工。

图 3：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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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科大 &北交大再度联袂

携手第四届亚太地区商学院

新疆挑战赛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第四届亚太地区

商学院新疆挑战赛（简称“亚新赛”）在新疆天山

天池顺利举行。本届亚新赛共有来自亚太地区

73 所院校的 65 支队伍参加，参赛人数首次突破

千人。亚新赛定位于商学院人群，以探寻西域文

化，倡导自然和谐与体育竞技相结合作为大赛的

赛事理念。亚新赛赛道基本覆盖了新疆除沙漠外

所有的地形地貌，既可领略草原丛林、戈壁峡谷，

又可领略天池风光、天山雪景，因而被誉为“商学

院 美越野跑赛道”，亚新赛也因此被称为“商学

院 美赛事”。

本届亚新赛，我校共组建了 14 人的（竞赛组

6 人，体验组 8 人）参赛队伍，我校与北京交通大

学继亚冰赛之后再度联袂，组成了“社交联队”，

携手参加了本届赛事。

比赛开始不久索尔巴斯陶就下起了小雨，加

上高海拔，天气湿冷无比，比赛难度陡然加大。但

联队队员们不畏艰难、冒雨前行。他们跑过蜿蜒向

上、一望无际的盘山公路，穿越浓雾弥漫、迂回曲

折的山间林路。他们在泥泞中爬过一座座山丘，越

过一片片草地，征服了陡峭的河谷、起伏的山丘，

探索索尔巴斯陶 天然 质朴的美。

6 月 8 日的比赛赛道位于天山天池，竞技组的

赛程是围绕天池一圈，360 度体验天池美景，体验

组则是选择天池 美的一段风景进行体验跑。比

赛日天气晴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迷人，而

我校竞技组的队员们，顾不上欣赏美景，沿着蜿蜒

向上的山路开始了第二天的赛程，他们一路奔跑，

向着终点迸发。

6月 7日的比赛赛道位于索尔巴斯陶，索尔巴

斯陶在哈萨克语中为“碱泉”的意思。深藏在天山

之中的索尔巴斯陶平均海拔 2400 多米，在 2700

米的高山之巅极目远眺，满目青翠。还可以一览天

格尔峰、博格达雪峰的雄姿靓颖，这些成就了索尔

巴斯陶的美名，其被称为“新疆 后一片净土”。

图 1: 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索尔巴斯陶起跑点合影

图 2：索尔巴斯陶盘山公路

图 3：队员们翻越索尔巴斯陶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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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天山天池是一年中 美的季节。天池

湖面呈半月形，长 3400 米， 宽处约 1500 米。湖

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

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挺拔苍翠的云杉、塔

松漫山遍岭、遮天蔽日。天池东南面就是雄伟的博

格达主峰 (蒙古语“博格达”，意为灵山、圣山 )海

拔达 5445 米，主峰左右又有两峰相连。抬头远眺，

三峰并起、突兀插云、状如笔架。

天山天池的赛道补给也更加丰富多彩，包括

功能饮料、新疆红枣、巴旦木、黑加仑、葡萄干、椰

枣、无花果干、圣女果、黄瓜、哈密瓜、西瓜、酸奶、

新疆特色囊， 强补给比赛，果然名不虚传。

6 月 9 日上午，经过一夜的休整，在新疆大剧

院观看了 具新疆特色的实景演出《千回西域》。

大气磅礴的舞台、似真似幻的布景、精美绝伦的

服装、优美激情的舞蹈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

兴衰和新疆历史文化的变迁。演出结束，本次亚

新赛在“天山 50、明年再见”中落下帷幕。

本次亚新赛赛道难度很大，很多没有参加过

越野赛的同学不适应大幅度上升和下降的赛道，

出现了很多伤病问题。张安灏同学平时训练认真

系统，在本次亚新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常

参加马拉松的李博同学在第二天 后三公里（一

路下坡）冲刺阶段，由于膝盖旧伤复发，他强忍疼

痛，奋力冲刺到终点；第一次参赛的梁烁同学因

为第一天的比赛太拼，导致第二天出现了伤病，

剧烈的伤病疼痛让他遗憾退赛；领队李文宁为

了保证竞赛组女队员张玉霄安全完赛，放弃了个

人成绩，体现了我校团结的比赛精神；方少坡同

学带病参赛；范洪霞因伤退赛的情况下仍坚持

走完三个打卡点；张玉霄同学在比赛超时不能

有效完赛的情况下，仍坚持走完全程。所有的一

切都体现了我校代表队“一旦出发，必须到达”的

社科沙鹰精神。竞技组队员们的拼搏故事令人动

图 6：新疆大剧院《千回西域》实景演出

图 4：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天山天池起跑点合影

图 5：天池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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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体验组的周晔、张晓瑜、范妍、何星坤、庞昕

泰、陈明宇、蔡艳富等同学，扛着社科的大旗奔跑

在赛道上，并且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完赛，更体现

了大家团结一致的精神。

虽然本届亚新赛没有拿到全员完赛的“耿

恭奖”，但团队（社交联队）还是取得了第 15 名

的成绩，这个成绩是由队员们努力拼搏得来的。

为了一个共同的竞技目标，社科大 & 北交大联

队队员一致约定明年再战，再次向“耿恭奖”发

起冲击 !

张安灏同学表示，本次比赛收获更多的是认

识自我后的重新出发，结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

曾经携手，一起拼了一场 美赛道、 虐之赛事。

那些过往的遗憾、风雨中的前行、潺潺流水触动

的心弦将是 美的记忆，伴随我们余生。记得

美的你、 拼的你和一路前行的你！

没有理想，何必远方。当初的梦怎能遗忘，勇

敢是唯一的希望，即使已满身是伤，却依然相信

坚持的力量！

图 8：第四届亚新赛完赛纪念奖牌

图 7：身穿红蓝马甲的社科大亚新赛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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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校 MBA 足球队取得

2019 年 M 超足球联赛淘汰赛

首轮胜利
2019年 6月 12日下午六点半，我校 MBA足球

队在奥体中心公园 3 号场地迎来 2019 年 M 超足球

联赛淘汰赛首轮的比赛，对手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MBA 足球队。经过一番跌宕起伏的角逐， 终我校

MBA 足球队以 4:3 的比分惊险取胜，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第 20 分钟造成对方禁区内手球犯规，随后我方队

员罚进点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 2球。上半场结束

前对方抓住机会扳回一球。上半场比赛结束，我方

以 2:1 领先对手。

为了应对残酷的淘汰赛，我校 MBA 足球队队

员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在本场比赛开赛前，队员们

就提早来到了比赛场地，在骄阳下的球场上进行

着热身训练。本场比赛一开始双方球员就快速地

进入了比赛状态。开场后第 7分钟，我方 9号队员

韩杜新禁区线前沿接 10 号队员金志勇的传球，转

身抽射进球，将比分改写为 1:0。进球之后我方队

员士气大振，进攻中多次威胁到对方的禁区，并在

下半场的比赛风云突变，开场仅 2 分钟，对

方就借助反击机会扳平了比分。比分被追平后，

我方队员略显急躁，在下半场进行到第 15 分钟

时，我方防守失误送给对手一粒点球，对手罚进

点球之后，将比分反超为 3:2。

真是祸不单行，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我方

队长 30 号张强在回防的过程中不慎拉伤大腿，

无法坚持比赛被替换下场，在受伤下场时还不忘

为大家布置战术，鼓舞大家的士气。随后的比赛

中，我方队员鼓足勇气，通过不断的进攻配合，由

我方 9 号队员韩杜新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0

分钟时扳平比分。随后，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5 分钟时我方通过任意球绝杀了对手。 终我校

MBA足球队凭借9号韩杜新的帽子戏法绝杀对手，

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图 2：我方球员主罚点球

图 1：赛前球员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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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比赛，我校MBA足球队经历了领先、被扳

平、落后、扳平、绝杀这样跌宕起伏的过程，不仅磨

砺了队员的意志、坚定了队员的信念，还创造了历

史性 佳成绩。下一轮的淘汰赛中我们将面对去年

的冠军球队——北航 MBA 足球队，我方必将奋力拼

搏，努力争胜。

图 4：赛后队员合影

图 3：我方 9号队员韩杜新任意球绝杀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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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校MBA足球队在 2019

年 M 超足球联赛小组赛最后

一轮中憾平对手

2019 年 6 月 15 日下午六点半，在奥体中心

公园 3 号场地我校 MBA 足球队迎来本届 M 超足球

联赛小组赛 后一场比赛，对手是上一届全国 M

超足球联赛亚军清华大学 MBA 足球队。经过激烈

的角逐， 终我校 MBA 足球队以 3:3 的比分憾平

对手。

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已经进行到 后一轮，

我校 MBA 足球队的默契和团队配合渐入佳境。上

半场面对强大的对手，毫不畏惧，场面一度占优，

但是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没能转化为进球，反而

是对方在上半场临近结束时先进一球，比赛上半

场结束时我方暂以 0:1 落后。

易边再战，我方不断施压，逼迫对手禁区内手

球犯规，我方队员主罚点球一蹴而就，将比分扳

平。扳平比分后我方士气大振，随后我方 8号队员

薛京华分别在下半场进行到第 17 分钟和 25 分钟

时连入两球，但是经验丰富的对手随后扳平了比

分。终场哨响，比分 后定格在了 3:3。

虽然本场比赛我方未能取胜，但是纵观全场，

我方队员们都非常努力，在对阵上届联赛亚军的

球队时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有击败对手的机会，

这种拼搏和努力的精神值得广大社科 MBA 学子们

学习。

届时，本届 M超足球联赛小组赛全部结束，接

下来将进入到淘汰赛，淘汰赛第一轮我们将面对

中国科学院大学 MBA 足球队，希望我方队员们延

续良好的竞技状态，努力争胜，再创佳绩。

图 2：我方球员赛后合影

图 1：赛前两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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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愿有前程奔赴 亦能岁月

回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隆重举行
2019 年 6 月 22 日 18 点 30 分，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在北

京奥加美术馆酒店隆重举行。参加本次毕业晚会

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刘晓红老师、学生管理部

副主任吕世亮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主管周建

杰老师，授课教师代表赵剑波老师，以及我院 MBA

校友、2019 届毕业生、在校生和 2019 级新生共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刘晓红老师代表 MBA

教育中心全体教职员工，向顺利完成学业的 142

位 MBA 毕业生表示祝贺。希望同学们坚持学习，树

立终身学习的人生理念；希望同学们做一个脚踏

实地、知行合一的人；希望同学们常回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这个大家庭看看；希望同学们永远秉

持母校所赋予的优秀品质，时刻不忘作为一名社

科学子所拥有的特质，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努力

成为国家进步和民族振兴的栋梁，为母校赢得更

大的荣誉，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晚会在青春蓬勃、充满魅力的开场舞

《Oh ！》中拉开帷幕。整场晚会异彩纷呈，现场气

氛热烈，晚会节目还有毕业生领衔、2018 级在校

生参与的方言秀《祝酒歌》；知名社科女高音刘

晓红老师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唯美典雅、古

风连连的古琴花道表演《良宵引》；汉服走秀《半

壶纱》；独唱《大笑江湖》；对唱《匆匆那年》；以

及由第九届 MBA 分会主席周晔主持的激动人心

的游戏环节。特别是由毕业生组建乐队演奏的歌

曲《春风十里》和《远方》将晚会推向了高潮，与晚

会主题“愿有前程奔赴，亦能岁月回首”紧紧呼

应，优美的旋律、熟悉的面孔、灿烂的笑容、恬静

的时光，将画面定格在了 2017 年的初秋、2019 年

的仲夏。

图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隆重举行

图 2: 2018 级在校生表演开场舞《Oh ！》

图 3: 刘晓红老师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MBA教育中心工作简报

目 录

中心动态　　

    1.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MBA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

　　　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赛圆满落幕　　　　　　　　　　　　　　　　　　　　　　　　　　　　　03

学生活动

    1.每一份成功都是梦想开出的花 —— 阿里巴巴参访心得　　　　                            　06

    2.社科大&北交大再度联袂携手第四届亚太地区商学院新疆挑战赛　　　　                   　 08

    3.我校MBA足球队取得2019年M超足球联赛淘汰赛首轮胜利　                                  11

　　4.我校MBA足球队在2019年M超足球联赛小组赛最后一轮中憾平对手         　 　　　　　　　　13

    5.愿有前程奔赴 亦能岁月回首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19届MBA毕业晚会

　　  隆重举行                                                                             14

    6.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MBA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大会圆满召开   　     16

    7.我校MBA师生参加2019“超越想象”创新大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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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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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

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

赛圆满落幕
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案例

精英赛校园突围赛于 6 月 16 日在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卫星，中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联盟标准委员

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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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 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 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 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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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案例分析报告、校内大赛、案例的企业家点评案

例、精英赛培训指导讲座、参加全国案例大赛等8

个主要环节。案例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广大参赛队

员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拓展思维视野的机会，而

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校案例教学内容，让学生学

会从多视角思考企业现实存在的战略定位、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创新创业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断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现实问题的能力。

  

图 5：“独树一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

  

  图 7：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

  图 8：“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图 6：“白马非马“队、”八仙过海“队、”慎思明辨“队荣获三等奖 图 10：金志勇同学获得最有价值队员奖

图 11：全体参赛队员和评委合影留念

图 9：赵双双同学获最佳风采队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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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份成功都是梦想开出

的花——阿里巴巴参访心得

2019 年 6 月 5 日，有幸与来自美国杜兰大学

的 EMBA 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的师生一行 30 人前往阿里巴巴北

京总部参访。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全称为“阿里巴巴

北方运营中心”，是阿里巴巴“双中心”中的北部根

据地，于 2016 年落户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该中

心不仅是阿里巴巴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基础平台，也是阿里巴巴电

子商务、阿里健康、阿里音乐、互联网金融等相关

创新产业的运营基地。

首先，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为大

家讲解了阿里巴巴目前的发展态势和集团对于前

景的整体规划。其次他又详细地介绍了阿里云的

迅猛发展，业务覆盖了全球超过 18 个国家和地

区，涉及多个行业及领域，并一举成为奥运会官方

指定“云服务商”和“电子服务平台”。

从 初的电商企业到现在第三方支付巨头，

马云及阿里巴巴始终高举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的旗号，现如今阿里巴巴旗下业务主要包

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

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

服、菜鸟网络等。其年度盛会双十一钜惠也成了其

企业标志性活动之一，从 2014 年的 571 亿成交额

暴增至 2018 年的 2135 亿，发展迅猛。

在不停发展的阿里人心中，“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是 平凡又 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在进入

展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标题。一

步步走来，阿里巴巴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初

心，从 初的 B2B、B2C 到现在的新零售领域，在我

们每个人身边，开创了更便捷的支付。天猫精灵的

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盒马”的问世让我们

知道原来网购远远不止于此。阿里巴巴涉猎了包

括零售、物流、支付等整个商业链条中的每一个关

键环节，但是却从未止步。“城市大脑”在杭州的运

行，给了我们关于大数据和云系统一个更直观的

体验，让曾经在科幻片中才能出现的种种场景都

突破了空间结界走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 1：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讲解中 图 2：阿里巴巴展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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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去，努力总会有收获。

后引用马云的一句话，由衷的感叹一句：“梦想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走出去的同时，阿里巴巴也一直在不停回头

自我审视，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内核变得更优秀。阿

里巴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保，节省能源资源。这

是本次参访对我比较大的一点触动，阿里巴巴利

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用并在业内提倡使用风力、太

阳能发电来达到环保目标，展现了新时代里一个

大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了解到马云于

1999 年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其初衷是想将互联

图 4：合影留念

网变成普惠大众、安全可靠的工具。随着业务的不

断扩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危机，阿里巴巴这

个由私人持股的草根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跨国集

团，现服务来自超过 2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

用户，其集团及关联公司在大中华地区、日本、韩

国、英国及美国 70多个城市共有 24000 多名员工。

图 3：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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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科大 &北交大再度联袂

携手第四届亚太地区商学院

新疆挑战赛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第四届亚太地区

商学院新疆挑战赛（简称“亚新赛”）在新疆天山

天池顺利举行。本届亚新赛共有来自亚太地区

73 所院校的 65 支队伍参加，参赛人数首次突破

千人。亚新赛定位于商学院人群，以探寻西域文

化，倡导自然和谐与体育竞技相结合作为大赛的

赛事理念。亚新赛赛道基本覆盖了新疆除沙漠外

所有的地形地貌，既可领略草原丛林、戈壁峡谷，

又可领略天池风光、天山雪景，因而被誉为“商学

院 美越野跑赛道”，亚新赛也因此被称为“商学

院 美赛事”。

本届亚新赛，我校共组建了 14 人的（竞赛组

6 人，体验组 8 人）参赛队伍，我校与北京交通大

学继亚冰赛之后再度联袂，组成了“社交联队”，

携手参加了本届赛事。

比赛开始不久索尔巴斯陶就下起了小雨，加

上高海拔，天气湿冷无比，比赛难度陡然加大。但

联队队员们不畏艰难、冒雨前行。他们跑过蜿蜒向

上、一望无际的盘山公路，穿越浓雾弥漫、迂回曲

折的山间林路。他们在泥泞中爬过一座座山丘，越

过一片片草地，征服了陡峭的河谷、起伏的山丘，

探索索尔巴斯陶 天然 质朴的美。

6 月 8 日的比赛赛道位于天山天池，竞技组的

赛程是围绕天池一圈，360 度体验天池美景，体验

组则是选择天池 美的一段风景进行体验跑。比

赛日天气晴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迷人，而

我校竞技组的队员们，顾不上欣赏美景，沿着蜿蜒

向上的山路开始了第二天的赛程，他们一路奔跑，

向着终点迸发。

6月 7日的比赛赛道位于索尔巴斯陶，索尔巴

斯陶在哈萨克语中为“碱泉”的意思。深藏在天山

之中的索尔巴斯陶平均海拔 2400 多米，在 2700

米的高山之巅极目远眺，满目青翠。还可以一览天

格尔峰、博格达雪峰的雄姿靓颖，这些成就了索尔

巴斯陶的美名，其被称为“新疆 后一片净土”。

图 1: 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索尔巴斯陶起跑点合影

图 2：索尔巴斯陶盘山公路

图 3：队员们翻越索尔巴斯陶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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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天山天池是一年中 美的季节。天池

湖面呈半月形，长 3400 米， 宽处约 1500 米。湖

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

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挺拔苍翠的云杉、塔

松漫山遍岭、遮天蔽日。天池东南面就是雄伟的博

格达主峰 (蒙古语“博格达”，意为灵山、圣山 )海

拔达 5445 米，主峰左右又有两峰相连。抬头远眺，

三峰并起、突兀插云、状如笔架。

天山天池的赛道补给也更加丰富多彩，包括

功能饮料、新疆红枣、巴旦木、黑加仑、葡萄干、椰

枣、无花果干、圣女果、黄瓜、哈密瓜、西瓜、酸奶、

新疆特色囊， 强补给比赛，果然名不虚传。

6 月 9 日上午，经过一夜的休整，在新疆大剧

院观看了 具新疆特色的实景演出《千回西域》。

大气磅礴的舞台、似真似幻的布景、精美绝伦的

服装、优美激情的舞蹈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

兴衰和新疆历史文化的变迁。演出结束，本次亚

新赛在“天山 50、明年再见”中落下帷幕。

本次亚新赛赛道难度很大，很多没有参加过

越野赛的同学不适应大幅度上升和下降的赛道，

出现了很多伤病问题。张安灏同学平时训练认真

系统，在本次亚新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常

参加马拉松的李博同学在第二天 后三公里（一

路下坡）冲刺阶段，由于膝盖旧伤复发，他强忍疼

痛，奋力冲刺到终点；第一次参赛的梁烁同学因

为第一天的比赛太拼，导致第二天出现了伤病，

剧烈的伤病疼痛让他遗憾退赛；领队李文宁为

了保证竞赛组女队员张玉霄安全完赛，放弃了个

人成绩，体现了我校团结的比赛精神；方少坡同

学带病参赛；范洪霞因伤退赛的情况下仍坚持

走完三个打卡点；张玉霄同学在比赛超时不能

有效完赛的情况下，仍坚持走完全程。所有的一

切都体现了我校代表队“一旦出发，必须到达”的

社科沙鹰精神。竞技组队员们的拼搏故事令人动

图 6：新疆大剧院《千回西域》实景演出

图 4：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天山天池起跑点合影

图 5：天池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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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体验组的周晔、张晓瑜、范妍、何星坤、庞昕

泰、陈明宇、蔡艳富等同学，扛着社科的大旗奔跑

在赛道上，并且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完赛，更体现

了大家团结一致的精神。

虽然本届亚新赛没有拿到全员完赛的“耿

恭奖”，但团队（社交联队）还是取得了第 15 名

的成绩，这个成绩是由队员们努力拼搏得来的。

为了一个共同的竞技目标，社科大 & 北交大联

队队员一致约定明年再战，再次向“耿恭奖”发

起冲击 !

张安灏同学表示，本次比赛收获更多的是认

识自我后的重新出发，结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

曾经携手，一起拼了一场 美赛道、 虐之赛事。

那些过往的遗憾、风雨中的前行、潺潺流水触动

的心弦将是 美的记忆，伴随我们余生。记得

美的你、 拼的你和一路前行的你！

没有理想，何必远方。当初的梦怎能遗忘，勇

敢是唯一的希望，即使已满身是伤，却依然相信

坚持的力量！

图 8：第四届亚新赛完赛纪念奖牌

图 7：身穿红蓝马甲的社科大亚新赛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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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校 MBA 足球队取得

2019 年 M 超足球联赛淘汰赛

首轮胜利
2019年 6月 12日下午六点半，我校 MBA足球

队在奥体中心公园 3 号场地迎来 2019 年 M 超足球

联赛淘汰赛首轮的比赛，对手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MBA 足球队。经过一番跌宕起伏的角逐， 终我校

MBA 足球队以 4:3 的比分惊险取胜，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第 20 分钟造成对方禁区内手球犯规，随后我方队

员罚进点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 2球。上半场结束

前对方抓住机会扳回一球。上半场比赛结束，我方

以 2:1 领先对手。

为了应对残酷的淘汰赛，我校 MBA 足球队队

员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在本场比赛开赛前，队员们

就提早来到了比赛场地，在骄阳下的球场上进行

着热身训练。本场比赛一开始双方球员就快速地

进入了比赛状态。开场后第 7分钟，我方 9号队员

韩杜新禁区线前沿接 10 号队员金志勇的传球，转

身抽射进球，将比分改写为 1:0。进球之后我方队

员士气大振，进攻中多次威胁到对方的禁区，并在

下半场的比赛风云突变，开场仅 2 分钟，对

方就借助反击机会扳平了比分。比分被追平后，

我方队员略显急躁，在下半场进行到第 15 分钟

时，我方防守失误送给对手一粒点球，对手罚进

点球之后，将比分反超为 3:2。

真是祸不单行，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我方

队长 30 号张强在回防的过程中不慎拉伤大腿，

无法坚持比赛被替换下场，在受伤下场时还不忘

为大家布置战术，鼓舞大家的士气。随后的比赛

中，我方队员鼓足勇气，通过不断的进攻配合，由

我方 9 号队员韩杜新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0

分钟时扳平比分。随后，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5 分钟时我方通过任意球绝杀了对手。 终我校

MBA足球队凭借9号韩杜新的帽子戏法绝杀对手，

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图 2：我方球员主罚点球

图 1：赛前球员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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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比赛，我校MBA足球队经历了领先、被扳

平、落后、扳平、绝杀这样跌宕起伏的过程，不仅磨

砺了队员的意志、坚定了队员的信念，还创造了历

史性 佳成绩。下一轮的淘汰赛中我们将面对去年

的冠军球队——北航 MBA 足球队，我方必将奋力拼

搏，努力争胜。

图 4：赛后队员合影

图 3：我方 9号队员韩杜新任意球绝杀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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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校MBA足球队在 2019

年 M 超足球联赛小组赛最后

一轮中憾平对手

2019 年 6 月 15 日下午六点半，在奥体中心

公园 3 号场地我校 MBA 足球队迎来本届 M 超足球

联赛小组赛 后一场比赛，对手是上一届全国 M

超足球联赛亚军清华大学 MBA 足球队。经过激烈

的角逐， 终我校 MBA 足球队以 3:3 的比分憾平

对手。

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已经进行到 后一轮，

我校 MBA 足球队的默契和团队配合渐入佳境。上

半场面对强大的对手，毫不畏惧，场面一度占优，

但是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没能转化为进球，反而

是对方在上半场临近结束时先进一球，比赛上半

场结束时我方暂以 0:1 落后。

易边再战，我方不断施压，逼迫对手禁区内手

球犯规，我方队员主罚点球一蹴而就，将比分扳

平。扳平比分后我方士气大振，随后我方 8号队员

薛京华分别在下半场进行到第 17 分钟和 25 分钟

时连入两球，但是经验丰富的对手随后扳平了比

分。终场哨响，比分 后定格在了 3:3。

虽然本场比赛我方未能取胜，但是纵观全场，

我方队员们都非常努力，在对阵上届联赛亚军的

球队时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有击败对手的机会，

这种拼搏和努力的精神值得广大社科 MBA 学子们

学习。

届时，本届 M超足球联赛小组赛全部结束，接

下来将进入到淘汰赛，淘汰赛第一轮我们将面对

中国科学院大学 MBA 足球队，希望我方队员们延

续良好的竞技状态，努力争胜，再创佳绩。

图 2：我方球员赛后合影

图 1：赛前两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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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愿有前程奔赴 亦能岁月

回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隆重举行
2019 年 6 月 22 日 18 点 30 分，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在北

京奥加美术馆酒店隆重举行。参加本次毕业晚会

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刘晓红老师、学生管理部

副主任吕世亮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主管周建

杰老师，授课教师代表赵剑波老师，以及我院 MBA

校友、2019 届毕业生、在校生和 2019 级新生共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刘晓红老师代表 MBA

教育中心全体教职员工，向顺利完成学业的 142

位 MBA 毕业生表示祝贺。希望同学们坚持学习，树

立终身学习的人生理念；希望同学们做一个脚踏

实地、知行合一的人；希望同学们常回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这个大家庭看看；希望同学们永远秉

持母校所赋予的优秀品质，时刻不忘作为一名社

科学子所拥有的特质，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努力

成为国家进步和民族振兴的栋梁，为母校赢得更

大的荣誉，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晚会在青春蓬勃、充满魅力的开场舞

《Oh ！》中拉开帷幕。整场晚会异彩纷呈，现场气

氛热烈，晚会节目还有毕业生领衔、2018 级在校

生参与的方言秀《祝酒歌》；知名社科女高音刘

晓红老师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唯美典雅、古

风连连的古琴花道表演《良宵引》；汉服走秀《半

壶纱》；独唱《大笑江湖》；对唱《匆匆那年》；以

及由第九届 MBA 分会主席周晔主持的激动人心

的游戏环节。特别是由毕业生组建乐队演奏的歌

曲《春风十里》和《远方》将晚会推向了高潮，与晚

会主题“愿有前程奔赴，亦能岁月回首”紧紧呼

应，优美的旋律、熟悉的面孔、灿烂的笑容、恬静

的时光，将画面定格在了 2017 年的初秋、2019 年

的仲夏。

图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隆重举行

图 2: 2018 级在校生表演开场舞《Oh ！》

图 3: 刘晓红老师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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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表演结束后，音乐缓缓奏起，灯光熄灭，

晚会筹备组特意为 2019 届毕业生准备了毕业蛋

糕，祝愿 2019届的莘莘学子愿有前程奔赴，亦能岁

月回首；也祝愿社科小院日新月异，桃李芬芳。

始于初秋，终于盛夏，渡彷徨，初心不改；

青葱岁月，如痴如梦，忆往昔，豪情满腔；

时光荏苒，回首岁月，社科精神薪火相传；

四季流转，展望未来，扬帆远航志在四方。

两年的时光，将 2017 级的 MBA 学子们烙上了

同学的印记，这种关系将随着岁月的洗礼而愈加牢

固，随着年华流转而愈加芬芳。今天是个特别的日

子，是结束，也是开始；是回首，也是传承。相信在

MBA 同学们的携手努力下，在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

亲切关怀下，社科精神一定会愈加发扬光大，社科

MBA 也一定会更加辉煌。祝福 2019 届毕业生，前程

似锦，阖家安康！

图 5: 筹备组为毕业生送上美好的祝愿

图 7: 合影留念

图 4: 毕业生组建乐队演奏《春风十里》 图 6: 部分毕业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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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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

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

赛圆满落幕
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案例

精英赛校园突围赛于 6 月 16 日在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卫星，中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联盟标准委员

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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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 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 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 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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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案例分析报告、校内大赛、案例的企业家点评案

例、精英赛培训指导讲座、参加全国案例大赛等8

个主要环节。案例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广大参赛队

员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拓展思维视野的机会，而

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校案例教学内容，让学生学

会从多视角思考企业现实存在的战略定位、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创新创业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断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现实问题的能力。

  

图 5：“独树一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

  

  图 7：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

  图 8：“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图 6：“白马非马“队、”八仙过海“队、”慎思明辨“队荣获三等奖 图 10：金志勇同学获得最有价值队员奖

图 11：全体参赛队员和评委合影留念

图 9：赵双双同学获最佳风采队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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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份成功都是梦想开出

的花——阿里巴巴参访心得

2019 年 6 月 5 日，有幸与来自美国杜兰大学

的 EMBA 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的师生一行 30 人前往阿里巴巴北

京总部参访。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全称为“阿里巴巴

北方运营中心”，是阿里巴巴“双中心”中的北部根

据地，于 2016 年落户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该中

心不仅是阿里巴巴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基础平台，也是阿里巴巴电

子商务、阿里健康、阿里音乐、互联网金融等相关

创新产业的运营基地。

首先，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为大

家讲解了阿里巴巴目前的发展态势和集团对于前

景的整体规划。其次他又详细地介绍了阿里云的

迅猛发展，业务覆盖了全球超过 18 个国家和地

区，涉及多个行业及领域，并一举成为奥运会官方

指定“云服务商”和“电子服务平台”。

从 初的电商企业到现在第三方支付巨头，

马云及阿里巴巴始终高举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的旗号，现如今阿里巴巴旗下业务主要包

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

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

服、菜鸟网络等。其年度盛会双十一钜惠也成了其

企业标志性活动之一，从 2014 年的 571 亿成交额

暴增至 2018 年的 2135 亿，发展迅猛。

在不停发展的阿里人心中，“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是 平凡又 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在进入

展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标题。一

步步走来，阿里巴巴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初

心，从 初的 B2B、B2C 到现在的新零售领域，在我

们每个人身边，开创了更便捷的支付。天猫精灵的

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盒马”的问世让我们

知道原来网购远远不止于此。阿里巴巴涉猎了包

括零售、物流、支付等整个商业链条中的每一个关

键环节，但是却从未止步。“城市大脑”在杭州的运

行，给了我们关于大数据和云系统一个更直观的

体验，让曾经在科幻片中才能出现的种种场景都

突破了空间结界走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 1：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讲解中 图 2：阿里巴巴展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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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去，努力总会有收获。

后引用马云的一句话，由衷的感叹一句：“梦想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走出去的同时，阿里巴巴也一直在不停回头

自我审视，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内核变得更优秀。阿

里巴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保，节省能源资源。这

是本次参访对我比较大的一点触动，阿里巴巴利

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用并在业内提倡使用风力、太

阳能发电来达到环保目标，展现了新时代里一个

大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了解到马云于

1999 年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其初衷是想将互联

图 4：合影留念

网变成普惠大众、安全可靠的工具。随着业务的不

断扩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危机，阿里巴巴这

个由私人持股的草根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跨国集

团，现服务来自超过 2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

用户，其集团及关联公司在大中华地区、日本、韩

国、英国及美国 70多个城市共有 24000 多名员工。

图 3：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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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科大 &北交大再度联袂

携手第四届亚太地区商学院

新疆挑战赛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第四届亚太地区

商学院新疆挑战赛（简称“亚新赛”）在新疆天山

天池顺利举行。本届亚新赛共有来自亚太地区

73 所院校的 65 支队伍参加，参赛人数首次突破

千人。亚新赛定位于商学院人群，以探寻西域文

化，倡导自然和谐与体育竞技相结合作为大赛的

赛事理念。亚新赛赛道基本覆盖了新疆除沙漠外

所有的地形地貌，既可领略草原丛林、戈壁峡谷，

又可领略天池风光、天山雪景，因而被誉为“商学

院 美越野跑赛道”，亚新赛也因此被称为“商学

院 美赛事”。

本届亚新赛，我校共组建了 14 人的（竞赛组

6 人，体验组 8 人）参赛队伍，我校与北京交通大

学继亚冰赛之后再度联袂，组成了“社交联队”，

携手参加了本届赛事。

比赛开始不久索尔巴斯陶就下起了小雨，加

上高海拔，天气湿冷无比，比赛难度陡然加大。但

联队队员们不畏艰难、冒雨前行。他们跑过蜿蜒向

上、一望无际的盘山公路，穿越浓雾弥漫、迂回曲

折的山间林路。他们在泥泞中爬过一座座山丘，越

过一片片草地，征服了陡峭的河谷、起伏的山丘，

探索索尔巴斯陶 天然 质朴的美。

6 月 8 日的比赛赛道位于天山天池，竞技组的

赛程是围绕天池一圈，360 度体验天池美景，体验

组则是选择天池 美的一段风景进行体验跑。比

赛日天气晴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迷人，而

我校竞技组的队员们，顾不上欣赏美景，沿着蜿蜒

向上的山路开始了第二天的赛程，他们一路奔跑，

向着终点迸发。

6月 7日的比赛赛道位于索尔巴斯陶，索尔巴

斯陶在哈萨克语中为“碱泉”的意思。深藏在天山

之中的索尔巴斯陶平均海拔 2400 多米，在 2700

米的高山之巅极目远眺，满目青翠。还可以一览天

格尔峰、博格达雪峰的雄姿靓颖，这些成就了索尔

巴斯陶的美名，其被称为“新疆 后一片净土”。

图 1: 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索尔巴斯陶起跑点合影

图 2：索尔巴斯陶盘山公路

图 3：队员们翻越索尔巴斯陶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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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天山天池是一年中 美的季节。天池

湖面呈半月形，长 3400 米， 宽处约 1500 米。湖

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

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挺拔苍翠的云杉、塔

松漫山遍岭、遮天蔽日。天池东南面就是雄伟的博

格达主峰 (蒙古语“博格达”，意为灵山、圣山 )海

拔达 5445 米，主峰左右又有两峰相连。抬头远眺，

三峰并起、突兀插云、状如笔架。

天山天池的赛道补给也更加丰富多彩，包括

功能饮料、新疆红枣、巴旦木、黑加仑、葡萄干、椰

枣、无花果干、圣女果、黄瓜、哈密瓜、西瓜、酸奶、

新疆特色囊， 强补给比赛，果然名不虚传。

6 月 9 日上午，经过一夜的休整，在新疆大剧

院观看了 具新疆特色的实景演出《千回西域》。

大气磅礴的舞台、似真似幻的布景、精美绝伦的

服装、优美激情的舞蹈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

兴衰和新疆历史文化的变迁。演出结束，本次亚

新赛在“天山 50、明年再见”中落下帷幕。

本次亚新赛赛道难度很大，很多没有参加过

越野赛的同学不适应大幅度上升和下降的赛道，

出现了很多伤病问题。张安灏同学平时训练认真

系统，在本次亚新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常

参加马拉松的李博同学在第二天 后三公里（一

路下坡）冲刺阶段，由于膝盖旧伤复发，他强忍疼

痛，奋力冲刺到终点；第一次参赛的梁烁同学因

为第一天的比赛太拼，导致第二天出现了伤病，

剧烈的伤病疼痛让他遗憾退赛；领队李文宁为

了保证竞赛组女队员张玉霄安全完赛，放弃了个

人成绩，体现了我校团结的比赛精神；方少坡同

学带病参赛；范洪霞因伤退赛的情况下仍坚持

走完三个打卡点；张玉霄同学在比赛超时不能

有效完赛的情况下，仍坚持走完全程。所有的一

切都体现了我校代表队“一旦出发，必须到达”的

社科沙鹰精神。竞技组队员们的拼搏故事令人动

图 6：新疆大剧院《千回西域》实景演出

图 4：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天山天池起跑点合影

图 5：天池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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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体验组的周晔、张晓瑜、范妍、何星坤、庞昕

泰、陈明宇、蔡艳富等同学，扛着社科的大旗奔跑

在赛道上，并且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完赛，更体现

了大家团结一致的精神。

虽然本届亚新赛没有拿到全员完赛的“耿

恭奖”，但团队（社交联队）还是取得了第 15 名

的成绩，这个成绩是由队员们努力拼搏得来的。

为了一个共同的竞技目标，社科大 & 北交大联

队队员一致约定明年再战，再次向“耿恭奖”发

起冲击 !

张安灏同学表示，本次比赛收获更多的是认

识自我后的重新出发，结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

曾经携手，一起拼了一场 美赛道、 虐之赛事。

那些过往的遗憾、风雨中的前行、潺潺流水触动

的心弦将是 美的记忆，伴随我们余生。记得

美的你、 拼的你和一路前行的你！

没有理想，何必远方。当初的梦怎能遗忘，勇

敢是唯一的希望，即使已满身是伤，却依然相信

坚持的力量！

图 8：第四届亚新赛完赛纪念奖牌

图 7：身穿红蓝马甲的社科大亚新赛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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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校 MBA 足球队取得

2019 年 M 超足球联赛淘汰赛

首轮胜利
2019年 6月 12日下午六点半，我校 MBA足球

队在奥体中心公园 3 号场地迎来 2019 年 M 超足球

联赛淘汰赛首轮的比赛，对手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MBA 足球队。经过一番跌宕起伏的角逐， 终我校

MBA 足球队以 4:3 的比分惊险取胜，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第 20 分钟造成对方禁区内手球犯规，随后我方队

员罚进点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 2球。上半场结束

前对方抓住机会扳回一球。上半场比赛结束，我方

以 2:1 领先对手。

为了应对残酷的淘汰赛，我校 MBA 足球队队

员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在本场比赛开赛前，队员们

就提早来到了比赛场地，在骄阳下的球场上进行

着热身训练。本场比赛一开始双方球员就快速地

进入了比赛状态。开场后第 7分钟，我方 9号队员

韩杜新禁区线前沿接 10 号队员金志勇的传球，转

身抽射进球，将比分改写为 1:0。进球之后我方队

员士气大振，进攻中多次威胁到对方的禁区，并在

下半场的比赛风云突变，开场仅 2 分钟，对

方就借助反击机会扳平了比分。比分被追平后，

我方队员略显急躁，在下半场进行到第 15 分钟

时，我方防守失误送给对手一粒点球，对手罚进

点球之后，将比分反超为 3:2。

真是祸不单行，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我方

队长 30 号张强在回防的过程中不慎拉伤大腿，

无法坚持比赛被替换下场，在受伤下场时还不忘

为大家布置战术，鼓舞大家的士气。随后的比赛

中，我方队员鼓足勇气，通过不断的进攻配合，由

我方 9 号队员韩杜新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0

分钟时扳平比分。随后，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5 分钟时我方通过任意球绝杀了对手。 终我校

MBA足球队凭借9号韩杜新的帽子戏法绝杀对手，

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图 2：我方球员主罚点球

图 1：赛前球员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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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比赛，我校MBA足球队经历了领先、被扳

平、落后、扳平、绝杀这样跌宕起伏的过程，不仅磨

砺了队员的意志、坚定了队员的信念，还创造了历

史性 佳成绩。下一轮的淘汰赛中我们将面对去年

的冠军球队——北航 MBA 足球队，我方必将奋力拼

搏，努力争胜。

图 4：赛后队员合影

图 3：我方 9号队员韩杜新任意球绝杀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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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校MBA足球队在 2019

年 M 超足球联赛小组赛最后

一轮中憾平对手

2019 年 6 月 15 日下午六点半，在奥体中心

公园 3 号场地我校 MBA 足球队迎来本届 M 超足球

联赛小组赛 后一场比赛，对手是上一届全国 M

超足球联赛亚军清华大学 MBA 足球队。经过激烈

的角逐， 终我校 MBA 足球队以 3:3 的比分憾平

对手。

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已经进行到 后一轮，

我校 MBA 足球队的默契和团队配合渐入佳境。上

半场面对强大的对手，毫不畏惧，场面一度占优，

但是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没能转化为进球，反而

是对方在上半场临近结束时先进一球，比赛上半

场结束时我方暂以 0:1 落后。

易边再战，我方不断施压，逼迫对手禁区内手

球犯规，我方队员主罚点球一蹴而就，将比分扳

平。扳平比分后我方士气大振，随后我方 8号队员

薛京华分别在下半场进行到第 17 分钟和 25 分钟

时连入两球，但是经验丰富的对手随后扳平了比

分。终场哨响，比分 后定格在了 3:3。

虽然本场比赛我方未能取胜，但是纵观全场，

我方队员们都非常努力，在对阵上届联赛亚军的

球队时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有击败对手的机会，

这种拼搏和努力的精神值得广大社科 MBA 学子们

学习。

届时，本届 M超足球联赛小组赛全部结束，接

下来将进入到淘汰赛，淘汰赛第一轮我们将面对

中国科学院大学 MBA 足球队，希望我方队员们延

续良好的竞技状态，努力争胜，再创佳绩。

图 2：我方球员赛后合影

图 1：赛前两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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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愿有前程奔赴 亦能岁月

回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隆重举行
2019 年 6 月 22 日 18 点 30 分，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在北

京奥加美术馆酒店隆重举行。参加本次毕业晚会

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刘晓红老师、学生管理部

副主任吕世亮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主管周建

杰老师，授课教师代表赵剑波老师，以及我院 MBA

校友、2019 届毕业生、在校生和 2019 级新生共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刘晓红老师代表 MBA

教育中心全体教职员工，向顺利完成学业的 142

位 MBA 毕业生表示祝贺。希望同学们坚持学习，树

立终身学习的人生理念；希望同学们做一个脚踏

实地、知行合一的人；希望同学们常回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这个大家庭看看；希望同学们永远秉

持母校所赋予的优秀品质，时刻不忘作为一名社

科学子所拥有的特质，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努力

成为国家进步和民族振兴的栋梁，为母校赢得更

大的荣誉，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晚会在青春蓬勃、充满魅力的开场舞

《Oh ！》中拉开帷幕。整场晚会异彩纷呈，现场气

氛热烈，晚会节目还有毕业生领衔、2018 级在校

生参与的方言秀《祝酒歌》；知名社科女高音刘

晓红老师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唯美典雅、古

风连连的古琴花道表演《良宵引》；汉服走秀《半

壶纱》；独唱《大笑江湖》；对唱《匆匆那年》；以

及由第九届 MBA 分会主席周晔主持的激动人心

的游戏环节。特别是由毕业生组建乐队演奏的歌

曲《春风十里》和《远方》将晚会推向了高潮，与晚

会主题“愿有前程奔赴，亦能岁月回首”紧紧呼

应，优美的旋律、熟悉的面孔、灿烂的笑容、恬静

的时光，将画面定格在了 2017 年的初秋、2019 年

的仲夏。

图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隆重举行

图 2: 2018 级在校生表演开场舞《Oh ！》

图 3: 刘晓红老师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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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表演结束后，音乐缓缓奏起，灯光熄灭，

晚会筹备组特意为 2019 届毕业生准备了毕业蛋

糕，祝愿 2019届的莘莘学子愿有前程奔赴，亦能岁

月回首；也祝愿社科小院日新月异，桃李芬芳。

始于初秋，终于盛夏，渡彷徨，初心不改；

青葱岁月，如痴如梦，忆往昔，豪情满腔；

时光荏苒，回首岁月，社科精神薪火相传；

四季流转，展望未来，扬帆远航志在四方。

两年的时光，将 2017 级的 MBA 学子们烙上了

同学的印记，这种关系将随着岁月的洗礼而愈加牢

固，随着年华流转而愈加芬芳。今天是个特别的日

子，是结束，也是开始；是回首，也是传承。相信在

MBA 同学们的携手努力下，在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

亲切关怀下，社科精神一定会愈加发扬光大，社科

MBA 也一定会更加辉煌。祝福 2019 届毕业生，前程

似锦，阖家安康！

图 5: 筹备组为毕业生送上美好的祝愿

图 7: 合影留念

图 4: 毕业生组建乐队演奏《春风十里》 图 6: 部分毕业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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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

生院）工商学院MBA校友会第

三届理事会换届大会圆满召开
2019 年 6 月 23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

换届大会在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顺利召开。MBA

教育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孙晓晖老师、张莉莉

老师及 30 余名校友理事成员出席了会议，换届大

会由 2017 级同学和璇主持。

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第二届

MBA 校友会会长张建平代表第二届校友执行团队

发言，张建平会长对校友会过去的工作进行了回

顾和总结，分享了从事校友工作的感想，对第三届

理事会的未来发展送上了祝福和希望，期待新一

届理事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为表彰第

二届校友会执行团队的工作和贡献，孙晓晖老师

代表中心为他们并颁发了纪念奖杯及证书。

接下来张莉莉老师宣读第三届校友会理事会

成员名单及相关执行岗位任命决议并颁发任命证

书。2014级校友刘峰当选为第三届MBA校友会会长，

2016级校友贾超、2015级校友周龙环、2014级校友

张安灏当选为执行会长，2016级校友刘永建当选为

秘书长。随后第二届校友会与第三届校友会进行了

会旗交接。

会旗交接完毕后，第三届MBA校友会会长刘峰

代表新一届理事会发言。在秉承第一、二届校友会传

承的优良传统下，继续以“服务”为核心理念，加强精

品活动和跨界融合，脚踏实地开展校友会工作。新当

选的第三届校友会秘书长刘永建宣读了第三届校

友会执行团队岗位职责。

图 2：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大会现场

图 1： MBA 校友会第二届会长张建平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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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

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

赛圆满落幕
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案例

精英赛校园突围赛于 6 月 16 日在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卫星，中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联盟标准委员

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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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 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 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 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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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案例分析报告、校内大赛、案例的企业家点评案

例、精英赛培训指导讲座、参加全国案例大赛等8

个主要环节。案例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广大参赛队

员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拓展思维视野的机会，而

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校案例教学内容，让学生学

会从多视角思考企业现实存在的战略定位、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创新创业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断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现实问题的能力。

  

图 5：“独树一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

  

  图 7：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

  图 8：“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图 6：“白马非马“队、”八仙过海“队、”慎思明辨“队荣获三等奖 图 10：金志勇同学获得最有价值队员奖

图 11：全体参赛队员和评委合影留念

图 9：赵双双同学获最佳风采队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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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份成功都是梦想开出

的花——阿里巴巴参访心得

2019 年 6 月 5 日，有幸与来自美国杜兰大学

的 EMBA 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的师生一行 30 人前往阿里巴巴北

京总部参访。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全称为“阿里巴巴

北方运营中心”，是阿里巴巴“双中心”中的北部根

据地，于 2016 年落户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该中

心不仅是阿里巴巴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基础平台，也是阿里巴巴电

子商务、阿里健康、阿里音乐、互联网金融等相关

创新产业的运营基地。

首先，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为大

家讲解了阿里巴巴目前的发展态势和集团对于前

景的整体规划。其次他又详细地介绍了阿里云的

迅猛发展，业务覆盖了全球超过 18 个国家和地

区，涉及多个行业及领域，并一举成为奥运会官方

指定“云服务商”和“电子服务平台”。

从 初的电商企业到现在第三方支付巨头，

马云及阿里巴巴始终高举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的旗号，现如今阿里巴巴旗下业务主要包

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

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

服、菜鸟网络等。其年度盛会双十一钜惠也成了其

企业标志性活动之一，从 2014 年的 571 亿成交额

暴增至 2018 年的 2135 亿，发展迅猛。

在不停发展的阿里人心中，“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是 平凡又 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在进入

展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标题。一

步步走来，阿里巴巴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初

心，从 初的 B2B、B2C 到现在的新零售领域，在我

们每个人身边，开创了更便捷的支付。天猫精灵的

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盒马”的问世让我们

知道原来网购远远不止于此。阿里巴巴涉猎了包

括零售、物流、支付等整个商业链条中的每一个关

键环节，但是却从未止步。“城市大脑”在杭州的运

行，给了我们关于大数据和云系统一个更直观的

体验，让曾经在科幻片中才能出现的种种场景都

突破了空间结界走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 1：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讲解中 图 2：阿里巴巴展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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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去，努力总会有收获。

后引用马云的一句话，由衷的感叹一句：“梦想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走出去的同时，阿里巴巴也一直在不停回头

自我审视，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内核变得更优秀。阿

里巴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保，节省能源资源。这

是本次参访对我比较大的一点触动，阿里巴巴利

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用并在业内提倡使用风力、太

阳能发电来达到环保目标，展现了新时代里一个

大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了解到马云于

1999 年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其初衷是想将互联

图 4：合影留念

网变成普惠大众、安全可靠的工具。随着业务的不

断扩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危机，阿里巴巴这

个由私人持股的草根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跨国集

团，现服务来自超过 2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

用户，其集团及关联公司在大中华地区、日本、韩

国、英国及美国 70多个城市共有 24000 多名员工。

图 3：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

08

六月份学生活动

二、社科大 &北交大再度联袂

携手第四届亚太地区商学院

新疆挑战赛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第四届亚太地区

商学院新疆挑战赛（简称“亚新赛”）在新疆天山

天池顺利举行。本届亚新赛共有来自亚太地区

73 所院校的 65 支队伍参加，参赛人数首次突破

千人。亚新赛定位于商学院人群，以探寻西域文

化，倡导自然和谐与体育竞技相结合作为大赛的

赛事理念。亚新赛赛道基本覆盖了新疆除沙漠外

所有的地形地貌，既可领略草原丛林、戈壁峡谷，

又可领略天池风光、天山雪景，因而被誉为“商学

院 美越野跑赛道”，亚新赛也因此被称为“商学

院 美赛事”。

本届亚新赛，我校共组建了 14 人的（竞赛组

6 人，体验组 8 人）参赛队伍，我校与北京交通大

学继亚冰赛之后再度联袂，组成了“社交联队”，

携手参加了本届赛事。

比赛开始不久索尔巴斯陶就下起了小雨，加

上高海拔，天气湿冷无比，比赛难度陡然加大。但

联队队员们不畏艰难、冒雨前行。他们跑过蜿蜒向

上、一望无际的盘山公路，穿越浓雾弥漫、迂回曲

折的山间林路。他们在泥泞中爬过一座座山丘，越

过一片片草地，征服了陡峭的河谷、起伏的山丘，

探索索尔巴斯陶 天然 质朴的美。

6 月 8 日的比赛赛道位于天山天池，竞技组的

赛程是围绕天池一圈，360 度体验天池美景，体验

组则是选择天池 美的一段风景进行体验跑。比

赛日天气晴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迷人，而

我校竞技组的队员们，顾不上欣赏美景，沿着蜿蜒

向上的山路开始了第二天的赛程，他们一路奔跑，

向着终点迸发。

6月 7日的比赛赛道位于索尔巴斯陶，索尔巴

斯陶在哈萨克语中为“碱泉”的意思。深藏在天山

之中的索尔巴斯陶平均海拔 2400 多米，在 2700

米的高山之巅极目远眺，满目青翠。还可以一览天

格尔峰、博格达雪峰的雄姿靓颖，这些成就了索尔

巴斯陶的美名，其被称为“新疆 后一片净土”。

图 1: 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索尔巴斯陶起跑点合影

图 2：索尔巴斯陶盘山公路

图 3：队员们翻越索尔巴斯陶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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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天山天池是一年中 美的季节。天池

湖面呈半月形，长 3400 米， 宽处约 1500 米。湖

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

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挺拔苍翠的云杉、塔

松漫山遍岭、遮天蔽日。天池东南面就是雄伟的博

格达主峰 (蒙古语“博格达”，意为灵山、圣山 )海

拔达 5445 米，主峰左右又有两峰相连。抬头远眺，

三峰并起、突兀插云、状如笔架。

天山天池的赛道补给也更加丰富多彩，包括

功能饮料、新疆红枣、巴旦木、黑加仑、葡萄干、椰

枣、无花果干、圣女果、黄瓜、哈密瓜、西瓜、酸奶、

新疆特色囊， 强补给比赛，果然名不虚传。

6 月 9 日上午，经过一夜的休整，在新疆大剧

院观看了 具新疆特色的实景演出《千回西域》。

大气磅礴的舞台、似真似幻的布景、精美绝伦的

服装、优美激情的舞蹈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

兴衰和新疆历史文化的变迁。演出结束，本次亚

新赛在“天山 50、明年再见”中落下帷幕。

本次亚新赛赛道难度很大，很多没有参加过

越野赛的同学不适应大幅度上升和下降的赛道，

出现了很多伤病问题。张安灏同学平时训练认真

系统，在本次亚新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常

参加马拉松的李博同学在第二天 后三公里（一

路下坡）冲刺阶段，由于膝盖旧伤复发，他强忍疼

痛，奋力冲刺到终点；第一次参赛的梁烁同学因

为第一天的比赛太拼，导致第二天出现了伤病，

剧烈的伤病疼痛让他遗憾退赛；领队李文宁为

了保证竞赛组女队员张玉霄安全完赛，放弃了个

人成绩，体现了我校团结的比赛精神；方少坡同

学带病参赛；范洪霞因伤退赛的情况下仍坚持

走完三个打卡点；张玉霄同学在比赛超时不能

有效完赛的情况下，仍坚持走完全程。所有的一

切都体现了我校代表队“一旦出发，必须到达”的

社科沙鹰精神。竞技组队员们的拼搏故事令人动

图 6：新疆大剧院《千回西域》实景演出

图 4：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天山天池起跑点合影

图 5：天池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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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体验组的周晔、张晓瑜、范妍、何星坤、庞昕

泰、陈明宇、蔡艳富等同学，扛着社科的大旗奔跑

在赛道上，并且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完赛，更体现

了大家团结一致的精神。

虽然本届亚新赛没有拿到全员完赛的“耿

恭奖”，但团队（社交联队）还是取得了第 15 名

的成绩，这个成绩是由队员们努力拼搏得来的。

为了一个共同的竞技目标，社科大 & 北交大联

队队员一致约定明年再战，再次向“耿恭奖”发

起冲击 !

张安灏同学表示，本次比赛收获更多的是认

识自我后的重新出发，结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

曾经携手，一起拼了一场 美赛道、 虐之赛事。

那些过往的遗憾、风雨中的前行、潺潺流水触动

的心弦将是 美的记忆，伴随我们余生。记得

美的你、 拼的你和一路前行的你！

没有理想，何必远方。当初的梦怎能遗忘，勇

敢是唯一的希望，即使已满身是伤，却依然相信

坚持的力量！

图 8：第四届亚新赛完赛纪念奖牌

图 7：身穿红蓝马甲的社科大亚新赛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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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校 MBA 足球队取得

2019 年 M 超足球联赛淘汰赛

首轮胜利
2019年 6月 12日下午六点半，我校 MBA足球

队在奥体中心公园 3 号场地迎来 2019 年 M 超足球

联赛淘汰赛首轮的比赛，对手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MBA 足球队。经过一番跌宕起伏的角逐， 终我校

MBA 足球队以 4:3 的比分惊险取胜，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第 20 分钟造成对方禁区内手球犯规，随后我方队

员罚进点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 2球。上半场结束

前对方抓住机会扳回一球。上半场比赛结束，我方

以 2:1 领先对手。

为了应对残酷的淘汰赛，我校 MBA 足球队队

员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在本场比赛开赛前，队员们

就提早来到了比赛场地，在骄阳下的球场上进行

着热身训练。本场比赛一开始双方球员就快速地

进入了比赛状态。开场后第 7分钟，我方 9号队员

韩杜新禁区线前沿接 10 号队员金志勇的传球，转

身抽射进球，将比分改写为 1:0。进球之后我方队

员士气大振，进攻中多次威胁到对方的禁区，并在

下半场的比赛风云突变，开场仅 2 分钟，对

方就借助反击机会扳平了比分。比分被追平后，

我方队员略显急躁，在下半场进行到第 15 分钟

时，我方防守失误送给对手一粒点球，对手罚进

点球之后，将比分反超为 3:2。

真是祸不单行，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我方

队长 30 号张强在回防的过程中不慎拉伤大腿，

无法坚持比赛被替换下场，在受伤下场时还不忘

为大家布置战术，鼓舞大家的士气。随后的比赛

中，我方队员鼓足勇气，通过不断的进攻配合，由

我方 9 号队员韩杜新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0

分钟时扳平比分。随后，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5 分钟时我方通过任意球绝杀了对手。 终我校

MBA足球队凭借9号韩杜新的帽子戏法绝杀对手，

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图 2：我方球员主罚点球

图 1：赛前球员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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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比赛，我校MBA足球队经历了领先、被扳

平、落后、扳平、绝杀这样跌宕起伏的过程，不仅磨

砺了队员的意志、坚定了队员的信念，还创造了历

史性 佳成绩。下一轮的淘汰赛中我们将面对去年

的冠军球队——北航 MBA 足球队，我方必将奋力拼

搏，努力争胜。

图 4：赛后队员合影

图 3：我方 9号队员韩杜新任意球绝杀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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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校MBA足球队在 2019

年 M 超足球联赛小组赛最后

一轮中憾平对手

2019 年 6 月 15 日下午六点半，在奥体中心

公园 3 号场地我校 MBA 足球队迎来本届 M 超足球

联赛小组赛 后一场比赛，对手是上一届全国 M

超足球联赛亚军清华大学 MBA 足球队。经过激烈

的角逐， 终我校 MBA 足球队以 3:3 的比分憾平

对手。

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已经进行到 后一轮，

我校 MBA 足球队的默契和团队配合渐入佳境。上

半场面对强大的对手，毫不畏惧，场面一度占优，

但是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没能转化为进球，反而

是对方在上半场临近结束时先进一球，比赛上半

场结束时我方暂以 0:1 落后。

易边再战，我方不断施压，逼迫对手禁区内手

球犯规，我方队员主罚点球一蹴而就，将比分扳

平。扳平比分后我方士气大振，随后我方 8号队员

薛京华分别在下半场进行到第 17 分钟和 25 分钟

时连入两球，但是经验丰富的对手随后扳平了比

分。终场哨响，比分 后定格在了 3:3。

虽然本场比赛我方未能取胜，但是纵观全场，

我方队员们都非常努力，在对阵上届联赛亚军的

球队时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有击败对手的机会，

这种拼搏和努力的精神值得广大社科 MBA 学子们

学习。

届时，本届 M超足球联赛小组赛全部结束，接

下来将进入到淘汰赛，淘汰赛第一轮我们将面对

中国科学院大学 MBA 足球队，希望我方队员们延

续良好的竞技状态，努力争胜，再创佳绩。

图 2：我方球员赛后合影

图 1：赛前两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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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愿有前程奔赴 亦能岁月

回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隆重举行
2019 年 6 月 22 日 18 点 30 分，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在北

京奥加美术馆酒店隆重举行。参加本次毕业晚会

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刘晓红老师、学生管理部

副主任吕世亮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主管周建

杰老师，授课教师代表赵剑波老师，以及我院 MBA

校友、2019 届毕业生、在校生和 2019 级新生共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刘晓红老师代表 MBA

教育中心全体教职员工，向顺利完成学业的 142

位 MBA 毕业生表示祝贺。希望同学们坚持学习，树

立终身学习的人生理念；希望同学们做一个脚踏

实地、知行合一的人；希望同学们常回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这个大家庭看看；希望同学们永远秉

持母校所赋予的优秀品质，时刻不忘作为一名社

科学子所拥有的特质，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努力

成为国家进步和民族振兴的栋梁，为母校赢得更

大的荣誉，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晚会在青春蓬勃、充满魅力的开场舞

《Oh ！》中拉开帷幕。整场晚会异彩纷呈，现场气

氛热烈，晚会节目还有毕业生领衔、2018 级在校

生参与的方言秀《祝酒歌》；知名社科女高音刘

晓红老师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唯美典雅、古

风连连的古琴花道表演《良宵引》；汉服走秀《半

壶纱》；独唱《大笑江湖》；对唱《匆匆那年》；以

及由第九届 MBA 分会主席周晔主持的激动人心

的游戏环节。特别是由毕业生组建乐队演奏的歌

曲《春风十里》和《远方》将晚会推向了高潮，与晚

会主题“愿有前程奔赴，亦能岁月回首”紧紧呼

应，优美的旋律、熟悉的面孔、灿烂的笑容、恬静

的时光，将画面定格在了 2017 年的初秋、2019 年

的仲夏。

图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隆重举行

图 2: 2018 级在校生表演开场舞《Oh ！》

图 3: 刘晓红老师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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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表演结束后，音乐缓缓奏起，灯光熄灭，

晚会筹备组特意为 2019 届毕业生准备了毕业蛋

糕，祝愿 2019届的莘莘学子愿有前程奔赴，亦能岁

月回首；也祝愿社科小院日新月异，桃李芬芳。

始于初秋，终于盛夏，渡彷徨，初心不改；

青葱岁月，如痴如梦，忆往昔，豪情满腔；

时光荏苒，回首岁月，社科精神薪火相传；

四季流转，展望未来，扬帆远航志在四方。

两年的时光，将 2017 级的 MBA 学子们烙上了

同学的印记，这种关系将随着岁月的洗礼而愈加牢

固，随着年华流转而愈加芬芳。今天是个特别的日

子，是结束，也是开始；是回首，也是传承。相信在

MBA 同学们的携手努力下，在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

亲切关怀下，社科精神一定会愈加发扬光大，社科

MBA 也一定会更加辉煌。祝福 2019 届毕业生，前程

似锦，阖家安康！

图 5: 筹备组为毕业生送上美好的祝愿

图 7: 合影留念

图 4: 毕业生组建乐队演奏《春风十里》 图 6: 部分毕业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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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

生院）工商学院MBA校友会第

三届理事会换届大会圆满召开
2019 年 6 月 23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

换届大会在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顺利召开。MBA

教育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孙晓晖老师、张莉莉

老师及 30 余名校友理事成员出席了会议，换届大

会由 2017 级同学和璇主持。

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第二届

MBA 校友会会长张建平代表第二届校友执行团队

发言，张建平会长对校友会过去的工作进行了回

顾和总结，分享了从事校友工作的感想，对第三届

理事会的未来发展送上了祝福和希望，期待新一

届理事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为表彰第

二届校友会执行团队的工作和贡献，孙晓晖老师

代表中心为他们并颁发了纪念奖杯及证书。

接下来张莉莉老师宣读第三届校友会理事会

成员名单及相关执行岗位任命决议并颁发任命证

书。2014级校友刘峰当选为第三届MBA校友会会长，

2016级校友贾超、2015级校友周龙环、2014级校友

张安灏当选为执行会长，2016级校友刘永建当选为

秘书长。随后第二届校友会与第三届校友会进行了

会旗交接。

会旗交接完毕后，第三届MBA校友会会长刘峰

代表新一届理事会发言。在秉承第一、二届校友会传

承的优良传统下，继续以“服务”为核心理念，加强精

品活动和跨界融合，脚踏实地开展校友会工作。新当

选的第三届校友会秘书长刘永建宣读了第三届校

友会执行团队岗位职责。

图 2：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大会现场

图 1： MBA 校友会第二届会长张建平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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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孙晓晖老师作总结发言，校友会作为

联系校友、在校生的重要纽带，具有举足轻重的

意义。MBA 校友会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

究生院）校友会、MBA 教育中心的领导和支持下，

促进校友发展，坚持服务 MBA 毕业生和在校生，

支持中心建设，展示社科 MBA 风采。

图 4：新一届校友会理事会与会代表合影

图 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MBA 校友会第三届会长刘峰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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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

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校园突围

赛圆满落幕
2019“百纳友为”杯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全国管理案例

精英赛校园突围赛于 6 月 16 日在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赵

卫星，中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联盟标准委员

会主任、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MBA 案例中心副主任宝

山，天洋控股集团国内投资部投资总监何宜杰，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研究生院 ) 副教授杨小科，

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今朝等担

任本场比赛评委。72 名 MBA 在读及 2019 年拟录

取学生组成 9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书记、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在致辞中首先对于莅

临本次大赛的嘉宾与参赛队员表示了欢迎和诚

挚感谢，对郝继涛老师团队以及北京百纳友为

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例支持表示感谢。赵卫星指

出，校内案例大赛旨在通过现实商业案例模拟，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训练决策分析能力、拓展商

业思维。目前，企业案例分析已经成为 MBA 培养

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通过案例大赛这个平台，

加强商学院与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训练学生

提升分析决策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成熟商业思

维，培养学生熟悉管理沟通技巧，为未来发展打

下夯实的基础。

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

技有限公执行董事张今朝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社科校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创业案例回到母

校，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感谢十分

荣幸，并对现场嘉宾、老师、参赛队伍对于企业

的案例研究表示感谢。希望各队员能够在案例

分析中碰撞思想火花，为企业未来发展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图 2：2016 级社科 MBA 校友、北京百纳友为科技有限公执行
　　　　董事张今朝致辞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书记、常务副
　　　　院长赵卫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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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点评环节，7 位评委针对各参赛队伍

案例分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总结提炼，并结合自

身案例教学知识与行业经验进行了指导评议。评

委在肯定各队参赛队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对参

赛队员运用案例理论框架的适用性、案例分析报

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场上团队成员的配合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树立宏观意识，通过深度调研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实现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伟在总结发言中对于此次参赛

同学的付出表示感谢。罗中伟老师指出，本次大赛

的 直接目的在于经过层层选拔，选拔优秀团队

代表学校参加管理案例精英赛区域决赛。学生需

要进一步思考在本次大赛中，如何通过团队协作，

展现优秀自我。此外，罗仲伟老师也强调，在技术

变化、组织变化的快速发展时代，传统企业发展格

局将会发生全方位颠覆，一些传统的分析工具可

能不适用于当前环境。作为 MBA 学生，需要在已掌

握的管理知识体系下，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身战

略高度，综合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局势，给企业提

供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精彩角逐，“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白马非马队”、“八仙

过海”队、“慎思明辨”队并荣获三等奖，“独树一

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此外，金志勇同学被评为 有价值

队员奖，赵双双同学被评为 佳风采队员。 

随着 MBA 教育中心在案例大赛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社科 MBA 案例大赛已经从单纯的一场比赛，

拓展延伸为 MBA 培养的重要一项活动，涵盖案例

大赛经验交流、理论基础学习、企业案例调研、撰

在主持人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序、比赛规则

及会场注意事项后，本次大赛正式开始。各个参赛

队伍围绕“百纳友为：纳百川历千险成其大”案例，

进行现状分析、问题揭示、解决策略等多维度案例

分析，同时对于现场评委及参赛队员的提问进行

了多方式、多视角的解答，提出了创新性、建设性

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图 3：参赛队伍风采展示

  

  图 4：评委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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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案例分析报告、校内大赛、案例的企业家点评案

例、精英赛培训指导讲座、参加全国案例大赛等8

个主要环节。案例大赛的举办，不仅为广大参赛队

员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拓展思维视野的机会，而

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学校案例教学内容，让学生学

会从多视角思考企业现实存在的战略定位、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创新创业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断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现实问题的能力。

  

图 5：“独树一帜”队、“向阳而生”队、“冰解的破”队、“脚踏实地”
　　　队荣获优胜奖

  

  图 7： “擂主驾到”队荣获二等奖

  图 8：“鲲鹏展翅”队荣获一等奖

图 6：“白马非马“队、”八仙过海“队、”慎思明辨“队荣获三等奖 图 10：金志勇同学获得最有价值队员奖

图 11：全体参赛队员和评委合影留念

图 9：赵双双同学获最佳风采队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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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份成功都是梦想开出

的花——阿里巴巴参访心得

2019 年 6 月 5 日，有幸与来自美国杜兰大学

的 EMBA 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的师生一行 30 人前往阿里巴巴北

京总部参访。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全称为“阿里巴巴

北方运营中心”，是阿里巴巴“双中心”中的北部根

据地，于 2016 年落户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该中

心不仅是阿里巴巴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基础平台，也是阿里巴巴电

子商务、阿里健康、阿里音乐、互联网金融等相关

创新产业的运营基地。

首先，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为大

家讲解了阿里巴巴目前的发展态势和集团对于前

景的整体规划。其次他又详细地介绍了阿里云的

迅猛发展，业务覆盖了全球超过 18 个国家和地

区，涉及多个行业及领域，并一举成为奥运会官方

指定“云服务商”和“电子服务平台”。

从 初的电商企业到现在第三方支付巨头，

马云及阿里巴巴始终高举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的旗号，现如今阿里巴巴旗下业务主要包

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

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

服、菜鸟网络等。其年度盛会双十一钜惠也成了其

企业标志性活动之一，从 2014 年的 571 亿成交额

暴增至 2018 年的 2135 亿，发展迅猛。

在不停发展的阿里人心中，“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是 平凡又 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在进入

展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标题。一

步步走来，阿里巴巴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初

心，从 初的 B2B、B2C 到现在的新零售领域，在我

们每个人身边，开创了更便捷的支付。天猫精灵的

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盒马”的问世让我们

知道原来网购远远不止于此。阿里巴巴涉猎了包

括零售、物流、支付等整个商业链条中的每一个关

键环节，但是却从未止步。“城市大脑”在杭州的运

行，给了我们关于大数据和云系统一个更直观的

体验，让曾经在科幻片中才能出现的种种场景都

突破了空间结界走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 1：阿里云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云骧讲解中 图 2：阿里巴巴展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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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去，努力总会有收获。

后引用马云的一句话，由衷的感叹一句：“梦想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走出去的同时，阿里巴巴也一直在不停回头

自我审视，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内核变得更优秀。阿

里巴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保，节省能源资源。这

是本次参访对我比较大的一点触动，阿里巴巴利

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用并在业内提倡使用风力、太

阳能发电来达到环保目标，展现了新时代里一个

大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了解到马云于

1999 年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其初衷是想将互联

图 4：合影留念

网变成普惠大众、安全可靠的工具。随着业务的不

断扩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危机，阿里巴巴这

个由私人持股的草根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跨国集

团，现服务来自超过 2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

用户，其集团及关联公司在大中华地区、日本、韩

国、英国及美国 70多个城市共有 24000 多名员工。

图 3：参观阿里巴巴大事记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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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科大 &北交大再度联袂

携手第四届亚太地区商学院

新疆挑战赛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第四届亚太地区

商学院新疆挑战赛（简称“亚新赛”）在新疆天山

天池顺利举行。本届亚新赛共有来自亚太地区

73 所院校的 65 支队伍参加，参赛人数首次突破

千人。亚新赛定位于商学院人群，以探寻西域文

化，倡导自然和谐与体育竞技相结合作为大赛的

赛事理念。亚新赛赛道基本覆盖了新疆除沙漠外

所有的地形地貌，既可领略草原丛林、戈壁峡谷，

又可领略天池风光、天山雪景，因而被誉为“商学

院 美越野跑赛道”，亚新赛也因此被称为“商学

院 美赛事”。

本届亚新赛，我校共组建了 14 人的（竞赛组

6 人，体验组 8 人）参赛队伍，我校与北京交通大

学继亚冰赛之后再度联袂，组成了“社交联队”，

携手参加了本届赛事。

比赛开始不久索尔巴斯陶就下起了小雨，加

上高海拔，天气湿冷无比，比赛难度陡然加大。但

联队队员们不畏艰难、冒雨前行。他们跑过蜿蜒向

上、一望无际的盘山公路，穿越浓雾弥漫、迂回曲

折的山间林路。他们在泥泞中爬过一座座山丘，越

过一片片草地，征服了陡峭的河谷、起伏的山丘，

探索索尔巴斯陶 天然 质朴的美。

6 月 8 日的比赛赛道位于天山天池，竞技组的

赛程是围绕天池一圈，360 度体验天池美景，体验

组则是选择天池 美的一段风景进行体验跑。比

赛日天气晴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迷人，而

我校竞技组的队员们，顾不上欣赏美景，沿着蜿蜒

向上的山路开始了第二天的赛程，他们一路奔跑，

向着终点迸发。

6月 7日的比赛赛道位于索尔巴斯陶，索尔巴

斯陶在哈萨克语中为“碱泉”的意思。深藏在天山

之中的索尔巴斯陶平均海拔 2400 多米，在 2700

米的高山之巅极目远眺，满目青翠。还可以一览天

格尔峰、博格达雪峰的雄姿靓颖，这些成就了索尔

巴斯陶的美名，其被称为“新疆 后一片净土”。

图 1: 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索尔巴斯陶起跑点合影

图 2：索尔巴斯陶盘山公路

图 3：队员们翻越索尔巴斯陶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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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天山天池是一年中 美的季节。天池

湖面呈半月形，长 3400 米， 宽处约 1500 米。湖

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

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挺拔苍翠的云杉、塔

松漫山遍岭、遮天蔽日。天池东南面就是雄伟的博

格达主峰 (蒙古语“博格达”，意为灵山、圣山 )海

拔达 5445 米，主峰左右又有两峰相连。抬头远眺，

三峰并起、突兀插云、状如笔架。

天山天池的赛道补给也更加丰富多彩，包括

功能饮料、新疆红枣、巴旦木、黑加仑、葡萄干、椰

枣、无花果干、圣女果、黄瓜、哈密瓜、西瓜、酸奶、

新疆特色囊， 强补给比赛，果然名不虚传。

6 月 9 日上午，经过一夜的休整，在新疆大剧

院观看了 具新疆特色的实景演出《千回西域》。

大气磅礴的舞台、似真似幻的布景、精美绝伦的

服装、优美激情的舞蹈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

兴衰和新疆历史文化的变迁。演出结束，本次亚

新赛在“天山 50、明年再见”中落下帷幕。

本次亚新赛赛道难度很大，很多没有参加过

越野赛的同学不适应大幅度上升和下降的赛道，

出现了很多伤病问题。张安灏同学平时训练认真

系统，在本次亚新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常

参加马拉松的李博同学在第二天 后三公里（一

路下坡）冲刺阶段，由于膝盖旧伤复发，他强忍疼

痛，奋力冲刺到终点；第一次参赛的梁烁同学因

为第一天的比赛太拼，导致第二天出现了伤病，

剧烈的伤病疼痛让他遗憾退赛；领队李文宁为

了保证竞赛组女队员张玉霄安全完赛，放弃了个

人成绩，体现了我校团结的比赛精神；方少坡同

学带病参赛；范洪霞因伤退赛的情况下仍坚持

走完三个打卡点；张玉霄同学在比赛超时不能

有效完赛的情况下，仍坚持走完全程。所有的一

切都体现了我校代表队“一旦出发，必须到达”的

社科沙鹰精神。竞技组队员们的拼搏故事令人动

图 6：新疆大剧院《千回西域》实景演出

图 4：社科大 &北交大参赛队员在天山天池起跑点合影

图 5：天池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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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体验组的周晔、张晓瑜、范妍、何星坤、庞昕

泰、陈明宇、蔡艳富等同学，扛着社科的大旗奔跑

在赛道上，并且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完赛，更体现

了大家团结一致的精神。

虽然本届亚新赛没有拿到全员完赛的“耿

恭奖”，但团队（社交联队）还是取得了第 15 名

的成绩，这个成绩是由队员们努力拼搏得来的。

为了一个共同的竞技目标，社科大 & 北交大联

队队员一致约定明年再战，再次向“耿恭奖”发

起冲击 !

张安灏同学表示，本次比赛收获更多的是认

识自我后的重新出发，结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

曾经携手，一起拼了一场 美赛道、 虐之赛事。

那些过往的遗憾、风雨中的前行、潺潺流水触动

的心弦将是 美的记忆，伴随我们余生。记得

美的你、 拼的你和一路前行的你！

没有理想，何必远方。当初的梦怎能遗忘，勇

敢是唯一的希望，即使已满身是伤，却依然相信

坚持的力量！

图 8：第四届亚新赛完赛纪念奖牌

图 7：身穿红蓝马甲的社科大亚新赛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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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校 MBA 足球队取得

2019 年 M 超足球联赛淘汰赛

首轮胜利
2019年 6月 12日下午六点半，我校 MBA足球

队在奥体中心公园 3 号场地迎来 2019 年 M 超足球

联赛淘汰赛首轮的比赛，对手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MBA 足球队。经过一番跌宕起伏的角逐， 终我校

MBA 足球队以 4:3 的比分惊险取胜，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第 20 分钟造成对方禁区内手球犯规，随后我方队

员罚进点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 2球。上半场结束

前对方抓住机会扳回一球。上半场比赛结束，我方

以 2:1 领先对手。

为了应对残酷的淘汰赛，我校 MBA 足球队队

员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在本场比赛开赛前，队员们

就提早来到了比赛场地，在骄阳下的球场上进行

着热身训练。本场比赛一开始双方球员就快速地

进入了比赛状态。开场后第 7分钟，我方 9号队员

韩杜新禁区线前沿接 10 号队员金志勇的传球，转

身抽射进球，将比分改写为 1:0。进球之后我方队

员士气大振，进攻中多次威胁到对方的禁区，并在

下半场的比赛风云突变，开场仅 2 分钟，对

方就借助反击机会扳平了比分。比分被追平后，

我方队员略显急躁，在下半场进行到第 15 分钟

时，我方防守失误送给对手一粒点球，对手罚进

点球之后，将比分反超为 3:2。

真是祸不单行，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我方

队长 30 号张强在回防的过程中不慎拉伤大腿，

无法坚持比赛被替换下场，在受伤下场时还不忘

为大家布置战术，鼓舞大家的士气。随后的比赛

中，我方队员鼓足勇气，通过不断的进攻配合，由

我方 9 号队员韩杜新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0

分钟时扳平比分。随后，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35 分钟时我方通过任意球绝杀了对手。 终我校

MBA足球队凭借9号韩杜新的帽子戏法绝杀对手，

闯入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的前五。

图 2：我方球员主罚点球

图 1：赛前球员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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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比赛，我校MBA足球队经历了领先、被扳

平、落后、扳平、绝杀这样跌宕起伏的过程，不仅磨

砺了队员的意志、坚定了队员的信念，还创造了历

史性 佳成绩。下一轮的淘汰赛中我们将面对去年

的冠军球队——北航 MBA 足球队，我方必将奋力拼

搏，努力争胜。

图 4：赛后队员合影

图 3：我方 9号队员韩杜新任意球绝杀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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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校MBA足球队在 2019

年 M 超足球联赛小组赛最后

一轮中憾平对手

2019 年 6 月 15 日下午六点半，在奥体中心

公园 3 号场地我校 MBA 足球队迎来本届 M 超足球

联赛小组赛 后一场比赛，对手是上一届全国 M

超足球联赛亚军清华大学 MBA 足球队。经过激烈

的角逐， 终我校 MBA 足球队以 3:3 的比分憾平

对手。

本年度 M 超足球联赛已经进行到 后一轮，

我校 MBA 足球队的默契和团队配合渐入佳境。上

半场面对强大的对手，毫不畏惧，场面一度占优，

但是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没能转化为进球，反而

是对方在上半场临近结束时先进一球，比赛上半

场结束时我方暂以 0:1 落后。

易边再战，我方不断施压，逼迫对手禁区内手

球犯规，我方队员主罚点球一蹴而就，将比分扳

平。扳平比分后我方士气大振，随后我方 8号队员

薛京华分别在下半场进行到第 17 分钟和 25 分钟

时连入两球，但是经验丰富的对手随后扳平了比

分。终场哨响，比分 后定格在了 3:3。

虽然本场比赛我方未能取胜，但是纵观全场，

我方队员们都非常努力，在对阵上届联赛亚军的

球队时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有击败对手的机会，

这种拼搏和努力的精神值得广大社科 MBA 学子们

学习。

届时，本届 M超足球联赛小组赛全部结束，接

下来将进入到淘汰赛，淘汰赛第一轮我们将面对

中国科学院大学 MBA 足球队，希望我方队员们延

续良好的竞技状态，努力争胜，再创佳绩。

图 2：我方球员赛后合影

图 1：赛前两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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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愿有前程奔赴 亦能岁月

回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隆重举行
2019 年 6 月 22 日 18 点 30 分，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在北

京奥加美术馆酒店隆重举行。参加本次毕业晚会

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刘晓红老师、学生管理部

副主任吕世亮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主管周建

杰老师，授课教师代表赵剑波老师，以及我院 MBA

校友、2019 届毕业生、在校生和 2019 级新生共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

学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刘晓红老师代表 MBA

教育中心全体教职员工，向顺利完成学业的 142

位 MBA 毕业生表示祝贺。希望同学们坚持学习，树

立终身学习的人生理念；希望同学们做一个脚踏

实地、知行合一的人；希望同学们常回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这个大家庭看看；希望同学们永远秉

持母校所赋予的优秀品质，时刻不忘作为一名社

科学子所拥有的特质，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努力

成为国家进步和民族振兴的栋梁，为母校赢得更

大的荣誉，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晚会在青春蓬勃、充满魅力的开场舞

《Oh ！》中拉开帷幕。整场晚会异彩纷呈，现场气

氛热烈，晚会节目还有毕业生领衔、2018 级在校

生参与的方言秀《祝酒歌》；知名社科女高音刘

晓红老师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唯美典雅、古

风连连的古琴花道表演《良宵引》；汉服走秀《半

壶纱》；独唱《大笑江湖》；对唱《匆匆那年》；以

及由第九届 MBA 分会主席周晔主持的激动人心

的游戏环节。特别是由毕业生组建乐队演奏的歌

曲《春风十里》和《远方》将晚会推向了高潮，与晚

会主题“愿有前程奔赴，亦能岁月回首”紧紧呼

应，优美的旋律、熟悉的面孔、灿烂的笑容、恬静

的时光，将画面定格在了 2017 年的初秋、2019 年

的仲夏。

图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学院（研究生院）2019 届 MBA
　　　毕业晚会隆重举行

图 2: 2018 级在校生表演开场舞《Oh ！》

图 3: 刘晓红老师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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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表演结束后，音乐缓缓奏起，灯光熄灭，

晚会筹备组特意为 2019 届毕业生准备了毕业蛋

糕，祝愿 2019届的莘莘学子愿有前程奔赴，亦能岁

月回首；也祝愿社科小院日新月异，桃李芬芳。

始于初秋，终于盛夏，渡彷徨，初心不改；

青葱岁月，如痴如梦，忆往昔，豪情满腔；

时光荏苒，回首岁月，社科精神薪火相传；

四季流转，展望未来，扬帆远航志在四方。

两年的时光，将 2017 级的 MBA 学子们烙上了

同学的印记，这种关系将随着岁月的洗礼而愈加牢

固，随着年华流转而愈加芬芳。今天是个特别的日

子，是结束，也是开始；是回首，也是传承。相信在

MBA 同学们的携手努力下，在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

亲切关怀下，社科精神一定会愈加发扬光大，社科

MBA 也一定会更加辉煌。祝福 2019 届毕业生，前程

似锦，阖家安康！

图 5: 筹备组为毕业生送上美好的祝愿

图 7: 合影留念

图 4: 毕业生组建乐队演奏《春风十里》 图 6: 部分毕业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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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

生院）工商学院MBA校友会第

三届理事会换届大会圆满召开
2019 年 6 月 23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

换届大会在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顺利召开。MBA

教育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孙晓晖老师、张莉莉

老师及 30 余名校友理事成员出席了会议，换届大

会由 2017 级同学和璇主持。

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第二届

MBA 校友会会长张建平代表第二届校友执行团队

发言，张建平会长对校友会过去的工作进行了回

顾和总结，分享了从事校友工作的感想，对第三届

理事会的未来发展送上了祝福和希望，期待新一

届理事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为表彰第

二届校友会执行团队的工作和贡献，孙晓晖老师

代表中心为他们并颁发了纪念奖杯及证书。

接下来张莉莉老师宣读第三届校友会理事会

成员名单及相关执行岗位任命决议并颁发任命证

书。2014级校友刘峰当选为第三届MBA校友会会长，

2016级校友贾超、2015级校友周龙环、2014级校友

张安灏当选为执行会长，2016级校友刘永建当选为

秘书长。随后第二届校友会与第三届校友会进行了

会旗交接。

会旗交接完毕后，第三届MBA校友会会长刘峰

代表新一届理事会发言。在秉承第一、二届校友会传

承的优良传统下，继续以“服务”为核心理念，加强精

品活动和跨界融合，脚踏实地开展校友会工作。新当

选的第三届校友会秘书长刘永建宣读了第三届校

友会执行团队岗位职责。

图 2：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大会现场

图 1： MBA 校友会第二届会长张建平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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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孙晓晖老师作总结发言，校友会作为

联系校友、在校生的重要纽带，具有举足轻重的

意义。MBA 校友会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

究生院）校友会、MBA 教育中心的领导和支持下，

促进校友发展，坚持服务 MBA 毕业生和在校生，

支持中心建设，展示社科 MBA 风采。

图 4：新一届校友会理事会与会代表合影

图 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MBA 校友会第三届会长刘峰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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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校MBA师生参加 2019

“超越想象”创新大会

6 月 25 日，由《中国经营报》主办的 2019“超

越想象”创新大会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我校

MBA 师生代表参加了此次创新大会。  

此次创新大会聚焦创业创新、技术革命、IP

升级、人工智能、新金融科技、新消费、新文娱等核

心话题，共享科创思维，展示前沿科技，解读创新

趋势，畅想理想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经营报》社

长金碚参加了本次大会，并发表“燃点：想象无边 

创新无限”主旨演讲。

社科 MBA 从传统课堂讲授，通过国情调研

基地、各类研究中心、论坛、峰会、企业调查、模

拟演练、管理实践等多样化的 MBA 第二课堂教

育全面培养具有世界眼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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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创新大会让 MBA 学生及校友有机会

聆听专家学者的深度观点和众多社会知名企业

家行业创新发展理念及前景，收获了知识，开阔

了视野！

图 3：我校 MBA 师生合影

图 1：金碚先生做主旨演讲

图 2：创新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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