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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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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学生活动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

究生院）MBA 企业访学之泛

华集团成功举行

炎炎夏日，挡不住同学们对企业访学的热情。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MBA 分会实践

部组织的 MBA 企业访学之泛华集团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下午成功举行。共有来自我院 2018 级

MBA 各班同学近 40 余人参加了此次访学活动。同

学们如约来到位于丰台区基地总部的泛华集团进

行了参观和访问，过程中同学们与泛华集团各位

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学习，共同度过了一个收获满

满的访学之行。

下午两点，访学正式开始。首先，我校 MBA 学

生会主席周晔同学主持发言。他代表学校介绍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

育中心的发展背景、历程和本次企业访学的策划

组织背景，并对东道主泛华集团对我校放学团热

情的接待表示感谢。

接下来，泛华集团辛颖女士介绍了泛华集团

的基本情况，她提到，泛华集团作为中国新型城镇

化的创新领跑者，站在区域经济发展角度，为城市

发展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投资运营、产业运营和

系统建设服务，形成了城市发展、城市建设、城市

运营管理和海外发展四大主营业务板块。经过多

年深耕城市的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新型城

镇化发展创新模式，构建了以四化融合为驱动机

制，以四生协同为发展理念，打造四层结构的价值

体系，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创造了多个经典

的案例。

图 1：MBA 企业访学之泛华集团成功举行

图 3：辛颖女士为同学们做演讲

图 2：MBA 分会主席周晔同学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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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学生活动

分享完毕，泛华集团董事长杨天举和同学们

进入了互动提问环节。孙锐、何星坤、高源、邵秋艳

等同学都进行了积极提问，现场学习气氛浓烈。针

对泛华集团发展历程和未来发展方向，杨天举董

事长结合自己从政后选择下海经商创业做了精彩

励志的回答，并从“企业如何定战略、搭班子、带团

队”、“认识思维的方法论”、“知行合一”三方面介

绍未来方向，获得同学们阵阵掌声。

紧接着，雷超兵介绍了泛华集团的转型发展，

充分利用万物互联，泛华集团提出了泛华智造 4.0

发展计划，研究泛华和信息化的联系与互动，通过

要素聚集，实现量的扩增，以信息化的手段，实现

生产、管理、经营的平衡，并通过机制创新、信息化

管理、智慧化管理实现“管理平台化、经营创客化、

服务专业化”的目标。

最后，周晔代表大家再次感谢泛华集团给予

我校 MBA 同学们的访学和分享机会，大家集体到

大厅合影留念。通过本次访学，同学们对城市发展

型企业有了全新的认识，与时俱进创新模式促企

业发展。同学们与企业纷纷建立联系，此次访学之

行收获颇丰。

泛华产业投资公司杨晓韬女士详细介绍了

泛华数字科创城的情况。泛华数字科创城运用

系统战略思维，围绕地方主导产业，输出城市产

业大脑，投入以数字经济引领的创新要素赋能，

形成新的产业生态聚集和总部经济，带动区域

产城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泛华数字科创城以科

技、产业与市场、资本、人才和空间的四融理念，

构建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空间和新生活，最

终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和新的增

长极。

图 5：杨晓韬女士为同学们做演讲

图 4：雷超兵为同学们做演讲
图 6：泛华集团董事长杨天举为同学们做演讲

图 7：同学们提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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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学生活动

二、与你比肩 与有荣焉——

记 2017 级 MBA-3 班毕业

庆典
2019年6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

究生院 )2017 级 MBA-3 班毕业庆典在湖南大厦

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班长张飞同学策划、组织，

共 50 余名同学参加。

首先，在班主任姚雪梅老师的委托下，班长

张飞同学对两年 MBA 学习生涯进行了总结，对全

班每位同学的表现给予了肯定，并且为全班同学

送去了祝福。希望每一位同学在未来的工作和学

习中不忘初心、砥砺奋进、鹏程万里、芳华永随。

活动当天，同学们依依不舍，回顾两年的学

习、生活，一切都在眼前。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

但是大家的收获却是满满的。两年的时间说短不

短，大家朝夕相处、一起面对困难的决心、互相帮

助的身影依然历历在目。

回顾过去，太多不舍。展望未来，充满期待。

在 MBA 教育中心每位老师亲切关怀以及同学们

之间互相帮助下，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即将开启人

生新的篇章。在社科院 MBA 学习的两年，我们用

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通过实践提升自身的能

力。每位同学都坚信并做好了准备，将所学知识

和理论运用到未来的工作中去。“与你比肩 与有

荣焉”也时刻提醒着我们在未来的工作和学习中

不忘传承社科精神，并将社科辉煌继续发扬，以

此来激励我们砥砺前行。

图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2017级 MBA-3班
　　　毕业庆典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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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学生活动

三、天空的另一半 社科MBA

女性主题读书分享成功举办
2019 年 7 月 6 日下午，社科 MBA 读书会线下

活动在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4F 教室成功举办。本期

线下读书分享的主题是天空的另一半，这是社科

MBA读书会首次举办女性主题的读书分享会。

此次活动的四位分享嘉宾分别是 2019 级陈希

凤、2010级杨帆、2018级邹易以及 2016级董环。每

位嘉宾结合书籍内容和自身经验从不同角度阐述

女性如何面对职场各种困难，迎风破浪学习成长。

本次活动虽然是以女性为主题，但是仍然吸

引了许多男性同学参加聆听，特别是邹易同学结

合自己阅读心得、家庭生活和工作体会，参与了

本次的分享环节。在分享结束之后，许多参与活

动的男性同学也纷纷发言，分享感受与收获。

　　在热烈讨论之后大家参与了读书会的

取名投票环节，经过本次活动成员进行投票之

后，最终选定“明笃会”为社科MBA读书会的名字，

至此本期读书会分享圆满结束。最后大家就读书

会的宣传渠道、后期活动主题和开展方式做了讨

论，力争未来为社科学子能够带来更多精彩实在

的干货分享。图：四位嘉宾分享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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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MBA 校友会书画协会”

成立仪式暨六度书法活动圆

满举行

2019 年 7 月 14 日下午，MBA 教育中心

“MBA 校友会书画协会”成立仪式暨六度书法活

动在社科 1978 咖啡圆满举行。MBA 教育中心招

生与职业发展部孙晓晖老师、MBA 校友会执行

会长 2016 级校友周龙环和热爱书画的社科

MBA 校友参加了此次活动。成立仪式由 2010 级

校友杨帆主持。

雄壮的国歌声之后，孙晓晖老师宣布中国

社会科学大学（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

心“社科 MBA 校友会书画协会”正式成立。MBA

校友会执行会长周龙环宣读了“社科 MBA 校友

会书画协会”骨干成员名单：王鹏飞为会长，胡

吉连为副会长，杨帆、韩忠芹为秘书长，以及各

部部长名单。

成立仪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书画家协会主

席何劲松研究员发来贺电。

图 2：MBA 校友会执行会长周龙环宣读书画协会骨干成员名单

图 3：书画协会会长王鹏飞宣读协会宗旨

图 1：2010 级杨帆校友主持“MBA 校友会书画协会”成立仪式



08

七月份学生活动

随后，王鹏飞会长宣读了书画协会宗旨：

MBA 教育中心“社科 MBA 校友会书画协会”以

广义的国学书法为服务内容，包括传统文化

经典、毛笔书法、中国画及篆刻的学习和交

流，服务社科 MBA 校友。初期以六度书法学习

为主要内容，采取以定期和不定期的形式开

展讲学、雅集、游学、展览、出版等活动内容；

中期联合社科院书画家协会，邀请各位专家

研究员开展一些高质量高水准的活动；高级

阶段联合中国书协、美协、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大学等各类学术、艺术机构开展多种传

统文化艺术活动。

成立仪式结后，王鹏飞会长结合各类书法流

派产生的历史土壤和时代背景给与会人员带来第

一堂六度书法通识课。王鹏飞会长认为，在日常书

法练习中，大字健身，小字修心，提出书法修养“一

波三折、十方通达、圆融无碍、刚正不阿”的十六字

诀，并以其渊博的书画知识和行脚体验，为大家带

来一场异彩纷呈的书法课程，进一步激发了大家

参与传统文化活动的信心和热情。

社科“MBA校友会书画协会”将秉承书画艺术为

社科MBA校友服务为宗旨，弘扬健康向上的主旋律，

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以书画交流促进社科 MBA

文化素养的提升，用书画加深校友间的链接。

图 5：活动合影

图 4：六度书法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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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校 MBA 足球队取得

2019M 超“精英杯”新生足球

赛首轮比赛的胜利

2019M 超“精英杯”新生足球赛是由 M 超联

盟继高校足球联赛后，为 2019 级新进入学的

MBA、EMBA、MPA、MPAcc、MEM 等专业硕士群体提供

的以足球为媒介，为新生打造一个院校之间相互

交流的平台赛事。同时为各院校俱乐部人才梯队

建设提供了新老融合的机会，实现各院校足球俱

乐部的人才整合进而促进稳定发展。参加本届联

赛的院校有社科大 MBA、北邮 MBA、北师大 MBA、中

国农大 MBA、北大光华 MBA、清华 MEM、北航 MBA、清

华 MBA、中传 MBA 和人大 MBA。

2019 年 7 月 27 日下午 4 点，我校 2019 级

MBA 新生足球队在北京中昊足球场 3 号场地迎来

了 2019M 超“精英杯”新生足球赛首轮的比赛，对

手为北师大 MBA 足球队。双方经过 1 个多小时的

激烈角逐， 终我校以 4:2 的比分取胜，取得了本

次比赛的开门红。

开场后，面对对方来势汹汹的进攻，我方球

员众志成城，沉着应对，利用对方的后防漏洞由

10 号王晨光（队长）首开纪录。1:0 领先后我方士

气大振，通过远射再下一城 2:0 暂时领先对手。

本次比赛任务重、压力大，在 2018 级师兄的

帮助下，2019 级 MBA 新生足球队在极短的时间内

组建完成。比赛当天在 40 度高温和缺少替补队

员的情况下，我方队员积极应战，体现出了社科

人迎难而上，敢于亮剑的精神。

随后的比赛中，对方展开了全面反扑，混乱

中我方丢失一球。紧接着，我方利用个人优势在

比赛进行到第 25 分钟时获得直接任意球机会，

我方队长王晨光主罚任意球并直接破门，上半场

比赛结束，我方以 3:1 暂时领先。

图 1：赛前双方队员合影

图 2：赛前布置战术

图 3：比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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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比赛，对方利用多名替补的体力优势全

面压上，我方因替补球员较少，后方球员体力下降，

被对方撕开防线，打入一球。3:2 的比分让比赛进

入到白热化的状态。丢球后，我方球员咬牙坚持，终

于在下半场还剩5分钟的时候，我方抓住机会，迫

使对方后卫解围失误，将球打入自家球门。这个乌龙

球也将双方的比分 终定格在4:2。

本场比赛过后，我校以 1战 1胜的成绩暂列小

组第 2（北大光华以净胜球的优势暂列第一）。我校

下一场比赛将在 8 月 3 日下午 5 点对阵中国传媒

大学，我方队员将全力应对。

图 5：赛后我方球员合影

图 4：我方主罚任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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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校MBA足球队在2019M 

超“精英杯”新生足球赛中再下

一城
2019 华北高校 M超“精英杯”新生足球赛第

二轮的比赛于 8 月初如期开赛。2019 年 8 月 3 日

下午 6 点，我校 MBA 足球队迎来了实力强劲的对

手——中国传媒大学 MBA 足球队。在赢得首轮比

赛的胜利后，我方队员斗志昂扬，积极备战。

随后的比赛中，我方迅速调整状态，放下思想

包袱。在比赛进行到第 20分钟时，我方 5号刘美昶

中场送出助攻，由 10 号王晨光小角度射门扳回一

分。比分变为1:2，我方暂时落后 1球。紧接着，当比

赛进行到第 26分钟时，我方 20号罗培助攻 5号刘

美昶后场远射，皮球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越过对方

所有队员擦着球门上沿入网，我方将比分扳平，双方

又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

扳平比分后我方队员心态也越来越稳，逐渐拿

回了本场比赛的主动权。上半场临近结束时，我方5

号刘美昶和 10 号王晨光通过后场定位球的配合晃

开对方门将再进一球，我方成功反超对手，带着3:2

的比分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比赛一开场，我方就全队压上展开进攻，并通

过频频的射门给对方造成了强大的压力。随着比赛

的进行，对手渐渐找到了节奏，并且在比赛进行到第

8 分钟时抓住我方界外球发球失误的机会首开记

录，我方0:1落后。3分钟后，对方又通过中场任意

球的机会直接射门得分。我方0:2落后，比赛形势变

得更加严峻。 图 2：我方队员取得进球

图 1：赛前我方球员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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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刚刚开场，我方 10 号王晨光与 5

号刘美昶再次打出精彩配合，由后者远射，球

打到对方球员身上后折线入网。比分改写为

4:2。对手被反超后压力增大、失误频频，为追

上比分进行了换人调整。我方也及时换上

2018 级学长金智勇来控制比赛节奏（依照比

赛规则，每场比赛可以派两名老生参赛），金志

勇上场后与两名 2019 级核心球员王晨光和刘

美昶组成锋利的移动铁三角，一次次的冲击着

对方防线。

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第 15 分钟时，我方因

不熟悉比赛细则被红牌罚下一名球员。之后的

时间里，我方只能以 6 人应战，对方看到了扳

平的希望，开始大举进攻。我方并没有退缩防

守，反倒是在稳固防守的同时将防守反击发挥

的淋淋尽致。分别在比赛进行到第 22 分钟和

26 分钟时由 10 号队长王晨光打进两粒精彩

的进球，锁定了比赛的胜利。最终我方以 6:2

的比分拿下对手，取得开赛两连胜。

两轮战罢，我方两战积6分，以净胜球的劣势

依然排名小组赛第二。下场比赛对战北航 MBA 足球

队，我方必将努力进取、团结协作争取再下一城，提

前杀入4强。

图 4：赛后合影

图 3：我方锁定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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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绿荫赛场上演惊天逆转 

社科军团谱写华彩乐章——

记 2019M 超“精英杯”新生足

球赛第四战
2019年 8月 17日，2019M超“精英杯”新生足

球赛 A组迎来“天王山”对决。我校 MBA足球队迎来

本组最强劲对手——北大光华MBA足球队，这场比

赛的结果将直接决定小组赛 A 组头名的归属院校，

我校 MBA足球队在开场连丢三球的情况下，下半场

实现惊天逆转，上演“安菲尔德奇迹”，最终以9:4

力克北大光华 MBA足球队，并以小组赛四轮三胜一

平积 10 分的傲人战绩，超越北大光华提前锁定小

组第一，强势获得本次新生赛的四强席位。

抓住防反机会给对手制造了几次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进行到第 8分钟时，对方打出一脚远射，球折

射后入网，比分变为 0:1。5 分钟后，对方左路前场

远射再次取得进球，比分变为 0:2。上半场比赛进

行到第 15 分钟时，对方头球再次取得进球，将领

先优势扩大到三球，此时场上比分变为 0:3。在这

危难时刻，我方全体队员并没有放弃，及时调整战

术，积极扭转场上劣势。先是比赛进行到第 18 分

钟时，由 5号刘美昶通过边线球机会，打出一脚高

质量任意球，直接得分，将比分变为 1:3。5分钟后，

又是 5号刘美昶接 21 号金志勇传球，不停球起脚

远射，比分变为 2:3。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 28 分钟

时，我方 10 号王晨光接后场传球，高高跃起头球

攻门，对方门将将球击出，王晨光快速反应倒地铲

射，将比分改写为 3:3，双方又回到同一起跑线。在

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对方球员在我方半场通

过门前混战将球再次踢入球网，比分再次超出，场

上比分变为 3:4, 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

本场比赛，我方首发前锋由 2018 级金志勇和

2019 级王晨光（队长）搭档，比赛刚开始，对方就试

图通过传控打法渗透我方防线，但是由于我方区

域性防守较好，一直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反而 图 2：上半场比赛双方球员奋力拼搏

图 1：赛前我方队员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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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比赛开始，我方球员积极向对方半场施

压，通过控球和中路的传切配合将球控制在对方半

场，终于在下半场进行到第5分钟时，我方 5号刘

美昶禁区前起脚打门，球直接窜入球门右下角，再

次将双方比分扳为 4:4 平。这粒进球，很大程度上

提升了我方的士气。3分钟后，10号王晨光，前场连

续晃动对方两名防守队员后，从容起脚打门将比分

反超，5:4。此时，我方士气高涨、越战越勇，接连在3

分钟内连进 4 球，最终双方比分定格在 9:4。从落

后三球到领先四球，我方队员凭借着不屈不挠的拼

搏精神，实现惊天逆转，上演“安菲尔德奇迹”。

此役战罢，我方已完成本届联赛小组赛全部

的赛程，以四轮小组赛三胜一平的战绩成为首支

以不败战绩杀入四强的队伍（四轮比赛比分为：

首轮 4:2 战胜北师大；次轮 6:2 战胜中传；第三

轮 3:3 战平北航；最后一轮 9:4 战胜北大光华）。

同时，我方 10 号王晨光和 5 号刘美昶分别以 10

粒进球和 5粒助攻，占据射手榜和助攻榜首位。

接下来的四强赛，我校将面对 B 组小组排名

第二的球队。希望我校足球队能够鼓足干劲，再接

再厉，争取打入决赛，创造更好的成绩。

图 4：赛后合影图 3：我方队员庆祝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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