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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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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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记录本月中心 MBA学生参与的论坛等活动。

《MBA教育中心工作简报》组稿：每月进行征稿，各部门结合当月具体工作进行

信息稿件的整理，整理后提交至综合办公室，由综合办公室负责汇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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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中心要闻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 2016 年学位论
文答辩工作顺利完成

2016 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14 日，我院 MBA 教

育中心 2016 年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举行。今年共有 151 名 MBA 学位申

请人参加论文答辩，聘请院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

专家学者 60 人次组成答辩委员会，答辩工作历时

3天完成。

答辩开始前，MBA 教育中心组织召开了本届

MBA 学位论文答辩评委工作会议。会上，研究生院

院长兼 MBA 教育中心主任黄晓勇教授发表讲话。

黄院长介绍了 2016 年 MBA 学位申请的大体情况、

论文类型转型推进情况及本届论文答辩安排，对

MBA 教育中心日常教学和学位工作的发展和取得

的成绩表示肯定，强调今后要再接再厉，进一步做

好提升工作，通过整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种资源，

更好地服务社会。

MBA 教育中心一直高度重视学位工作，不断探

索和改进。今年，MBA 学位论文突破单一传统类型，

增加了商业策划研究型、行业报告研究型、企业案

例研究型等多样化的论文类型，得到众多导师和

评委的认可。今后 MBA 教育中心将继续做好论文

类型转型的相关工作，完善各类型论文规范和评

价标准，更好地体现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应用

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特点。

本届论文答辩会一共分为 20 个小组，每个小

组由 3位评委、1名秘书、6-8 名答辩人组成。按照

答辩程序，在秘书简要介绍答辩人基本情况后，答

辩人先就论文作简要陈述，阐述论文的主要内容

和核心观点。听取答辩陈述后，答辩评委分别就论

文的内容、意义及观点进行了提问和讨论，之后，

答辩人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根据答辩人的综合

表现，答辩委员会经充分讨论、投票表决作出是否

“建议授予学位”的决议。

经过 3 天的紧张答辩，141 人获得答辩委员

会通过，申请材料将上报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和院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此外，答辩评委还针对每篇

论文的完善和深化提出了中肯意见。

  图 2：答辩评委认真听取学生答辩陈述

  图 1：黄晓勇院长在答辩评委工作会议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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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中心动态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 2016 级新生见
面会成功举行

2016 年 5 月 1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MBA 教育中心在北京金谷琪珑大酒店召开了

2016 级 MBA 新生见面会。当天北京降雨降温，但

这些并没有影响 2016 级新生和各位与会老师的

参会热情，见面会开始前半小时师生们就已陆续

到场。

参与此次见面会的老师及 MBA 分会同学包

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

助理、教学管理部主任杨小科博士，MBA 教育中心

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任、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刘

晓红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主任孙晓晖老师，学

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

莉莉老师、周建杰老师和王玉婷老师，社科院研究

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主席刘峰以及副主席徐达

开。此次见面会由孙晓晖老师主持。

接着，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周建杰老师为新生

详细介绍了后续录取的工作及相关注意事项，帮

16 级新生解决了很多当前正在面临的问题。周老

师关于录取通知书、缴费方式、户口及档案调转

的总体介绍，有效缓解了新生当前手续办理过程

中的各种困惑，也为后续各位老师更深一步的介

绍做了铺垫。

上午 9:00 新生见面会正式开始。孙晓晖老

师首先表达了对各位新同学金榜题名的祝贺，并

且转述了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卫星博士对大家的

祝福。此后，孙老师阐明了此次见面会的目的，即

为了让同学之间更好的沟通，更好的了解入学后

的生活，提前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的安排。最

后，孙老师介绍了出席当天新生见面会的中心各

部门负责人。

随后，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

任、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刘晓红老师介绍了社科 MBA

项目目前已有的和正在筹划中的多个国际合作交

流、交换项目，包括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合作项目、

荷兰蒂尔堡大学交换生双学位项目和美国杜兰大

学交流项目等。另外，刘晓红老师为同学们详细介

绍了综合办公室的工作职责，以便同学们在遇到

相关疑问和问题时能够找对“求助”对象。

  图 2：孙晓晖老师主持见面会

  图 3：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周建杰老师介绍后续录取注意事项  图 1：新生见面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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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中心动态

长和就业需求，在新生入学不久招生与职业发展

部的老师们就会组织学生填写职业发展调查问

卷，依据报告的分析结果制定学生的职业能力提

升计划和寻求必要的资源共享机会。整个学习过

程中，招生与职业发展部的老师们随时可以对学

生的简历修改给出指导意见，也会帮助 MBA 学生

寻找实习和就业机会。

紧接着，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莉莉老师介绍

了职业发展相关工作。为更好地了解学生们的特

接下来，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教学管理部

主任杨小科博士从学习时间、课程、师资、资源利

用等方面，耐心地为新生们介绍了 MBA 学习生涯

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杨老师提到社科 MBA 项

目的外部资源涵盖了许多知名的金融机构以及

大批有实力的央企和财、税等相关部门，这些外

部资源不仅增强了社科 MBA 项目的教学实力、引

入了大量的珍贵案例，也给学生们增添了很多就

业机会和创业资源。

学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全面介绍了学

生管理部的职责范畴。对于学生们普遍关心的档

案、户口调转及影响，国家奖学金评选要求，研究

生院学生评优方法和拓展训练、党支部活动等内

容做了详细介绍。

  图 4：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任、国际合作部负
　　　　责人刘晓红老师介绍工作

  图 6：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莉莉老师介绍职业发展相关工作

  图 5：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教学管理部主任杨小科博士介绍
　　　　学习过程

  图 7：学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介绍工作



MBA教育中心工作简报

目 录

中心要闻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MBA教育中心2016年学位论文答辩工作顺利完成　 　　　　　　  　 03

中心动态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MBA教育中心2016级新生见面会成功举行　　　 　　　　　　  　 04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MBA教育中心杨小科等两位老师参加“2016年春季中国工商管理案例

       教学及开发研讨会”　　　　                                  　　　　　  　　　　　  07

    3.我院老师参加“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工作组会议               　 08

    4.新三板资本运营与市值管理创新实战班五月课程纪要                              　　　　　　09

    5.我院MBA教育中心与荷兰蒂尔堡大学TIAS商学院双学位项目宣讲会成功举办                 　 11

学生活动　　

    1.我院MBA代表队在第五届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中圆满完赛            　　　　　　　　　13

    2.第十六届中国MBA发展论坛筹委会出访系列活动之西安站        　　　　　　　　　　　　　　14

    

　

0106

五月份中心动态

最后，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副

主席徐达开对 6 月份将要举办的第十六届 MBA

发展论坛暨“资本市场创新”论坛进行志愿者招

募动员工作。

各介绍环节结束后，各位与会老师对学生们

提出的问题做了耐心、详细的解答，最后的答疑、

沟通环节气氛热烈。

随后，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主

席刘峰介绍了学生会涵盖的工作内容。刘峰学长

回顾了一些学生会成功主办和参与过的大型活动

以及论坛，对 6 月份将要举办的第十六届 MBA 发

展论坛暨“资本市场创新”论坛做了简单的介绍，

并且承诺给予 2016 届新生留出一部分论坛志愿

者的名额。刘峰学长总结说大多数人读 MBA 的目

的可以概括为三点：学知识、拿文凭、交朋友，而

加入学生会、参与各类活动是在 MBA 学习过程中

广交朋友很好的途径。

经过一上午的沟通与交流，2016 级各位 MBA

新生对即将开始的社科 MBA 学习与生活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也开启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动交流

的新篇章。相信一上午的沟通交流之后，同学们会

更加坚定在社科收获学业、收获情谊的信心 !

  图 11：杨小科博士现场答疑

 图 10：新生提问环节

  图 9：新生提问环节

  图 8：社科院研究生院 2014 级 MBA、北京 MBA 联盟执行主席刘峰
　　　　分享

  图 12：刘晓红老师现场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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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中心要闻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 2016 年学位论
文答辩工作顺利完成

2016 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14 日，我院 MBA 教

育中心 2016 年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举行。今年共有 151 名 MBA 学位申

请人参加论文答辩，聘请院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

专家学者 60 人次组成答辩委员会，答辩工作历时

3天完成。

答辩开始前，MBA 教育中心组织召开了本届

MBA 学位论文答辩评委工作会议。会上，研究生院

院长兼 MBA 教育中心主任黄晓勇教授发表讲话。

黄院长介绍了 2016 年 MBA 学位申请的大体情况、

论文类型转型推进情况及本届论文答辩安排，对

MBA 教育中心日常教学和学位工作的发展和取得

的成绩表示肯定，强调今后要再接再厉，进一步做

好提升工作，通过整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种资源，

更好地服务社会。

MBA 教育中心一直高度重视学位工作，不断探

索和改进。今年，MBA 学位论文突破单一传统类型，

增加了商业策划研究型、行业报告研究型、企业案

例研究型等多样化的论文类型，得到众多导师和

评委的认可。今后 MBA 教育中心将继续做好论文

类型转型的相关工作，完善各类型论文规范和评

价标准，更好地体现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应用

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特点。

本届论文答辩会一共分为 20 个小组，每个小

组由 3位评委、1名秘书、6-8 名答辩人组成。按照

答辩程序，在秘书简要介绍答辩人基本情况后，答

辩人先就论文作简要陈述，阐述论文的主要内容

和核心观点。听取答辩陈述后，答辩评委分别就论

文的内容、意义及观点进行了提问和讨论，之后，

答辩人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根据答辩人的综合

表现，答辩委员会经充分讨论、投票表决作出是否

“建议授予学位”的决议。

经过 3 天的紧张答辩，141 人获得答辩委员

会通过，申请材料将上报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和院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此外，答辩评委还针对每篇

论文的完善和深化提出了中肯意见。

  图 2：答辩评委认真听取学生答辩陈述

  图 1：黄晓勇院长在答辩评委工作会议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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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 2016 级新生见
面会成功举行

2016 年 5 月 1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MBA 教育中心在北京金谷琪珑大酒店召开了

2016 级 MBA 新生见面会。当天北京降雨降温，但

这些并没有影响 2016 级新生和各位与会老师的

参会热情，见面会开始前半小时师生们就已陆续

到场。

参与此次见面会的老师及 MBA 分会同学包

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

助理、教学管理部主任杨小科博士，MBA 教育中心

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任、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刘

晓红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主任孙晓晖老师，学

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

莉莉老师、周建杰老师和王玉婷老师，社科院研究

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主席刘峰以及副主席徐达

开。此次见面会由孙晓晖老师主持。

接着，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周建杰老师为新生

详细介绍了后续录取的工作及相关注意事项，帮

16 级新生解决了很多当前正在面临的问题。周老

师关于录取通知书、缴费方式、户口及档案调转

的总体介绍，有效缓解了新生当前手续办理过程

中的各种困惑，也为后续各位老师更深一步的介

绍做了铺垫。

上午 9:00 新生见面会正式开始。孙晓晖老

师首先表达了对各位新同学金榜题名的祝贺，并

且转述了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卫星博士对大家的

祝福。此后，孙老师阐明了此次见面会的目的，即

为了让同学之间更好的沟通，更好的了解入学后

的生活，提前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的安排。最

后，孙老师介绍了出席当天新生见面会的中心各

部门负责人。

随后，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

任、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刘晓红老师介绍了社科 MBA

项目目前已有的和正在筹划中的多个国际合作交

流、交换项目，包括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合作项目、

荷兰蒂尔堡大学交换生双学位项目和美国杜兰大

学交流项目等。另外，刘晓红老师为同学们详细介

绍了综合办公室的工作职责，以便同学们在遇到

相关疑问和问题时能够找对“求助”对象。

  图 2：孙晓晖老师主持见面会

  图 3：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周建杰老师介绍后续录取注意事项  图 1：新生见面会现场

05

五月份中心动态

长和就业需求，在新生入学不久招生与职业发展

部的老师们就会组织学生填写职业发展调查问

卷，依据报告的分析结果制定学生的职业能力提

升计划和寻求必要的资源共享机会。整个学习过

程中，招生与职业发展部的老师们随时可以对学

生的简历修改给出指导意见，也会帮助 MBA 学生

寻找实习和就业机会。

紧接着，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莉莉老师介绍

了职业发展相关工作。为更好地了解学生们的特

接下来，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教学管理部

主任杨小科博士从学习时间、课程、师资、资源利

用等方面，耐心地为新生们介绍了 MBA 学习生涯

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杨老师提到社科 MBA 项

目的外部资源涵盖了许多知名的金融机构以及

大批有实力的央企和财、税等相关部门，这些外

部资源不仅增强了社科 MBA 项目的教学实力、引

入了大量的珍贵案例，也给学生们增添了很多就

业机会和创业资源。

学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全面介绍了学

生管理部的职责范畴。对于学生们普遍关心的档

案、户口调转及影响，国家奖学金评选要求，研究

生院学生评优方法和拓展训练、党支部活动等内

容做了详细介绍。

  图 4：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任、国际合作部负
　　　　责人刘晓红老师介绍工作

  图 6：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莉莉老师介绍职业发展相关工作

  图 5：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教学管理部主任杨小科博士介绍
　　　　学习过程

  图 7：学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介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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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副

主席徐达开对 6 月份将要举办的第十六届 MBA

发展论坛暨“资本市场创新”论坛进行志愿者招

募动员工作。

各介绍环节结束后，各位与会老师对学生们

提出的问题做了耐心、详细的解答，最后的答疑、

沟通环节气氛热烈。

随后，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主

席刘峰介绍了学生会涵盖的工作内容。刘峰学长

回顾了一些学生会成功主办和参与过的大型活动

以及论坛，对 6 月份将要举办的第十六届 MBA 发

展论坛暨“资本市场创新”论坛做了简单的介绍，

并且承诺给予 2016 届新生留出一部分论坛志愿

者的名额。刘峰学长总结说大多数人读 MBA 的目

的可以概括为三点：学知识、拿文凭、交朋友，而

加入学生会、参与各类活动是在 MBA 学习过程中

广交朋友很好的途径。

经过一上午的沟通与交流，2016 级各位 MBA

新生对即将开始的社科 MBA 学习与生活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也开启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动交流

的新篇章。相信一上午的沟通交流之后，同学们会

更加坚定在社科收获学业、收获情谊的信心 !

  图 11：杨小科博士现场答疑

 图 10：新生提问环节

  图 9：新生提问环节

  图 8：社科院研究生院 2014 级 MBA、北京 MBA 联盟执行主席刘峰
　　　　分享

  图 12：刘晓红老师现场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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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杨小科等两位

老师参加“2016 年春季中国

工商管理案例教学及开发研

讨会”

5 月 20 日至 22 日，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主办的“2016 年春季中

国工商管理案例教学及开发研讨会”在四川大学

商学院 113 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杨小科博士、案例中心副

主任、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郝继涛博士

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研讨内容分为案例教学和案例开发两大

部分。案例教学部分，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的金勇军副教授和四川大学商学院的李蔚教授等

通过示范性案例讲解如何使用案例开展教学，帮

助老师们最大程度地理解案例精髓，快速提高案

例使用能力。案例开发部分，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的陈昊老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赵丽缦老师

和重庆大学的陆静教授等为大家讲解案例开发要

点，并交流教学案例开发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心

得体会。

通过此次会议，两位教师与国内兄弟院校教

师就案例教学与开发的心得进行了广泛地交流，

系统地了解了案例开发的基本思路，对案例教学

方法、案例开发与应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于

MBA 教育中心案例教学推进起到了促进作用。
  图 1：杨小科、郝继涛老师参加“2016 年春季中国工商管理案例
　　　　教学及开发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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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 2016 年学位论
文答辩工作顺利完成

2016 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14 日，我院 MBA 教

育中心 2016 年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举行。今年共有 151 名 MBA 学位申

请人参加论文答辩，聘请院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

专家学者 60 人次组成答辩委员会，答辩工作历时

3天完成。

答辩开始前，MBA 教育中心组织召开了本届

MBA 学位论文答辩评委工作会议。会上，研究生院

院长兼 MBA 教育中心主任黄晓勇教授发表讲话。

黄院长介绍了 2016 年 MBA 学位申请的大体情况、

论文类型转型推进情况及本届论文答辩安排，对

MBA 教育中心日常教学和学位工作的发展和取得

的成绩表示肯定，强调今后要再接再厉，进一步做

好提升工作，通过整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种资源，

更好地服务社会。

MBA 教育中心一直高度重视学位工作，不断探

索和改进。今年，MBA 学位论文突破单一传统类型，

增加了商业策划研究型、行业报告研究型、企业案

例研究型等多样化的论文类型，得到众多导师和

评委的认可。今后 MBA 教育中心将继续做好论文

类型转型的相关工作，完善各类型论文规范和评

价标准，更好地体现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应用

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特点。

本届论文答辩会一共分为 20 个小组，每个小

组由 3位评委、1名秘书、6-8 名答辩人组成。按照

答辩程序，在秘书简要介绍答辩人基本情况后，答

辩人先就论文作简要陈述，阐述论文的主要内容

和核心观点。听取答辩陈述后，答辩评委分别就论

文的内容、意义及观点进行了提问和讨论，之后，

答辩人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根据答辩人的综合

表现，答辩委员会经充分讨论、投票表决作出是否

“建议授予学位”的决议。

经过 3 天的紧张答辩，141 人获得答辩委员

会通过，申请材料将上报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和院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此外，答辩评委还针对每篇

论文的完善和深化提出了中肯意见。

  图 2：答辩评委认真听取学生答辩陈述

  图 1：黄晓勇院长在答辩评委工作会议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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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 2016 级新生见
面会成功举行

2016 年 5 月 1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MBA 教育中心在北京金谷琪珑大酒店召开了

2016 级 MBA 新生见面会。当天北京降雨降温，但

这些并没有影响 2016 级新生和各位与会老师的

参会热情，见面会开始前半小时师生们就已陆续

到场。

参与此次见面会的老师及 MBA 分会同学包

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

助理、教学管理部主任杨小科博士，MBA 教育中心

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任、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刘

晓红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主任孙晓晖老师，学

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

莉莉老师、周建杰老师和王玉婷老师，社科院研究

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主席刘峰以及副主席徐达

开。此次见面会由孙晓晖老师主持。

接着，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周建杰老师为新生

详细介绍了后续录取的工作及相关注意事项，帮

16 级新生解决了很多当前正在面临的问题。周老

师关于录取通知书、缴费方式、户口及档案调转

的总体介绍，有效缓解了新生当前手续办理过程

中的各种困惑，也为后续各位老师更深一步的介

绍做了铺垫。

上午 9:00 新生见面会正式开始。孙晓晖老

师首先表达了对各位新同学金榜题名的祝贺，并

且转述了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卫星博士对大家的

祝福。此后，孙老师阐明了此次见面会的目的，即

为了让同学之间更好的沟通，更好的了解入学后

的生活，提前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的安排。最

后，孙老师介绍了出席当天新生见面会的中心各

部门负责人。

随后，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

任、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刘晓红老师介绍了社科 MBA

项目目前已有的和正在筹划中的多个国际合作交

流、交换项目，包括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合作项目、

荷兰蒂尔堡大学交换生双学位项目和美国杜兰大

学交流项目等。另外，刘晓红老师为同学们详细介

绍了综合办公室的工作职责，以便同学们在遇到

相关疑问和问题时能够找对“求助”对象。

  图 2：孙晓晖老师主持见面会

  图 3：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周建杰老师介绍后续录取注意事项  图 1：新生见面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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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就业需求，在新生入学不久招生与职业发展

部的老师们就会组织学生填写职业发展调查问

卷，依据报告的分析结果制定学生的职业能力提

升计划和寻求必要的资源共享机会。整个学习过

程中，招生与职业发展部的老师们随时可以对学

生的简历修改给出指导意见，也会帮助 MBA 学生

寻找实习和就业机会。

紧接着，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莉莉老师介绍

了职业发展相关工作。为更好地了解学生们的特

接下来，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教学管理部

主任杨小科博士从学习时间、课程、师资、资源利

用等方面，耐心地为新生们介绍了 MBA 学习生涯

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杨老师提到社科 MBA 项

目的外部资源涵盖了许多知名的金融机构以及

大批有实力的央企和财、税等相关部门，这些外

部资源不仅增强了社科 MBA 项目的教学实力、引

入了大量的珍贵案例，也给学生们增添了很多就

业机会和创业资源。

学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全面介绍了学

生管理部的职责范畴。对于学生们普遍关心的档

案、户口调转及影响，国家奖学金评选要求，研究

生院学生评优方法和拓展训练、党支部活动等内

容做了详细介绍。

  图 4：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任、国际合作部负
　　　　责人刘晓红老师介绍工作

  图 6：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莉莉老师介绍职业发展相关工作

  图 5：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教学管理部主任杨小科博士介绍
　　　　学习过程

  图 7：学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介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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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副

主席徐达开对 6 月份将要举办的第十六届 MBA

发展论坛暨“资本市场创新”论坛进行志愿者招

募动员工作。

各介绍环节结束后，各位与会老师对学生们

提出的问题做了耐心、详细的解答，最后的答疑、

沟通环节气氛热烈。

随后，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主

席刘峰介绍了学生会涵盖的工作内容。刘峰学长

回顾了一些学生会成功主办和参与过的大型活动

以及论坛，对 6 月份将要举办的第十六届 MBA 发

展论坛暨“资本市场创新”论坛做了简单的介绍，

并且承诺给予 2016 届新生留出一部分论坛志愿

者的名额。刘峰学长总结说大多数人读 MBA 的目

的可以概括为三点：学知识、拿文凭、交朋友，而

加入学生会、参与各类活动是在 MBA 学习过程中

广交朋友很好的途径。

经过一上午的沟通与交流，2016 级各位 MBA

新生对即将开始的社科 MBA 学习与生活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也开启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动交流

的新篇章。相信一上午的沟通交流之后，同学们会

更加坚定在社科收获学业、收获情谊的信心 !

  图 11：杨小科博士现场答疑

 图 10：新生提问环节

  图 9：新生提问环节

  图 8：社科院研究生院 2014 级 MBA、北京 MBA 联盟执行主席刘峰
　　　　分享

  图 12：刘晓红老师现场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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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杨小科等两位

老师参加“2016 年春季中国

工商管理案例教学及开发研

讨会”

5 月 20 日至 22 日，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主办的“2016 年春季中

国工商管理案例教学及开发研讨会”在四川大学

商学院 113 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杨小科博士、案例中心副

主任、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郝继涛博士

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研讨内容分为案例教学和案例开发两大

部分。案例教学部分，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的金勇军副教授和四川大学商学院的李蔚教授等

通过示范性案例讲解如何使用案例开展教学，帮

助老师们最大程度地理解案例精髓，快速提高案

例使用能力。案例开发部分，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的陈昊老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赵丽缦老师

和重庆大学的陆静教授等为大家讲解案例开发要

点，并交流教学案例开发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心

得体会。

通过此次会议，两位教师与国内兄弟院校教

师就案例教学与开发的心得进行了广泛地交流，

系统地了解了案例开发的基本思路，对案例教学

方法、案例开发与应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于

MBA 教育中心案例教学推进起到了促进作用。
  图 1：杨小科、郝继涛老师参加“2016 年春季中国工商管理案例
　　　　教学及开发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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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院老师参加“中国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第一届理

事会第一次工作组会议

2016 年 5 月 21 日上午，“中国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在清

华大学李兆基科技大楼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综合协调办公室主任、MBA 教育中心执行

副主任赵卫星博士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秘书处执行主任

虞苍璧代表联盟秘书处作了联盟年度工作汇报。

工作组成员就全国大学生互联网 + 创新创业大

赛、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心、中国高校创

新创业投融资委员会、互联网 + 创新创业教育网

络平台、联盟月度工作简报以及联盟秘书处建设

等事项进行了商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年度工作汇

报”、《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工作组工作机

制》和联盟秘书处建设方案。会上吴爱华指出，创

新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是人才

培养的重要突破口。希望联盟在凝聚意识、分享资

源、协同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方伟认为，联盟

应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和智力优势，引领创新创

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我院作为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的共同

发起和理事单位，一贯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并从

2015 年起，在 MBA 学生培养中开设创业与创投方

向，致力于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勇于投身实践的创

新创业人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院将响应号召，

通过联盟提供的平台，共同研讨创新创业教育的

理念、方法和体制机制，扎实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图 1：赵卫星博士参加“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第一届
　　　　理事会第一次工作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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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三板资本运营与市值管

理创新实战班五月课程纪要

2016 年 5 月 21 日至 22 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新三板资本运营与市

值管理创新实战班（以下简称“新三板创新班”）

五月课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6 教室举

行。本次课程邀请了中信建投新三板负责人李旭

东、华融证券做市部负责人李昆、中泰证券场外

市场部执行总经理史国梁和洪泰基金新三板

CEO 冯志四位老师为新三板创新班学员授课。

在两天的课程中，四位老师紧紧围绕新三板

资本运营与市值管理这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并

结合各自行业经验，为学员解析了新三板操作方

法和要领。李旭东老师为学员详细解读了新三板

融资、并购和规范运作；李昆老师从做市交易制

度研究入手，将国内外新三板做市制度的特点、

功能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对比；史国梁老师以新

三板公司资本运营策略与交易为出发点，系统地

讲述了新三板公司资本运营设计、定增的流程及

关键点、被收购的制度特点及要点、重组的流程

及关键点、如何选择做市商和定价问题以及做市

交易中若干关键问题处理办法等诸多方面的知

识内容；冯志老师则结合自身经验对国内外的

经济环境、企业发展机遇、企业资本策略、当今互

联网思维与企业关系以及商业模式与价值创造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解析。四位老师的精彩解读，

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图 2：李昆老师为新三板创新班学员授课

  图 1：李旭东老师为新三板创新班学员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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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创新班的五月课程是继四月份学员

拓展训练后的第一次开课，班级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空前提高，为了今后更好地组织活动，学员们

还利用课间时间组织成立了班委会，相信新三板

创新班的全体学员一定会在老师和班委会的共

同领导下越来越团结互助，并在新三板市场上取

得更大的成功。

  图 5：学员认真听课

  图 4：冯志老师为新三板创新班学员授课

  图 3：史国梁老师为新三板创新班学员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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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与荷
兰蒂尔堡大学 TIAS 商学院双
学位项目宣讲会成功举办

2016 年 5 月 28 日 5 点半，MBA 教育中心与荷

兰蒂尔堡大学 TIAS 商学院双学位项目宣讲会在

北京金谷琪珑大酒店第一会议室成功举办。荷兰

校方参会嘉宾有蒂尔堡大学中国办公室学术联络

主任 Jacques van Vliet（方复礼）先生和 TIAS

商学院亚洲事务负责人周祺齐老师，当天共有二

十余名有意参加项目的 MBA 学生到场参加了宣讲

会。会议由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及国际合作部

主任刘晓红老师主持。

刘晓红老师首先表示了对荷兰校方来访嘉宾

的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与荷兰蒂

尔堡大学 TIAS 商学院多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

随后，TIAS 商学院亚洲事务负责人周祺齐老

师介绍了TIAS商学院及双学位项目的相关情况。

周老师从校史、课程、学位项目、排名、认证和企

业合作等各方面介绍了 TIAS 商学院的情况并就

两校合作的双学位项目的入学条件、申请流程和

学费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

接下来，蒂尔堡大学中国办公室学术联络主

任 Jacques van Vliet 先生介绍了荷兰的国情

和高等教育情况及蒂尔堡大学的具体情况。

Jacques 先生常年致力于中荷两国教育合作与

交流工作，曾就职于荷兰驻华大使馆。他从地理

位置、文化艺术、教育模式、商业环境等多个角度

介绍了荷兰的国情和高等教育情况及多年来中

荷两国的教育合作与交流情况。在此基础上，他

又详细介绍蒂尔堡大学的教学情况、排名情况、

商业合作情况以及与中国大学的合作情况。

  图 2：Jacques 先生介绍荷兰国情和高等教育情况及蒂尔堡大学
　　　　具体情况

  图 3：周祺齐老师介绍 TIAS 商学院及双学位项目相关情况

  图 1：刘晓红老师介绍两校友好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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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各位老师又就同学们提出的有关项目

的一系列细节问题，进行了现场答疑。现场气氛十

分活跃，同学们都非常期待去荷兰学习，纷纷表示

希望能够早日进行项目申请。

此次宣讲会不仅宣传介绍了我院 MBA 教育中

心与荷兰蒂尔堡大学 TIAS 商学院合作的双学位

项目，同时也加深了我院 MBA 学生对荷兰以及荷

兰教育的了解，开拓了他们的国际视野。相信经过

宣讲会的沟通交流后，会有更多的学生希望赴海

外深造学习，这将进一步加强 MBA 教育中心对外

联络与交流，提高我院 MBA 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宣讲会结束后，仍有很多同学留下来向老师

咨询更多细节问题并针对自己的情况向老师征

询申请意见。   图 5：部分参会师生合影留念

  图 4：现场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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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院 MBA 代表队在第

五届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

挑战赛中圆满完赛

2016 年 4 月 30 日 - 5 月 2 日，第五届“亚太

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 简称亚沙赛 ) 在腾格

里沙漠举行。由我院 21 名 MBA 同学组成的“追风

飚局队”承载着社科 MBA 的荣誉出征了本届比赛。

最终，我院 MBA 参赛队员克服各种不适、发挥团队

精神圆满完成了比赛。

图 2：赛前全体参赛选手抵达“点将台”

在三天的赛事期间，腾格里沙漠变幻莫测的

天气和连绵起伏的沙丘地形，对所有队员都是一

种严酷的考验。途中我们遭遇了烈日、沙尘暴、下

雨以及低温等恶劣的天气状况，在艰苦的环境下

我院参赛队员们仍然坚持自我、挑战自我，实现

自我突破、自我提升，传递社会正能量，体验和践

行环保、协作、坚持、责任。

亚沙赛，是在亚太地区顶级商学院的MBA学员

群体中展开的一项竞技体验式文化赛事。各校参赛

的MBA学员通过徒步穿越70公里沙漠的竞技比赛，

亲自体验和践行环保、协作、坚持、责任的赛事理

念。首届赛事由北京大学MBA联合会、清华大学 MBA

同学会共同发起，迄今已连续举办四届。随着比赛

的影响力扩大与组织的专业性提高，到 2015 年第

四届赛事已经有 50 所商学院、近 800 名 MBA 同学

参加，直接覆盖人群逾 10万人。今年的第五届赛事

更是人数翻倍，吸引了近1500名 MBA同学参加。
两天半的沙漠之行，队友们互帮互助、团

结奋战，最终我院代表队以团体第 38 名的成

绩圆满完赛。最后，“沙五”全体队员再次感谢

学校老师以及学长们提供的技术辅导、经验传

授、物资保障等各种帮助，我院 MBA 同学已经

是第四次参加亚沙赛，比赛经验的积累与传授

在我院 MBA 同学中得到了传承，相信亚沙赛定

将成为社科精神传承的一部分，越来越好并广

泛流传！

 图 3：我院参赛选手、环保大使杨英华

图 4：5月 2日赛后我院参赛选手合影

图 1：我院 MBA 代表队参加 4月 29 日欢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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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中心要闻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 2016 年学位论
文答辩工作顺利完成

2016 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14 日，我院 MBA 教

育中心 2016 年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举行。今年共有 151 名 MBA 学位申

请人参加论文答辩，聘请院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

专家学者 60 人次组成答辩委员会，答辩工作历时

3天完成。

答辩开始前，MBA 教育中心组织召开了本届

MBA 学位论文答辩评委工作会议。会上，研究生院

院长兼 MBA 教育中心主任黄晓勇教授发表讲话。

黄院长介绍了 2016 年 MBA 学位申请的大体情况、

论文类型转型推进情况及本届论文答辩安排，对

MBA 教育中心日常教学和学位工作的发展和取得

的成绩表示肯定，强调今后要再接再厉，进一步做

好提升工作，通过整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种资源，

更好地服务社会。

MBA 教育中心一直高度重视学位工作，不断探

索和改进。今年，MBA 学位论文突破单一传统类型，

增加了商业策划研究型、行业报告研究型、企业案

例研究型等多样化的论文类型，得到众多导师和

评委的认可。今后 MBA 教育中心将继续做好论文

类型转型的相关工作，完善各类型论文规范和评

价标准，更好地体现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应用

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特点。

本届论文答辩会一共分为 20 个小组，每个小

组由 3位评委、1名秘书、6-8 名答辩人组成。按照

答辩程序，在秘书简要介绍答辩人基本情况后，答

辩人先就论文作简要陈述，阐述论文的主要内容

和核心观点。听取答辩陈述后，答辩评委分别就论

文的内容、意义及观点进行了提问和讨论，之后，

答辩人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根据答辩人的综合

表现，答辩委员会经充分讨论、投票表决作出是否

“建议授予学位”的决议。

经过 3 天的紧张答辩，141 人获得答辩委员

会通过，申请材料将上报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和院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此外，答辩评委还针对每篇

论文的完善和深化提出了中肯意见。

  图 2：答辩评委认真听取学生答辩陈述

  图 1：黄晓勇院长在答辩评委工作会议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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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 2016 级新生见
面会成功举行

2016 年 5 月 1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MBA 教育中心在北京金谷琪珑大酒店召开了

2016 级 MBA 新生见面会。当天北京降雨降温，但

这些并没有影响 2016 级新生和各位与会老师的

参会热情，见面会开始前半小时师生们就已陆续

到场。

参与此次见面会的老师及 MBA 分会同学包

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

助理、教学管理部主任杨小科博士，MBA 教育中心

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任、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刘

晓红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主任孙晓晖老师，学

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

莉莉老师、周建杰老师和王玉婷老师，社科院研究

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主席刘峰以及副主席徐达

开。此次见面会由孙晓晖老师主持。

接着，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周建杰老师为新生

详细介绍了后续录取的工作及相关注意事项，帮

16 级新生解决了很多当前正在面临的问题。周老

师关于录取通知书、缴费方式、户口及档案调转

的总体介绍，有效缓解了新生当前手续办理过程

中的各种困惑，也为后续各位老师更深一步的介

绍做了铺垫。

上午 9:00 新生见面会正式开始。孙晓晖老

师首先表达了对各位新同学金榜题名的祝贺，并

且转述了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卫星博士对大家的

祝福。此后，孙老师阐明了此次见面会的目的，即

为了让同学之间更好的沟通，更好的了解入学后

的生活，提前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的安排。最

后，孙老师介绍了出席当天新生见面会的中心各

部门负责人。

随后，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

任、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刘晓红老师介绍了社科 MBA

项目目前已有的和正在筹划中的多个国际合作交

流、交换项目，包括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合作项目、

荷兰蒂尔堡大学交换生双学位项目和美国杜兰大

学交流项目等。另外，刘晓红老师为同学们详细介

绍了综合办公室的工作职责，以便同学们在遇到

相关疑问和问题时能够找对“求助”对象。

  图 2：孙晓晖老师主持见面会

  图 3：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周建杰老师介绍后续录取注意事项  图 1：新生见面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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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就业需求，在新生入学不久招生与职业发展

部的老师们就会组织学生填写职业发展调查问

卷，依据报告的分析结果制定学生的职业能力提

升计划和寻求必要的资源共享机会。整个学习过

程中，招生与职业发展部的老师们随时可以对学

生的简历修改给出指导意见，也会帮助 MBA 学生

寻找实习和就业机会。

紧接着，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莉莉老师介绍

了职业发展相关工作。为更好地了解学生们的特

接下来，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教学管理部

主任杨小科博士从学习时间、课程、师资、资源利

用等方面，耐心地为新生们介绍了 MBA 学习生涯

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杨老师提到社科 MBA 项

目的外部资源涵盖了许多知名的金融机构以及

大批有实力的央企和财、税等相关部门，这些外

部资源不仅增强了社科 MBA 项目的教学实力、引

入了大量的珍贵案例，也给学生们增添了很多就

业机会和创业资源。

学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全面介绍了学

生管理部的职责范畴。对于学生们普遍关心的档

案、户口调转及影响，国家奖学金评选要求，研究

生院学生评优方法和拓展训练、党支部活动等内

容做了详细介绍。

  图 4：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任、国际合作部负
　　　　责人刘晓红老师介绍工作

  图 6：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莉莉老师介绍职业发展相关工作

  图 5：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教学管理部主任杨小科博士介绍
　　　　学习过程

  图 7：学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介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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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副

主席徐达开对 6 月份将要举办的第十六届 MBA

发展论坛暨“资本市场创新”论坛进行志愿者招

募动员工作。

各介绍环节结束后，各位与会老师对学生们

提出的问题做了耐心、详细的解答，最后的答疑、

沟通环节气氛热烈。

随后，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主

席刘峰介绍了学生会涵盖的工作内容。刘峰学长

回顾了一些学生会成功主办和参与过的大型活动

以及论坛，对 6 月份将要举办的第十六届 MBA 发

展论坛暨“资本市场创新”论坛做了简单的介绍，

并且承诺给予 2016 届新生留出一部分论坛志愿

者的名额。刘峰学长总结说大多数人读 MBA 的目

的可以概括为三点：学知识、拿文凭、交朋友，而

加入学生会、参与各类活动是在 MBA 学习过程中

广交朋友很好的途径。

经过一上午的沟通与交流，2016 级各位 MBA

新生对即将开始的社科 MBA 学习与生活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也开启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动交流

的新篇章。相信一上午的沟通交流之后，同学们会

更加坚定在社科收获学业、收获情谊的信心 !

  图 11：杨小科博士现场答疑

 图 10：新生提问环节

  图 9：新生提问环节

  图 8：社科院研究生院 2014 级 MBA、北京 MBA 联盟执行主席刘峰
　　　　分享

  图 12：刘晓红老师现场答疑

07

 五月份中心动态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杨小科等两位

老师参加“2016 年春季中国

工商管理案例教学及开发研

讨会”

5 月 20 日至 22 日，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主办的“2016 年春季中

国工商管理案例教学及开发研讨会”在四川大学

商学院 113 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杨小科博士、案例中心副

主任、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郝继涛博士

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研讨内容分为案例教学和案例开发两大

部分。案例教学部分，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的金勇军副教授和四川大学商学院的李蔚教授等

通过示范性案例讲解如何使用案例开展教学，帮

助老师们最大程度地理解案例精髓，快速提高案

例使用能力。案例开发部分，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的陈昊老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赵丽缦老师

和重庆大学的陆静教授等为大家讲解案例开发要

点，并交流教学案例开发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心

得体会。

通过此次会议，两位教师与国内兄弟院校教

师就案例教学与开发的心得进行了广泛地交流，

系统地了解了案例开发的基本思路，对案例教学

方法、案例开发与应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于

MBA 教育中心案例教学推进起到了促进作用。
  图 1：杨小科、郝继涛老师参加“2016 年春季中国工商管理案例
　　　　教学及开发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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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院老师参加“中国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第一届理

事会第一次工作组会议

2016 年 5 月 21 日上午，“中国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在清

华大学李兆基科技大楼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综合协调办公室主任、MBA 教育中心执行

副主任赵卫星博士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秘书处执行主任

虞苍璧代表联盟秘书处作了联盟年度工作汇报。

工作组成员就全国大学生互联网 + 创新创业大

赛、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心、中国高校创

新创业投融资委员会、互联网 + 创新创业教育网

络平台、联盟月度工作简报以及联盟秘书处建设

等事项进行了商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年度工作汇

报”、《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工作组工作机

制》和联盟秘书处建设方案。会上吴爱华指出，创

新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是人才

培养的重要突破口。希望联盟在凝聚意识、分享资

源、协同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方伟认为，联盟

应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和智力优势，引领创新创

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我院作为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的共同

发起和理事单位，一贯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并从

2015 年起，在 MBA 学生培养中开设创业与创投方

向，致力于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勇于投身实践的创

新创业人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院将响应号召，

通过联盟提供的平台，共同研讨创新创业教育的

理念、方法和体制机制，扎实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图 1：赵卫星博士参加“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第一届
　　　　理事会第一次工作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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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三板资本运营与市值管

理创新实战班五月课程纪要

2016 年 5 月 21 日至 22 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新三板资本运营与市

值管理创新实战班（以下简称“新三板创新班”）

五月课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6 教室举

行。本次课程邀请了中信建投新三板负责人李旭

东、华融证券做市部负责人李昆、中泰证券场外

市场部执行总经理史国梁和洪泰基金新三板

CEO 冯志四位老师为新三板创新班学员授课。

在两天的课程中，四位老师紧紧围绕新三板

资本运营与市值管理这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并

结合各自行业经验，为学员解析了新三板操作方

法和要领。李旭东老师为学员详细解读了新三板

融资、并购和规范运作；李昆老师从做市交易制

度研究入手，将国内外新三板做市制度的特点、

功能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对比；史国梁老师以新

三板公司资本运营策略与交易为出发点，系统地

讲述了新三板公司资本运营设计、定增的流程及

关键点、被收购的制度特点及要点、重组的流程

及关键点、如何选择做市商和定价问题以及做市

交易中若干关键问题处理办法等诸多方面的知

识内容；冯志老师则结合自身经验对国内外的

经济环境、企业发展机遇、企业资本策略、当今互

联网思维与企业关系以及商业模式与价值创造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解析。四位老师的精彩解读，

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图 2：李昆老师为新三板创新班学员授课

  图 1：李旭东老师为新三板创新班学员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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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十六届中国 MBA 发

展论坛筹委会出访系列活

动之西安站

2016 年 5 月 7 日 -8 日，由中国 MBA 发展论

坛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第十

六届中国 MBA 发展论坛筹委会出访活动走进六朝

古都西安。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底蕴

的古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邮电

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首都经贸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等北京高校的 MBA 代表与西北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邮

电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西北联盟兄弟院校进行

了深入交流。本次交流会由陕西 MBA 顾问委员会秘

书长曹佳睿主持。

首先，由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师博致

辞，致辞中他对西北大学以及MBA学院做了简单的

介绍并表示作为古都西安百年名校、百年商科，西

北大学热烈欢迎第十六届中国 MBA 发展论坛筹委

会访问团的到访。

随后，西北大学 MBA 教育中心主任马晓强

和西安科技大学 MBA 管理中心主任辛扶瑶分

别致欢迎词。马晓强介绍了西北大学 MBA 学院

的三个项目。他还强调，西大 MBA 及西安 MBA

是一个大家庭，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希望未来

能与北京的兄弟院校分享信息、合作项目，形

成很好的联谊。

 图 2：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师博致辞

图 3：西北大学 MBA 教育中心主任马晓强致欢迎词

图 1：第十六届中国 MBA 发展论坛访问团抵达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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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中心要闻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 2016 年学位论
文答辩工作顺利完成

2016 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14 日，我院 MBA 教

育中心 2016 年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举行。今年共有 151 名 MBA 学位申

请人参加论文答辩，聘请院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

专家学者 60 人次组成答辩委员会，答辩工作历时

3天完成。

答辩开始前，MBA 教育中心组织召开了本届

MBA 学位论文答辩评委工作会议。会上，研究生院

院长兼 MBA 教育中心主任黄晓勇教授发表讲话。

黄院长介绍了 2016 年 MBA 学位申请的大体情况、

论文类型转型推进情况及本届论文答辩安排，对

MBA 教育中心日常教学和学位工作的发展和取得

的成绩表示肯定，强调今后要再接再厉，进一步做

好提升工作，通过整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种资源，

更好地服务社会。

MBA 教育中心一直高度重视学位工作，不断探

索和改进。今年，MBA 学位论文突破单一传统类型，

增加了商业策划研究型、行业报告研究型、企业案

例研究型等多样化的论文类型，得到众多导师和

评委的认可。今后 MBA 教育中心将继续做好论文

类型转型的相关工作，完善各类型论文规范和评

价标准，更好地体现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应用

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特点。

本届论文答辩会一共分为 20 个小组，每个小

组由 3位评委、1名秘书、6-8 名答辩人组成。按照

答辩程序，在秘书简要介绍答辩人基本情况后，答

辩人先就论文作简要陈述，阐述论文的主要内容

和核心观点。听取答辩陈述后，答辩评委分别就论

文的内容、意义及观点进行了提问和讨论，之后，

答辩人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根据答辩人的综合

表现，答辩委员会经充分讨论、投票表决作出是否

“建议授予学位”的决议。

经过 3 天的紧张答辩，141 人获得答辩委员

会通过，申请材料将上报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和院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此外，答辩评委还针对每篇

论文的完善和深化提出了中肯意见。

  图 2：答辩评委认真听取学生答辩陈述

  图 1：黄晓勇院长在答辩评委工作会议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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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 2016 级新生见
面会成功举行

2016 年 5 月 1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MBA 教育中心在北京金谷琪珑大酒店召开了

2016 级 MBA 新生见面会。当天北京降雨降温，但

这些并没有影响 2016 级新生和各位与会老师的

参会热情，见面会开始前半小时师生们就已陆续

到场。

参与此次见面会的老师及 MBA 分会同学包

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

助理、教学管理部主任杨小科博士，MBA 教育中心

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任、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刘

晓红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主任孙晓晖老师，学

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

莉莉老师、周建杰老师和王玉婷老师，社科院研究

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主席刘峰以及副主席徐达

开。此次见面会由孙晓晖老师主持。

接着，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周建杰老师为新生

详细介绍了后续录取的工作及相关注意事项，帮

16 级新生解决了很多当前正在面临的问题。周老

师关于录取通知书、缴费方式、户口及档案调转

的总体介绍，有效缓解了新生当前手续办理过程

中的各种困惑，也为后续各位老师更深一步的介

绍做了铺垫。

上午 9:00 新生见面会正式开始。孙晓晖老

师首先表达了对各位新同学金榜题名的祝贺，并

且转述了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卫星博士对大家的

祝福。此后，孙老师阐明了此次见面会的目的，即

为了让同学之间更好的沟通，更好的了解入学后

的生活，提前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的安排。最

后，孙老师介绍了出席当天新生见面会的中心各

部门负责人。

随后，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

任、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刘晓红老师介绍了社科 MBA

项目目前已有的和正在筹划中的多个国际合作交

流、交换项目，包括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合作项目、

荷兰蒂尔堡大学交换生双学位项目和美国杜兰大

学交流项目等。另外，刘晓红老师为同学们详细介

绍了综合办公室的工作职责，以便同学们在遇到

相关疑问和问题时能够找对“求助”对象。

  图 2：孙晓晖老师主持见面会

  图 3：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周建杰老师介绍后续录取注意事项  图 1：新生见面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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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就业需求，在新生入学不久招生与职业发展

部的老师们就会组织学生填写职业发展调查问

卷，依据报告的分析结果制定学生的职业能力提

升计划和寻求必要的资源共享机会。整个学习过

程中，招生与职业发展部的老师们随时可以对学

生的简历修改给出指导意见，也会帮助 MBA 学生

寻找实习和就业机会。

紧接着，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莉莉老师介绍

了职业发展相关工作。为更好地了解学生们的特

接下来，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教学管理部

主任杨小科博士从学习时间、课程、师资、资源利

用等方面，耐心地为新生们介绍了 MBA 学习生涯

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杨老师提到社科 MBA 项

目的外部资源涵盖了许多知名的金融机构以及

大批有实力的央企和财、税等相关部门，这些外

部资源不仅增强了社科 MBA 项目的教学实力、引

入了大量的珍贵案例，也给学生们增添了很多就

业机会和创业资源。

学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全面介绍了学

生管理部的职责范畴。对于学生们普遍关心的档

案、户口调转及影响，国家奖学金评选要求，研究

生院学生评优方法和拓展训练、党支部活动等内

容做了详细介绍。

  图 4：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主任、国际合作部负
　　　　责人刘晓红老师介绍工作

  图 6：招生与职业发展部张莉莉老师介绍职业发展相关工作

  图 5：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教学管理部主任杨小科博士介绍
　　　　学习过程

  图 7：学生管理部主管吕世亮老师介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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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副

主席徐达开对 6 月份将要举办的第十六届 MBA

发展论坛暨“资本市场创新”论坛进行志愿者招

募动员工作。

各介绍环节结束后，各位与会老师对学生们

提出的问题做了耐心、详细的解答，最后的答疑、

沟通环节气氛热烈。

随后，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主

席刘峰介绍了学生会涵盖的工作内容。刘峰学长

回顾了一些学生会成功主办和参与过的大型活动

以及论坛，对 6 月份将要举办的第十六届 MBA 发

展论坛暨“资本市场创新”论坛做了简单的介绍，

并且承诺给予 2016 届新生留出一部分论坛志愿

者的名额。刘峰学长总结说大多数人读 MBA 的目

的可以概括为三点：学知识、拿文凭、交朋友，而

加入学生会、参与各类活动是在 MBA 学习过程中

广交朋友很好的途径。

经过一上午的沟通与交流，2016 级各位 MBA

新生对即将开始的社科 MBA 学习与生活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也开启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动交流

的新篇章。相信一上午的沟通交流之后，同学们会

更加坚定在社科收获学业、收获情谊的信心 !

  图 11：杨小科博士现场答疑

 图 10：新生提问环节

  图 9：新生提问环节

  图 8：社科院研究生院 2014 级 MBA、北京 MBA 联盟执行主席刘峰
　　　　分享

  图 12：刘晓红老师现场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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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杨小科等两位

老师参加“2016 年春季中国

工商管理案例教学及开发研

讨会”

5 月 20 日至 22 日，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主办的“2016 年春季中

国工商管理案例教学及开发研讨会”在四川大学

商学院 113 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杨小科博士、案例中心副

主任、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郝继涛博士

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研讨内容分为案例教学和案例开发两大

部分。案例教学部分，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的金勇军副教授和四川大学商学院的李蔚教授等

通过示范性案例讲解如何使用案例开展教学，帮

助老师们最大程度地理解案例精髓，快速提高案

例使用能力。案例开发部分，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的陈昊老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赵丽缦老师

和重庆大学的陆静教授等为大家讲解案例开发要

点，并交流教学案例开发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心

得体会。

通过此次会议，两位教师与国内兄弟院校教

师就案例教学与开发的心得进行了广泛地交流，

系统地了解了案例开发的基本思路，对案例教学

方法、案例开发与应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于

MBA 教育中心案例教学推进起到了促进作用。
  图 1：杨小科、郝继涛老师参加“2016 年春季中国工商管理案例
　　　　教学及开发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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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院老师参加“中国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第一届理

事会第一次工作组会议

2016 年 5 月 21 日上午，“中国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在清

华大学李兆基科技大楼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综合协调办公室主任、MBA 教育中心执行

副主任赵卫星博士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秘书处执行主任

虞苍璧代表联盟秘书处作了联盟年度工作汇报。

工作组成员就全国大学生互联网 + 创新创业大

赛、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心、中国高校创

新创业投融资委员会、互联网 + 创新创业教育网

络平台、联盟月度工作简报以及联盟秘书处建设

等事项进行了商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年度工作汇

报”、《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工作组工作机

制》和联盟秘书处建设方案。会上吴爱华指出，创

新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是人才

培养的重要突破口。希望联盟在凝聚意识、分享资

源、协同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方伟认为，联盟

应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和智力优势，引领创新创

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我院作为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的共同

发起和理事单位，一贯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并从

2015 年起，在 MBA 学生培养中开设创业与创投方

向，致力于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勇于投身实践的创

新创业人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院将响应号召，

通过联盟提供的平台，共同研讨创新创业教育的

理念、方法和体制机制，扎实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图 1：赵卫星博士参加“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第一届
　　　　理事会第一次工作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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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三板资本运营与市值管

理创新实战班五月课程纪要

2016 年 5 月 21 日至 22 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新三板资本运营与市

值管理创新实战班（以下简称“新三板创新班”）

五月课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 1346 教室举

行。本次课程邀请了中信建投新三板负责人李旭

东、华融证券做市部负责人李昆、中泰证券场外

市场部执行总经理史国梁和洪泰基金新三板

CEO 冯志四位老师为新三板创新班学员授课。

在两天的课程中，四位老师紧紧围绕新三板

资本运营与市值管理这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并

结合各自行业经验，为学员解析了新三板操作方

法和要领。李旭东老师为学员详细解读了新三板

融资、并购和规范运作；李昆老师从做市交易制

度研究入手，将国内外新三板做市制度的特点、

功能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对比；史国梁老师以新

三板公司资本运营策略与交易为出发点，系统地

讲述了新三板公司资本运营设计、定增的流程及

关键点、被收购的制度特点及要点、重组的流程

及关键点、如何选择做市商和定价问题以及做市

交易中若干关键问题处理办法等诸多方面的知

识内容；冯志老师则结合自身经验对国内外的

经济环境、企业发展机遇、企业资本策略、当今互

联网思维与企业关系以及商业模式与价值创造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解析。四位老师的精彩解读，

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图 2：李昆老师为新三板创新班学员授课

  图 1：李旭东老师为新三板创新班学员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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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中国 MBA 北京联盟和西北联盟主

席分别发言。西北联盟主席余康对到访团队表

示欢迎，对支持 MBA 联盟的同仁表示感谢。他强

调，MBA 联盟的着眼点在服务，为所有 MBA 同学

搭建平台，促进 MBA 教育发展。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北京 MBA 联盟与西北 MBA 联盟的交流更加

务实。北京 MBA 联盟主席张建光介绍了北京

MBA 联盟的发展经验，他表示，此次访问团也是

抱着学习的态度而来，希望通过互相交流共同

促进 MBA 教育的发展。

交流会中，第十六届中国 MBA 发展论坛筹委

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分会主

席刘峰介绍了第十六届中国 MBA 发展论坛的筹备

情况。他指出，中国 MBA 发展论坛是涉及全国 230

多所 MBA 院校的交流平台，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广的 MBA 组织，是全国二十万 MBA 人共

同企盼的年度盛会，也是中国 MBA 学友信息交流、

学业互动、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经论坛委员会研

究决定，第十六届中国 MBA 发展论坛将于 2016 年

6 月 18-19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目前筹

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欢迎西北各高校 MBA

学院领导和校友届时到北京做客，愿院校间、同学

间的友谊越来越长久。

 图 6：北京 MBA 联盟主席张建光介绍发展经验

 图 4：西安科技大学 MBA 管理中心主任辛扶瑶致欢迎词

图 7：第十六届中国 MBA 发展论坛筹委会副主任刘峰介绍论坛的
      筹备情况

图 5：交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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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的最后，参会同学对各自的学习、工

作经历进行了介绍，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了解。

此次访问是继上海站后筹委会访问的第二

站。访问活动加深了两地同学之间的友谊，促进了

MBA 同学的商务合作，为以后的合作交流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筹委会还将继续与各地高校 MBA 学院

加强交流，邀请各兄弟院校参加第十六届中国 MBA

发展论坛。当天下午，来自北京和西北高校的 MBA

同学项目路演活动在陕众筹大讲堂举行。

 图 8：第十六届中国 MBA 发展论坛筹委会副主任刘峰为院校递交

       邀请函

图 9：参会代表作介绍

图 10：项目路演活动

图 11：合影留念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