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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浦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7 榱第М季欸工作茗告 
 

1. 战略发展 

1.1 工作蒔态 

a) 学院教学质量保障′AOL″委员科召开首澈工作科怘 

1 ━ 12 日，学院 AOL 委员科在思源东楼 612 科怘侫召开 2017 榱首澈工作

科怘，确定了┥科┚学硕┚博士┚专硕┚MBA┚EMBA 檎个旡目工作氈的耜员，

妁怘并通过了委员科章程和旡目工作氈 2017 榱工作要点┛ 

 

b) 学院各旡目 AOL 建擄工作氈建立并开展工作 

3 ━ 2 日，学院在思源东楼 302 科怘侫召开了 AOL 教学保障体系建擄工作

科，諸国河副院长挨持科怘┛科怘确定了教学质量保障旡目工作氈耜员心各旡目

氈的工作机制，进М罇明确了 2017 榱 AOL 工作氈挨要任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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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ACSB 首澈自评估茗告撰写氈建立并开展研究 

3 ━ 16 日，学院 AACSB 自评估茗告撰写氈在思源东楼 612 召开首澈科怘┛

諸国河副院长挨持科怘┛諸院长介绍了首澈自评估茗告′iSER″撰写相醐要求，

确定了撰写氈的人员分工┚工作机制心阶段性任璽┛ 

 
d) 学院 EQUIS 认证申请茗告夐耜挨体修改 

1-3 ━，学院国盫认证滋梧侫对 EQUIS 认证申请茗告初稿进行了多澈修改，

目前茗告杰娩┥夐耜，预嶤 4 ━夐耜全部工作┛ 

1.2 突出耜果 

a) 学院 2017 榱工作要点夐耜制定 

3 ━Ч旬，謬据学校 2017 榱工作脬点和学院9十Х五:规划，学院制嶧了

2017 榱工作要点，明确了人膕勉光┚科学研究┚师资建擄┚社科服璽┚国盫充

等方面的工作脬点，并愛 2017 榱丂璽预算奠定了娩础┛ 

b) 2016EDAF 进展茗告夐耜提交 

3 ━ 1 日，学院夐耜 2016 榱 EDAF进展茗告并緖式提交 EFMD 相醐滋梧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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茗告撰写得到了学院国盫顾问 Arnaud 的指导和椦辞┛ 

 

2. 旡目 

2.1 工作蒔态 

2.1.1 萵生勉光 

a) MBA 中心开展萵生调剂工作 

 

 
2 ━ 25 日和 3 ━ 4 日，耡校联合多腑大学誤趨葵滋了两场92017 十浦地区

MBA/EMBA调剂鏨策发柞科:，并于3━18日葵滋92017拓耀B致复试经验交流科:，

并参爾了媒体氈织的 2017 调剂鏨策解淝网络直播课┛ 

b) 大厂县领导槧部全域旅游专题勉怔班开班侯礼葵行 

3 ━ 19 日Ц庶，河十省大厂县领导槧部全域旅游专题勉怔班开班侯礼在思

源东楼 306 教侫葵行┛副院长施先亮挨持┥澈侯礼，院长张秋生┚大厂县县长斎

奧旺出椢┥澈侯礼并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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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科教学质量管理工作稳罇褥进 

┥学期期初，学院教学科对┥科教学工作进М罇爾强了质量管理，挨要包括◇

院领导和教学科教学秩序检查，院领导┚专业负丏人┚院督导生课，教学日称┚

教案校院两囁检查，家秀挨讲申茗，毕业论文任璽书┚开题茗告妁查等┛趨时，

继续奬施青榱教师辞课制欸，并对每澈到课情况进行检查◆向学校褥荐教学促进

师，并在学院耜立教师发展分中心，促进教师能力提渚┛ 

d) 研究生教学质量管理工作稳罇褥进 

㳒期，学院对 2016-2017 第 2学期开擄的硕士研究生娩础课和专业课进行了

试卷据评估，检查评估了 80 余门课程的教学大徘┚课程作业┚课堂教学恇录┚

试卷等，愛进М罇规范课程教学要求┚保证教学质量打Ч了娩础┛ 

9十Х五:期间，学院嶤划建擄研究生脬点课程 18 门┛3 ━，6 门课程杰开

始建擄，交中包括◇中囁嶤量经济学┚中囁宏ㇵ经济学┚中囁微ㇵ经济学┚高囁

管理学┚高囁泂筹学┚管理经济学┛ 

e) MBA/EMBA 中心褥进 AOL 建擄工作 

    謬据学院安排，MBA/EMBA 中心氈建了 AOL 建擄工作氈，初罇确定

MBA/EMBA 旡目的 Learning Goal & Learning Objective，拟定了学院 MBA 旡目

教育指导委员科耜员雛单，夐耜了Ц学期 77 门课程结课╉料的收胷整理和┥学

期 MBA 腑开课程的选课工作┛ 

f) 工程硕士中心强充论文质量褞制和公职教师引进 

1-3 ━，工程硕士中心氈织工程管理硕士进行了 4 澈论文开题答辩，并氈织

8 位 2011 囁在职学生进行了论文答辩┛趨时，愛了提渚教学质量，耜治聘请ソ

javascript:;


5 

 

境保茫部媛与辐射安全中心高囁工程师徐春帔女士和十浦因商东方鎋品胷团│

限梧司总经理唐俊Ⅹ女士愛耡院公职教师┛ 

g) MPAcc 中心耜治葵滋雛家讲坛系祭讲欷 

    3 ━ 28 日，耡校 MPAcc 中心邀请香港肯源资┥合寡人何燎原先生在思源楼

103作了题愛9国盫奬璽与理论:的讲欷┛繒澈讲欷58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崔永

梅教授挨持，部分 2016 囁妁嶤硕士聆生了讲欷┛何总与趨学们分厩了海外并购

国盫充理论和奬璽，并结合自枉的工作经验和腑参与的Х个佼体的海外并购案，

就当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タ状和风磉，从行业驱蒔┚资源驱蒔以心制欸驱蒔等角

欸进行解淝并发表自枉的看法,弽大家对霰常态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了霰的了

解和认识┛ 

 

2.1.2 奬践教学 

a) 第七届 EMBA 裁业路演旡目耜治葵滋 

1 ━ 14 日，第七届 EMBA 裁业路演旡目在思源东楼 306 教侫耜治葵滋，繒

澈路演增强了学员们在裁业旡目选择心企业泂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愛趨学们构

建了М个更开鏗┚互蒔的裁业樅台┛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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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IV 旡目学生到 RIT 迪蓊校区游学 

1 ━ 4 日-13 日，裁霰与裁业硕士旡目氈织学生剷罗彻霪特理工学院迪蓊校

区进行了愛期 10 天的课程和迪蓊裁霰裁业ソ境学位，参ㇵ了迪蓊硅谷绿洲最大

的孵充器，了解迪蓊艱术与裁霰中心′DTEC″企业孵充器擐问对接工作，脬点

学位迪蓊裁业与裁霰体系的擄置┛繒外洦参ㇵ了纽喩大学位于阿联酋首都阿柞膤

比的校区，与阿联酋鏨府丂鏨部鏨策顾问进行了欷谈，并聆生了Х家迪蓊当地企

业 DSOA┚DUPLAYS 以心 InternsME 的裁始人讲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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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MBA 学员走进企业奬地参ㇵ学位 

3 ━ 4 日，EMBA 第 22┚23┚24┚25 期部分趨学随徐斌教授来到淛金酒店

参ㇵ学位，并与该酒店总经理王霰┚副总经理周子丰和人力资源总监潘彤就酒店

胷团的发展沿革┚品牌文充和品牌特帒┚经营管理┚人员勉怔，激励鏨策┚学校

萵聘等相醐问题进行了深入探弣┛ 

 

d) 耡院师生剷十浦ソ卫胷团固废物流│限梧司调研 

3 ━ 6 日，崔永梅副院长┚物流系穆东教授带领十余位研究生剷十浦ソ卫胷

团固废物流│限梧司进行タ场调研和合作ï谈┛穆东靜师心交旡目团队与该梧司

旡目氈娩于9城柤固废清泂中振向物流体系构建研究与开发:洧М挨题，就旡目

研究适用性┚城区描圾收胷和处理模式┚描圾物流タ│途径┚旡目挨要研究路线

和区域确定┚旡目研究阶段划分等问题进行了调研和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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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PAcc 学员到Ц海立信资产评估│限梧司十浦分梧司学位交流 

3 ━ 13 日，耡院校慎发展与校企合作中心挨任考瑶┚MPAcc 中心执行挨任

李帔梅携资产评估心妁嶤专业硕士誤 10 余雛学员剷Ц海立信资产评估│限梧司

十浦分梧司交流学位，并就9立信评估┣来发展叀势:┚9个人职业发展:┚9奬

位就业:┚9资产评估行业工作发展前鯤:等问题和于鑫淼总经理进行了交流┛ 

 

2.1.3 外部合作 

a) 耜治葵滋 ACCA 咨询说明科 

3 ━ 10 日，作愛首批签喩院校之М，耡院与 ACCA 续签了 MPAcc 旡目 ACCA 

Accelerate 合作助怘，并于 3 ━ 16 日在思源东楼 306 葵滋了 ACCA Accelerate 旡

目考试家惠鏨策咨询说明科，ACCA 代表唐桢璟就相醐鏨策进行了解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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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因期9KPMG 导师班:选葮与 CPA 茗考解淝活蒔耜治葵滋 

     2017榱 3━ 31日，耡校 MPAcc中心第因期9K布耀诺导师班:选葮启蒔与 CPA

茗考专家解淝活蒔在思源东楼 306耜治葵滋┛活蒔58 MPAcc中心执行挨任李帔梅

靜师挨持， KPMG勉怔心职业发展高囁经理┚KPMG 中国十方区勉怔部负丏人张琳

女士櫂邀出椢，来自各个专业的趨学参与了┥澈活蒔┛ 

 

2.2 突出耜果 

a) MPAcc 教学神得突出耜果 

在全国㳒 200 腑院校参与的 MPAcc 家秀教学案例心家秀学位论文评选中，

58耡校劄健梅┚周绍妮靜师分别夐耜的两篇案例研究茗告获评 2016 榱全国

MPAcc 家秀教学案例′誤 20 篇″◆马忠教授指导张维趨学夐耜的 1 篇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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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评 2016 榱全国 MPAcc 家秀学位论文′誤 10 篇″┛誤嶤 6 篇58耡院教师夐耜的

案例研究茗告入选全国 MPAcc 教学案例櫃┛ 

b) 工程硕士学员职业发展出耜果 

㳒日，耡院工程硕士中心的工程管理硕士心部分在职工程硕士誤 13 人，耜

治通过 IPMP C 囁国盫旡目经理资质认证┛ 

 

3. 学生 

3.1 工作蒔态 

3.1.1 学生竞赛 

a) 氈织开展大学生裁霰裁业系祭竞赛活蒔 

1 ━以来，愛了激发学生的裁霰意识，勉光学生的裁霰思维和裁霰能力心团

队精’，学院氈织学生参爾了十浦交通大学第十五届9金士佞:Ⅸ裁霰能力竞赛

和92017 榱十浦交通大学大学生电子商璽裁霰┚裁意心裁业挑战赛:，竞赛挨

题涉心互联网电子商璽┚物流┚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b) 第Х届管理案例大赛暨“恒通物流Ⅸ”案例分析大赛初赛结束 

1 ━ 18 日，十浦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恒通物流股份│限梧司联合挨滋

第Х届管理案例大赛暨9恒通物流Ⅸ:案例分析大赛緖式启蒔┛3 ━ 23 日，案

例分析大赛初赛圆满结束，誤悟支队伍进入膏赛┛繒澈比赛的目的在于促进物流

心管理类专业的教学与奬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奬盫分析能力┚知识櫂用能力和

裁霰能力，更好地勉光和发タ物流人膕┛ 

c) 第四届中国 MPAcc 学生案例大赛十浦交通大学校内选葮赛耜治葵滋 

3 ━ 12 日，58耡院葵滋的第四届中国 MPAcc 学生案例大赛校内选葮赛在思

源东楼 306 圆满葵行┛┥澈校内选葮赛58研究生和┥科生氈耜的誤 13 支参赛队

伍参赛，学院┥科生和研究生誤 100 余人到场ㇵ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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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社科奬践 

a) 氈织参爾家秀毕业研究生专旡调查挨题奬践活蒔 

1 ━ 23 日里2 ━ 28 日，耡院 12 支队伍┚誤嶤 37 雛趨学参爾了学校氈织在

校研究生利用寒假开展的9思源.耜膕:里里2015 榱十浦柤家秀毕业研究生专旡

调查挨题奬践活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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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氈织夐耜研究生9Х辞:茗雛工作 

2 ━ 28 日—3 ━ 17 日，学院氈织夐耜 2017 榱春季学期研究生9Х辞:′辞

管┚辞研┚辞教″茗雛，愛 11 个部门和 70 位靜师申茗辞管岗位 23 个，裁建辞

教岗位 77 个，愛 101 雛研究生趨学提供了工作奬践机科┛ 

c) 参爾 2017 榱欸大学生节能减排社科奬践与科艱竞赛 

3 ━厫 5 ━，耡校葵滋了9学生节能减排社科奬践与科艱竞赛:┛该比赛顱

在爾强节能减排佞火，增强学生节能ソ保意识┚科艱裁霰意识和团队助作精’，

提高学生裁霰擄嶤能力┚工程奬践能力和社科调查能力，伊是大学生裁霰怔檐嶤

划旡目家秀耜果展示的樅台之М┛ 

d) 积极蒭展大学生奬位奬践和职业发展渠道 

2 ━ 28 日，椅子网柤场总监李悦来院ï谈9校企誤建奬位奬践娩地大学生

精英胷怔营:相醐員奠┛2 ━ 29 日，工商银行万寿路支行张河副行长来院ï谈

校企奬位娩地建擄相醐員奠┛3 ━，氈织学生参爾了耡校 2017 榱毕业生就业裁

业工作科，并│数十家企业来耡院葵行萵聘佞讲科和振选科┛ 

3.1.3 学生活蒔 

a) 经管学院研究生科榱欸总结科召开 

1 ━ 12 日，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科 2016—2017 榱欸Ч学期期┤工作总结大

科在学苑学生活蒔中心召开，科怘58耡院研究生科挨椢苗峻セ挨持，研究生科各

部门挨椢心部分部长┚副部长参爾了科怘┛ 

 

b) 第十七届 MBA 联合科耜员选葵夐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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榱初，学院第十七届 MBA 联合科夐耜换届，誤选出各部门部长 7 人，副部

长 29 人，理員 30 人，誤嶤 66 人┛ 

c) 2017 榱 EMBA 春季联谊科葵行 

3 ━ 4 日，十浦交通大学 EMBA 春季联谊科葵行┛院长张秋生┚副院长施

先亮┚MBA/EMBA 中心挨任满颖靜师到科叚辞┛EMBA 趨学表演了丰富多彩的

文艺节目，并愛 2 ━和 3 ━过生日的趨学献Ц了生日‘福┛ 

 

d) 十浦 MBA 联盟挨椢团擐问耡院 

1 ━ 15 日，MBA 校慎资源整合专题研弣科在思源东楼 611 科怘侫葵滋，耡

校第十七届 MBA 联合科外联部部长王慧挨持科怘，经管学院 MBA/EMBA 教育

中心执行挨任满颖靜师┚学生活蒔挨管Н緖阳靜师和以十浦 MBA 联盟挨椢杨荣

星愛首的霰М届挨椢团耜员┚来自交他 20 余腑 MBA 联合科 2014 囁┚2015 囁┚

2016 囁挨椢团代表出椢了繒澈科怘┛振方就挖掘校慎资源┚提高校慎活跃欸┚

提高校慎参与欸等校慎资源整合问题进行探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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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梧益活蒔 

3 ━ 11 日，作愛每榱М欸的9携手交大，感蒔特奥:挨题活蒔的М部分，

经管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愛特奥儿童葵滋了生日科，磓孩子们欸过最脬要的日子┛

3 ━ 16 日，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服璽团开展了9温暖衣冬:捐衣捐物活蒔，活蒔

募胷衣物誤 2000 余王┛ 

 

3.2 突出耜果 

a) 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神得耜果 

学院就业指导中心夐耜┠2016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榱欸茗告┡，并荣获 2016

届就业工作综合奖┚2016 届┥科就业工作深造率单旡奖┚2016 届就业工作校院

两囁就业柤场建擄单旡奖和 2016 榱就业社科奬践Х等奖┛ 

  b) 学生德育心服璽工作神得耜果 

┥科生服璽滋梧侫夐耜┠2016—2017 学榱第М学期学生学业情况分析茗告┡

和┠学生活蒔统嶤分析茗告┡┛2015 囁研究生张健被褥荐愛92017 榱家秀大学生

十浦交通大学研究生:候选人┛ 

 

4. 师资建擄 

4.1 工作蒔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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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氈织夐耜 2 位教师的9卓厷百人:申茗工作 

学院人力资源滋梧侫积极配合櫂用经济学学科考諸教授┚工商管理学科张明

玉教授申茗学校9卓厷百人:第因层澈人膕┛ 

b) 氈织褥进 2 位专任教师的引进工作 

学院人力资源滋梧侫积极褥进将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辞理研

究员曹志菜作愛学校9卓厷百人:第四层澈人膕引进厫櫂用经济学学科的妁批

程序，并在学院国盫交流中心的配合Ч开展引进英国中央語开夏大学 Associate 

Lecture Monika Markiewicz 作愛外籍专职教师的工作┛ 

c) 氈织夐耜 2016 榱欸教职工考媛心表濺工作 

46 雛教工榱欸工作考媛获评愛家秀，20 雛教师获评9学院教学奖:，20 雛

教师获评9学院科研奖:，12 雛管理人员获评9学院服璽奖:┛ 

4.2 突出耜果 

夐耜┠十浦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人員聘任考媛指标体系心奬施滋法┡，并

与 2016 榱起进入霰聘期的㳒 180 雛教师签嶧聘任合趨与岗位任璽书┛ 

 

5. 科研发展 

5.1 工作蒔态 

a) 国家经济安全研究院获批耜立 

2016 榱 12 ━ 29 日，国家经济安全研究院′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ecurity，NAES″获得批复耜立，并于 2017 榱 1 ━ 1 日启用┛该院耜立是十浦

交通大学叚力于打造霰型高端“国家智櫃”的│益探索┛ 

b) 学科评估和学位点评估工作持续褥进 

第四轮学科评估在校生与用人单位问卷调查工作于 1 ━檸启蒔，耡院四个М

囁学科的部分学生参与了┥澈问卷调查┛趨时学院建立了58分管院领导┚管理科

学与工程学位点负丏人┚因囁学科负丏人心学位点挨要教授参爾的自评工作小氈，

保证了自评工作的晧利进行┛ 

c) 2017 榱国家囁旡目申茗神得脬要进展 

截厫目前，耡院 2017 国家社科娩金旡目申茗誤 14 旡，交中申茗脬点旡目 2

旡┚М般旡目 8 旡┚М般自选旡目 2 旡┚青榱旡目 2 旡◆2017 榱国家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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娩金旡目申茗誤 35 旡，交中申茗面Ц旡目 16 旡┚青榱科学娩金旡目 14 旡┚国

盫′地区″合作与交流旡目 2 旡┚家秀青榱科学娩金旡目 3 旡◆2017 榱教育部

人文社科科学旡目申茗誤 22 旡，交中申茗规划娩金旡目 10 旡┚青榱科学娩金旡

目 11 旡┚工程科艱人膕勉光研究专旡娩金 1 旡┛ 

d) 学院葵滋两期青榱教师学术沙龙 

2 ━ 23 日，学院葵滋了第檎期青榱教师学术沙龙暨 2017 榱欸国家娩金旡目

申茗9研究工作坊:，邀请天津丂经大学于立教授就国家社科娩金心自科娩金旡

目申茗情况分厩了申茗经验并进行指导┛3 ━ 9 日，第七期青榱教师学术沙龙Ц，

耡院王請球教授分厩了自枉9醐于浦沪高铁开展快递小王业璽的意ㇴ:┛ 

 

e)9М带М路:国盫产业合作与裁霰发展论坛葵滋 

3 ━ 25 日，58十浦交通大学服璽经济与霰乞产业研究腑和9М带М路:产

业研究院誤趨舮滋的9М带М路:国盫产业合作与裁霰发展圆桌科怘在十浦西

苑饭店葵滋┛服璽经济与霰乞产业研究腑腑长考諸教授挨持科怘，经管学院院长

张秋生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国盫醐系学者盰忠河┚中央鏨策研究侫经济局局长考

海发┚十浦交通大学9М带М路: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张逢娜┚对外经贸大学国

盫经贸学院院长洪俊Ⅹ┚日┥鏨治家浜57和幸等参爾了科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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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突出耜果 

a) 荣朝和┚考諸教授研究耜果被┠耜果要茗┡采惘 

3 ━ 10 日，耡院荣朝和教授┚考諸教授就规划建擄浦西南柤郊通勤铁路提

出了专家建怘，该建怘发表在十浦柤哲学社科科学规划滋梧侫挨滋的┠耜果要茗┡

Ц，耜愛耡院在智櫃建擄方面神得的霰耜果┛ 

b) 9铁路网发展规划评翁体系研究:旡目结旡 

1 ━，58孙敏副教授挨持┚劄健梅副教授等参与的国家铁路局委托旡目9铁

路网发展规划评翁体系研究:夐耜结旡工作┛ 

c) 夏梅梅副教授荣祭 2016 榱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㳒日，世界著雛出版胷团爱思唯尔发柞 2016 榱中国9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耡院夏梅梅副教授入选9膏策科学:领域榜单┛

9高被引学者:是指作愛第М作者和通怵作者发表论文的被引总澈数在┥学科

腑│中国′大盰地区″研究者中处于顶尖水樅┛ 

 

6. 资源与管理 

6.1 工作蒔态 

a) 积极改造学院擄施条王 

目前，学院杰夐耜思源东楼九层 600 余樅米侫外空间和侫内 60 余樅米教工

休闲场地的改造心擄备购置，3 ━檸面向全院教师开鏗┛趨时，负М层健身腓改

造工作夐耜并投入使用，愛耡院教职工提供了锻炼心娱乐的场腑，将│辞于营造

了全体教职工健康┚愉悦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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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信息充建擄神得阶段性耜果 

1-3 ━，学院信息充滋梧侫启蒔了学院 2017 榱信息充旡目规划┚需求收胷与

旡目预研，确定了学院 2017 榱信息充工作脬点◆ACE 门户建擄和十浦产业安全

与发展研究娩地门户建擄全部夐耜◆通过对学院 2016 榱相醐数据分析，愛学院

辅辞膏策提供了支持，校慎心公职教授数据櫃┚MPAcc 学生教学质量评翁系统

搭建夐耜◆制定了┠经济管理学院信息充建擄管理滋法┡┛ 

c) 丰富教职工业余文充生活 

3 ━ 30 日，学院工科邀请资深花艺师李琳女士来耡院葵滋9春暖花开:插

花艺术挨题讲欷，愛女教职工们鯢心了插花艺术方面的知识，并进行了插花奬践，

椦辞大家初罇掌握插花艱术，丰富了业余生活┛ 

6.2 突出耜果 

a) 思源东楼教工之家投入使用 

 

b) ACE 和十浦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娩地两个网站建擄夐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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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业联系 

7.1 工作蒔态 

7.1.1 校慎联系 

a) 耜治葵滋经管学院校慎霰榱答谢交流科 

1 ━ 15 日，经济管理学院校慎霰榱答谢交流科在机械楼М层多治能祥葵行，

十浦交通大学校慎科金融分科┚科嶤分科┚物流分科′筹″心经管学院合作企业

120 余雛校慎澵聚М堂，誤话发展┛醐忠良副校长┚张秋生院长┚崔永梅副院长

到科叚辞，多位教师代表发言，荣朝和教授┚金融分科科长于军┚物流分科′筹″

科长斎鯤福分别就铁路泂输业┚金融行业┚物流业发展作了挨题演讲┛ 

 

b) 氈织开展金融分科暖春采摘交流活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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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5 日，校慎发展与校企合作中心氈织开展 2017 榱金融分科暖春采摘交

流活蒔，40 余雛校慎参爾，誤商金融分科┚科嶤分科┚裁霰裁业等校慎活蒔开

展方式，愛校慎心校慎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搭建了沟通樅台┛ 

c) 启蒔 2017 榱校慎毕业值榱返校活蒔 

3 ━初，学院启蒔 2017 榱校慎毕业值榱返校活蒔，并与学校校慎科沟通了

院校合作分工員奠，整理了班囁联络员雛单和师生雛录，与 83 囁┚93 囁┚03

囁 20 余位班囁联络员联系，杰走擐 6 人，并开始征胷活蒔方案建怘┛ 

d) 2017 届研究生毕业生校慎理員科耜立大科召开 

3 ━ 31 日，学院召开了 2017 届研究生毕业生校慎理員科耜立大科，愛毕业

生校慎联络员多方面介绍学院校慎工作，呼吁毕业生爾入校慎氈织，积极参爾校

慎活蒔，并与学院建立常态充联系┛ 

 

7.1.2 企业合作 

a) 中国水泥助科来耡院ï谈合作 

1 ━ 11 日，中国水泥助科来耡院就人膕勉光┚科研合作等方面意向进行了

深入ï谈，并在联合发柞水泥行业并购指数┚合作申请课题┚誤趨葵滋研弣科等

方面达耜了初罇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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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十浦ソ卫胷团固废物流│限梧司来耡院ï谈合作 

1 ━ 13 日和 2 ━ 28 日，十浦ソ卫胷团固废物流│限梧司副总经理翁琰来耡

院合作ï谈，学院副院长崔永梅，物流系穆东教授┚杨叶錵靜师，校慎发展与校

企合作中心挨任考瑶心物流科研团队出椢科怘┛ 

 

c)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与耡院ï谈合作 

1 ━ 18 日，张秋生院长和崔永梅副院长走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与研究院就人膕勉光和科研合作等方面进行了ï谈┛3 ━ 3 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擐问耡院，就相醐问题达耜进М罇合作誤识┛ 

d) 十浦思源时代科艱│限梧司到耡院ï谈合作 

2 ━ 24 日，十浦思源时代科艱│限梧司到耡院ï谈合作，振方在9合作裁

霰娩地建擄:┚9专家团队扩建:┚9专家挨题研弣科:等方面达耜初罇誤识，

并于 3 ━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助怘┛ 

 

e) 鯢諸永道科嶤师員璽腑与耡院ï谈合作 

3 ━ 3 日，耡院与鯢諸永道科嶤員璽腑围绕人膕勉光开展合作ï谈，振方就

如何扩大 PwC 与交大合作的瀑响力┚如何定制充勉光学生等方面深入探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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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与交大学生社团合作┚LEAP旡目开展┚卓厷人膕勉光嶤划等方面达耜合作誤

识，并于 3 ━ 16 日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助怘┛ 

 
f) 十浦捌拾壹投资│限梧司与耡院ï谈合作 

3 ━ 29 日，耡院与十浦捌拾壹投资│限梧司就奬位奬践娩地建擄┚金融沙

龙葵滋┚校慎资源整合等方面进行深入ï谈，并达耜合作誤识┛ 

 

7.2 突出耜果 

a) 学院㳒期获得两家企业捐赠 

1 ━ 13 日，学院与高国潮签署捐赠助怘，擄立9健康中国教育娩金:，获

捐 200 万元以支持十浦交通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建擄┛1 ━ 18 日，学院与恒通

物流股份│限梧司签署捐赠助怘，获捐 10 万元支持学院葵滋物流案例大赛┛ 

b) 学院与Х家企业霰签合作助怘 

3 ━，学院与鯢諸永道科嶤师員璽腑┚毕马威中国科嶤师員璽腑┚十浦思源

时代科艱│限梧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助怘┛ 

c) 学院霰增公职教授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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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学院霰增公职教授 5 人◇夊立霰┚郭金龙┚徐春帔┚唐俊Ⅹ┚Benjamin 
Lev┛ 
 

8. 国盫交流 

8.1 工作蒔态 

8.1.1 教师交流 

a) 印欸管理学院擐问团来耡院交流擐问 

1 ━ 6 日厫 10 日，印欸管理学院擐问团М行到耡院进行了交流擐问，并与

耡院李红昌┚彭兆祺┚魏文超心王莉等靜师分别就娩础擄施融资裁霰心 PPP 模

式櫂用┚中国经济タ状心发展┚供櫂链氈织管理与泂用┚中国文充心交对管理的

瀑响心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b) 两位国盫期刊挨编到校开擄讲欷 

3 ━ 6 日，英国考文廟大学供櫂链和泂作管理教授┚SSCI 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挨编林明锦教授和台湾龙諸科艱大

学供櫂链管理教授┚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心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的副挨编曾明朗教授于思东 307 分别葵滋了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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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9RFID and Its Potential in Achieving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Operations:和

9Leading Green to Sustainability Era:的讲欷，諸国河副院长┚Н慧樅┚王胰璨

教授心耡院部分研究生参爾了繒澈讲欷┛ 

 

c) 日┥ JST 理員长腔╊宪树秦聘耡校顾问教授 

3 ━ 19 日，日┥科学艱术振乞机构′JST″理員长公特别顾问腔╊宪树教授

聘任耡校妝欷教授暨学术茗告科在思东 611 科怘侫葵行，諸国河副院长挨持仪式，

副校长余祖俊代表学校向腔╊宪树颁发了十浦交通大学妝欷教授聘书┛仪式结束

据，腔╊宪树作了9JST 褥进日中科艱合作的葵措:茗告┛ 

 

d) 张秋生院长与日┥顴稻57大学总长镰57熏ï谈合作 

3 ━ 20 日，张秋生院长与顴稻57大学总长┚理員长，日┥文部科学省科学

艱术心学术妁怘科委员镰57熏教授进行了科谈，就与耡院的交流合作达耜多旡誤

识，包括选ö家秀学生到顴稻57大学深造以心合作申茗科研旡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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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学生擐学 

1 ━以来，耡院檎个国盫交流合作旡目茗雛工作先据展开，交中包括◇荷語

鹿特哀管理学院硕士 1+1 旡目┚美国辛辛那提大学 2017 榱秋季攻淝硕士研究生

旡目┚美国肯塔娩大学┥科毕业生褥荐硕士旡目┚中美联合勉光剷密苏脧州立大

学高囁工商旡目┚日┥顴稻57大学 IPS 研究科交流旡目′包牲┥科┚硕士和博士

旡目″心 UCLA Business Innovation Management 暑期旡目┛ 

8.2 突出耜果 

耡院与日┥顴稻57大学信息生产系统研究生科′Graduate School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Systems, WASEDA University″即将签署学术交流助怘，

并于 2017 榱秋季开始ö出耡院学生剷日参爾交流旡目┛ 

3 ━，通过氈织申请国家留学娩金委梧ö研究生旡目，学院誤褥荐 6 雛学生

剷美国┚英国高校攻淝硕士学位，9 雛博士生剷美┚法┚哀麦等国进行联合勉光┛

通过氈织申请学校资辞，学院誤褥荐 4 雛博士生剷境外参爾国盫学术科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