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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教师海外研修归来畅谈学术感悟 

2018 年 4 月至 6 月，学院邀请参与我院教师海外研修计划的林伟鹏、田莉、

任星耀三位老师做客“商学院公能管理论坛”，分享进修与科研感悟。 

报告会上，老师们不仅分享了从学校申请到录取的历程，让后来者可以少走

弯路；而且重点讨论了在国外进行科研合作与教学的感悟，介绍国内外科研与教

学环境的区别，交流可借鉴的理念与方法，热情回答师生提出的疑惑，给予在座

听众许多共鸣与启发。 

商学院一直鼓励并资助老师赴海外研修，提高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林伟鹏、

田莉、任星耀分别赴美国弗罗里达大学、杜克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

的访学研究。 

英国拉夫堡大学客人来院访问 

  2018 年 9 月，英国拉夫堡大学国际办公室国际关系事务经理 William Burns

访问商学院，洽谈合作事宜。李月琳副院长及对外合作与办公室负责人在学院 818

会议室会见了客人。 

William Burns 首先对于我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们希望在之前的交流的

基础上，通过此次的访问建立长效交流机制，与南开大学商学院的合作为双方师

生创设更多的交流机会。 

随后双方就本硕 3+1、4+1 联合培养、硕士 1+1 联合培养、博士联合培养、

学生交换与访问、教师互访等项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初步达成一致意向，

希望能够在 2019 年签署协议并启动选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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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是一所位于英国莱斯特郡拉夫堡的

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拉夫堡大学商学院世界排名 Top1%，同时拥有 AACSB, 

EQUIS 以及 AMBA 三重认证。 

商学院同英国斯特克莱德大学商学院启动本硕及双硕士联合培

养项目 

近日，根据南开大学商学院同英国斯特克莱德大学商学院签署的院际合作协

议精神，双方就开展“4+1”本硕及“1+1”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达成共识，拟在

2018 年秋季正式启动。 

据介绍，南开大学商学院同英国斯特克莱德大学商学院学位联合培养项目面

向商学院优秀本科毕业生及在读硕士生，采用 4+1 或 1+1 联合培养模式，为学

生日后在商业领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加该项目的学生需获得南开大学本科学位或是硕士在读生，可申请斯特克

莱德大学商学院硕士项目，学习完成后将获得斯特克莱德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

参加 1+1 项目同学需要返回南开完成硕士论文答辩，将获得南开大学硕士学位。

针对参加该项目的学生，斯特克莱德大学商学院将提供奖学金。 

据悉，商学院积极推行学生培养的国际化战略，致力于为学生创建良好的国

际交流平台, 使学生得以拓宽国际视野，搭建国际学术平台，增强学术积累，扩

展人际关系网络，丰富人生经历和增加就业竞争力。此类项目的开展必将为学生

提供一个国际化视野、高水平教育资源共享的国际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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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设立资助计划 助力学生国际交流 

为了进一步开拓学生国际视野，提升学生国际合作交流能力，增强学生国际

竞争力，商学院启动了学生国际交流资助计划，2018 年共有 18 位同学获得资助，

总金额达 10 余万元。 

学生国际交流资助计划是在学校已有的优秀本科生海外交流项目、硕（博）

士联合培养项目、博士国际交流等资助的基础上，学院使用双一流建设经费设立

的专门资助计划，主要用于资助在校学生参加假期学校、学期交换、国际比赛及

会议，依据交流区域和项目不同，将给予出访学生 0.5-1.2 万元/人的经费支持。 

商学院一直将国际化作为学院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不断推进和加深国际交

流与合作，目前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 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

系，与美国、英国多所国际知名大学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学生联合

培养体系，每年参与国际交流的中国学生和接收的国际学生人数均超百人。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商学院客人来访 

 10 月 29 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商学院的 Suresh Radhakrishnan 教

授和 Steven Joseph Solcher 高级讲师访问商学院，洽谈合作事宜。张继勋副院长、

李月琳副院长及对外合作与办公室负责人在学院 818 会议室会见了客人。     

 Suresh Radhakrishnan 和 Steven Joseph Solcher 对于我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他们希望通过此次的访问建立长效交流机制，与南开大学商学院的合作为双方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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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创设更多的交流机会。双方就 4+1 联合培养、硕士 1+1 联合培养、博士联合

培养、学生访问、教师互访等项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初步达成一致意向。 

中午，Suresh Radhakrishnan 和 Steven Joseph Solcher 两位老师就该校开展的会

计与商业分析双硕士项目向我院学生做了详细宣讲。 

下 午 ，Suresh Radhakrishnan 教 授 为 商 学 院 师 生 作 了 题 为“Resurgence of 

Advisory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and Audit Market Competition”的学术报告。Suresh 

Radhakrishnan 教授研究领域为财务会计和公司治理。他在国际知名的财务学和管

理学期刊发表了 50 余篇论文，包括 The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Management Science 等。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简称 UTD）是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体系中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学校成立于 1969 年，以商学

院（Naveen Jindal School of Management）和工程学院（Erik Jonss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 Computer Science）最富盛名。Jindal 商学院成立于 1975 年，是目前

UTD 最大的学院。近年来，Jindal 凭借雄厚的资金投入，享誉世界的师资队伍，

创新的课程设计，杰出的校友资源，其整体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根据 US News 排名，2015-2018 年商学院在北美排名 35 名左右。 

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商学院客人访问商学院 

2018 年 10 月 31 日，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商学院院长 Ajay Vinze、国际

交流办公室主任 Gay Albright 女士和及市场营销讲席教授、我校讲座教授邹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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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一行来访，洽谈合作事宜。我院白长虹院长、李月琳副院长、许晖教授等在

818 会议室接待了客人。 

白长虹院长对密苏里大学代表团本年内第二次访问表示诚挚的欢迎。他表示

南开大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商学院国际化战略不断推进，希望不断有优秀的高

校加入战略伙伴网络，他十分期待 Ajay Vinze 院长此次来访能够促进两院之间的

全面合作。他指出南开大学自建校起便设立商科，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南开大学

商学院已成为通过 AACSB 等国际认证的知名商学院，建议两院充分利用各自的

资源优势，将合作领域拓宽。 

Ajay Vinze 院长对商学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说国际化战略也被密苏里

大学商学院列为近期重点发展方向，此次前来，愿与商学院在既有良好合作基础

上开展学院交流，在双方的优势学科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关系，进一步促进两学院

学生和教职工之间的交流学习。 

随后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学生交流、教师合作研究、

专业学位多方联合培养等方面初步达成一致意向。 

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成立于 1839 年，是密苏里大学系统的四所成员大

学之一，也是其中最大的学府，为美国公立常青藤之一。该校商学院成立于 1914

年，1926 年获得 AACSB 认证。2018 年全美商学院排名 69 名。 

南开-诺欧联合研究中心巴黎揭牌 

11 月 15 日，南开大学商学院-诺欧商学院联合研究中心在诺欧商学院巴黎校

区签约揭牌。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杨进博士受邀证签，并与法国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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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商学院院长 Delphine Manceau 女士、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白长虹教授共同为中

心揭牌，这标志着两院的合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开展师生交流、合作研究、

学术会议开辟新的途径。 

法国诺欧商学院院长 Delphine Manceau 女士表示国际化战略是诺欧的重要发

展战略，十分高兴与南开大学成为合作伙伴。联合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两校推进合

作的丰硕成果之一，必将为两校师生在合作研究方面提供更大的平台。 

南开大学商学院白长虹院长表示，商学院一直以来也致力于推进学术交流国

际化，很高兴与诺欧商学院建立联合研究中心，他相信联合研究中心在双方商定

的工作规划指导下，能够结合双方在优势学科的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强强结合、

优势互补，推动产业与学界的深度合作与协同发展，推动中法乃至中欧的管理创

新。他透露，两院将定期在中国和法国召开学术交流会，邀请两校合作伙伴以及

产业代表参加，搭建全球化的产学研交流平台。双方商定拟于 2019 年 9 月在南

开大学联合举办中欧管理创新国际研讨会，回顾南开百年商科教育，献礼南开大

学百年校庆。 

除联合研究中心挂牌外，南开代表团还参加了由诺欧商学院商务孔子学院主

办，南开大学商学院协办的主题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世界经济格局”国际

交流研讨会。研讨会上，白长虹院长发表了题为“改革开放 40 年：创业与中国

商科教育”的演讲，他回顾了中国商科教育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 40

年间，从引进到本土化，再到国际化，与时俱进，融合发展，为社会普及了管理

知识，培养了管理人才。白长虹院长还同与会嘉宾重点分享了中国的创业与企业

家如何改革开放紧密相连，共生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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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还特邀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汉德投资公

司蔡洪平主席、Patroklos Belgium 创始合伙人、OECD 首席经济学家、CEPS 高级

研究员、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法国首席运营官、国际能源署署长高级顾问、Promodes 

Foodstuff 集团主席、巴塞尔大学孔子学院理事长等学术专家和行业领军人物作

为会议嘉宾，以“中国过去 40 年成就及新时代挑战：中欧贸易投资关系” 及

“跨国公司如何调整自身战略，进行全球化部署” 主题，就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来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以及对西方跨国公司未来的战略定位进行了讨论。互

动提问环节大家踊跃发言，就跨国企业发展，中欧关系进行了深入交流互动。现

场气氛活跃，共同分享经验，寻求合作，展望未来。 

揭牌仪式前，南开大学代表团还参访了诺欧商学院鲁昂校区，并与该校相关

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就双学位项目、交换学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随后参观

了诺欧商学院创业孵化器项目，并与部分诺欧教授举行了合作研究分享会。 

据了解法国诺欧商学院(NEOMA Business School)由兰斯高等管理学院(Reims 

Management School-ESC Reims)和鲁昂高等商学院（Rouen Business School-ESC 

Rouen）于 2013 年合并，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研究实力最强的商学院之一, 诺欧

商学院凭借 AACSB,EQUIS 和 AMBA 三大认证，跻身欧洲最顶尖的商学院行列。 

南开大学商学院代表团访问奥法友好学校 

应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商学院及法国诺欧商学院的邀请，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

白长虹率代表团于 11 月 12 日至 16 日访问奥法两国，就与两所友好学校开展教

学科研合作展开了对话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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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茨大学建于 1585 年，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学，曾有 6 名诺贝尔奖

获得者来自该校。该校商学院拥有创新创业、金融、市场营销等优势学科。著名

经济学家、创新理论提出者熊彼特也曾在该校执教并担任商学院院长。访问格拉

茨大学时，白长虹院长与该校商学院院长 Thomas 教授进行了亲切会谈，就开展

师生交流、合作科研交换了意见。白长虹介绍了南开商学院近年来的发展，希望

此次访问能够加深两院合作，重点在师生交流与创新创业领域开创多模式合作。 

11 月 14 日至 16 日，代表团访问诺欧商学院，双方围绕电子商务双学位项

目、联合研究进行了磋商。诺欧商学院院长 Delphine Manceau 女士对南开商学院

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她说，两院合作时间虽短，但是在学位项目、联合

研究中心等工作卓有成效。白长虹院长也希望借此次来访，能够加深了解，拓宽

合作领域，加快合作步伐。访问期间，两院还举行了联合研究中心签约及揭牌仪

式。白长虹院长在两院合作举办的主题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全球经济格局”

的国际交流研讨会上发表关于中国商科教育发展历程及创业与企业家精 神的演

讲。 

除此之外，代表团还同我院在两校在读的交换生亲切交流，仔细询问了他们

的生活学习状况，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发扬南开精神，秉持南开风范，好好珍惜

这次交换学习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