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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同美国犹他大学商学院启动本硕联合培养项目 

近日，根据南开大学同美国犹他大学签署的校际合作协议精神，我院与该校

商学院就双方开展“3+X”本硕联合培养项目经反复磋商并达成共识，拟在 2017

年秋季正式启动。 

据介绍，南开大学商学院—美国犹他大学商学院 3+X 本硕学位联合培养项

目面向商学院优秀本科学生，采用 3+X 本硕联合培养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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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内在完成南开大学商学院本科毕业所需学分（毕业

论文、教学实践除外），可申请犹他大学商学院硕士项目，学习完成后将获得犹

他大学颁发的管理硕士学位，同时本科论文答辩通过，将获得南开大学本科学位。

针对参加该项目的学生，犹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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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学生培养途径，在不断

增加学生交换学习机会同时，积极开拓 3+X 的本硕联合培养项目，除了同英国

萨里大学和犹他大学的合作，同美国罗格斯大学 3+X 本硕联合培养项目也进展

顺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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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东吴大学师生代表团访问我院 

 4 月 12 日，由阮金祥老师、吴吉政老师、林建州老师带队的台湾东吴大学

总计 35 位硕士研究生来我院进行交流访问，这是我院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接

待东吴大学的师生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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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琳副院长会见了东吴大学师生，表示热烈欢迎。企业管理系系主任杨坤

老师介绍了天津、南开大学和商学院的发展情况。 

随后，东吴大学的师生们又参观了校园，并在企业管理系杨坤、周建老师的

带领下，参访了天津著名企业天士力。周建老师与天士力的接待人员一起介绍了

大陆国营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东吴师生对以天士力为代表的大陆企业近些年

取得的飞速发展都表示惊讶和钦佩，通过参访也了解到了大陆企业独特的发展环

境和发展历程，对未来两岸的经济合作也都充满了期待。 

 

韩国启明大学教师代表团访问我院 

 2017 年 4 月 19 日至 22 日，韩国启明大学教师代表团一行 5 人访问我院，并

与企业管理系一起组织了南开——启明中•韩管理与经济学术交流会议。会议由

企业管理系杨坤主任主持，商学院副院长李月琳教授和启明大学经营学院院长李

枝雨教授分别致辞。双方就中韩之间的经营管理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学术交

流。 

 4 月 20 日，商学院院长张玉利教授会见了来自韩国启明大学的李枝雨教授、

郑渊浩教授、孙爀教授、金阳锡教授和金大元教授一行 5 人。出席会见的有商学

院副院长李月琳教授，企业管理系主任杨坤副教授，企业管理系申光龙教授。会

后双方合影留念。 

 在本次交流活动中，双方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展开热烈讨论，广泛地交换了意

见，达成了多方面的共识和认同。会议中，与会专家对发表的学术成果进行了充

分的探讨，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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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闭幕式上，管理系杨坤主任与李枝雨教授签署了《第 14 届南开——启明

中•韩管理与经济学术 j 交流活动协议书》。双方约定，下一次活动将于明年 4 月

份在韩国启明大学举办。 

 

犹他大学商学院代表团访问促合作 

4 月 27 日至 28 日，美国犹他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Mark Parker 及金融硕士项目

主任 Danny Wall 一行受邀访问我院，张玉利院长、李月琳副院长、张继勋副院

长、林润辉副院长分别会见了来宾并参加了相关座谈。 

张玉利院长对犹他客人的到访表示诚挚的欢迎并对去年年底南开商学院代

表团访问犹他大学时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张玉利院长指出南开同犹他的合作可

以追溯到 30 年前，此后双方互动不断，交流成果丰富，特别是 2016 年两校签署

了学生全面合作协议，商学院作为首批参与院系，将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积极

推进落实 3+X 项目，力争 2018 年项目顺利开展。Mark Parker 院长则表示非常荣

幸再次访问南开，犹他商学院非常重视同南开商学院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合作。

双方经磋商确定除了开展 3+X 项目，还将实现师生交流常态化，在未来将定期

举办学术交流会，互派教师参与教学与科研活动，举办暑期语言与专业课训练营。 

       此外，Mark Parker 副院长一行还与我院 MBA、EXED 中心相关负责人进行

了专场座谈，就 MBA、EMBA 的海外课堂、师资交流、EXED 课程设计等问题

展开了深入讨论，初步商定了一些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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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中午，Mark Parker 副院长一行还参加了南开-犹他 3+X 项目的说明会，

同学生们面对面交流，介绍了犹他大学的基本情况以及 3+X 项目，并就学生提

出的一系列问题做了详细回答。 

       犹他大学坐落于美国犹他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盐湖城，是美国犹他州高等

教育的旗舰型学校，也是一所享誉世界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其拥有来自全世界 109

个国家的 35,000 多名学生，设有 72 个专业和 90 个以上研究学科，其金融学科居

于全美第八，会计学科居于全美第 25，属于全美优势学科突出，实力雄厚的商学

院。 

 

台湾东吴大学苏雄义教授应邀来访商学院并举行系列讲座 

 4 月 24 日至 5 月 7 日，应南开大学商学院邀请，物流与供应链知名专家、台

湾东吴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苏雄义教授前来商学院，为我院师生带来四场关于

物流与供应链的精彩讲座。 

 4 月 24 日上午，苏教授为工商管理英文班的同学带来一场关于协同创新的

英文讲座。4 月 26 日晚上，苏教授为商院本科生带来主题为“中国物流配送与国

外比较-原理分析及科技”的讲座。4 月 27 日，苏教授与数十位博士生展开关于

管理研究方法的研讨会。5 月 5 日下午，苏教授为商院本科生带来以“第三方物

流业创新管理: 理论与案例研讨”为主题的讲座。在讲座上，苏教授常以案例为

入口进行解剖分析，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地为同学们讲解最前沿的供应链与物流

理论。讲座期间，同学们聚精会神，积极参与思考与讨论；讲座后，同学们积极

向苏教授请教提问，苏教授热情解答，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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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苏教授与同学们在生活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访问期间，

苏教授多次与学生共进午餐与晚餐，就学生们感兴趣的问题一一做出回答与讲解，

其平易近人的性格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雄义教授凭借独到的研究视角、

清晰的讲解思路与深厚的学术功底为我院师生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树立了良好

的楷模形象。 

      苏雄义，台湾东吴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学系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管理科学

博士，研究方向：供应链管理、物流与运营管理、管理科学、商务流程管理，致

力于物流现代化及产业供应链升级之各项推广与研究发展。学术兼职包括：东吴

大学企业管理学系供应链与物流管理研究室召集人、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 & Logistics Management 亚洲区编审 (SSCI 国际学术期刊)、

Transportation Journal 亚洲区编审 (SSCI 国际学术期刊)、台湾经济研究院流通及

物流产业顾问、台湾全球运筹发展协会常务理事 (GLCT)等。出版《全球运筹国

际物流管理》、《物流与运筹管理：供应链管理的基础》、《供应链管理：原理、

程序与实务》专著三部，在 SSCI/SCI 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多次

参与国际知名管理顾问公司项目，并开发物流专业软件，承担过多项研究计划。 

 

芝加哥大学奚恺元教授应邀来访商学院并举行讲座 

5 月 19 日，应南开大学商学院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 Booth 商学院市场营销

系与行为科学系奚恺元教授来我院进行了关于“curiosity”的学术讲座。讲座于当

天下午 1 点 30 分准时开始，由我院市场营销系郑晓莹老师主持。参与讲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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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包括来自我院不同系所、天津各高校、北京高校和研究所的近百名老师和同学

们。 

奚恺元教授以生动的例子、幽默的语言、风趣的讲授风格与在场的师生们分

享了他近期发表或正在进行中的三个有关“好奇心”的研究。奚教授指出，“好

奇心”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但相关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他通过自己的一

系列实验揭示了“好奇心”对营销、管理以及人类幸福感的影响。在场的同学和

老师都聚精会神、积极互动，赞叹奚恺元教授精细巧妙的实验设计与研究构思。

讲座最后，奚恺元耐心回答了台下老师和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并对他们的研究提

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奚恺元教授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和行为科学系的

Theodore O. Yntima 讲席教授。1993 年获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而后在芝加

哥大学商学院任教。2000 年评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正教授，2004 年被授予

Theodore O. Yntema 教席教授(Chair Professor)席位。奚恺元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

包括人的判断与行为决策、幸福感等，在心理学、营销学等领域的顶尖期刊发表

近百篇论文。他曾获 Society for Consumer Psychology (SCP) Distinguished Scientist 

Award，Association of Consumer Research (ACR) Nicosia Best Competitive Paper Award，

McKinsey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Teaching，Phoenix Award 等诸多荣誉。 

 

 

 



                                                     对外合作与交流简讯 

第 2期 

2017年 4月—6月 

对外合作与交流办公室编制 

 7 

国际学者受邀南开商学院财务金融论坛并分享其研究成果 

由商学院财务管理系主办的第 71、72 期“公司财务与金融市场学术论坛”

分别于 5 月 24 日和 26 日进行了两场报告。论坛邀请到了两位来自美国的学者。

其中，Ghon Rhee 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 Shidler 商学院的杰出金融学教授，曾任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创始编辑，在 Journal of Finance 等英文顶尖杂志发表

数十篇论文。另一位学者 Mark H. Liu （刘焕良）现为美国肯塔基大学 Gatton 商

学院的金融学副教授、金融专业硕士(MSF)项目负责人，曾在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等英文顶尖杂志上发表十数篇论文。两位学者分别报告了他们的最新

研究成果。 

第 71 期论坛由 Ghon Rhee 教授进行报告。报告题目是 Nonparametric 

Momentum Strategies（非参数动量投资策略）。Rhee 教授及其合作者发现当前尚

未有学者采用非参数方法（如排序、符号等方法）进行动量投资策略的研究，他

们试图弥补这一研究空白。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参数方法的 Jegadeesh and Titman 

(1993)的价格动量和 George and Hwang (2004)的 52 周高动量，基于排序的非参数

方法所构建的动量投资组合具有更高的业绩，并且没有出现长期反转。他们认为

这一结果可通过凸显(Salience)假说和套利限制来进行解释。 

与会师生对 Rhee 教授的研究深感兴趣，在报告过程中进行了多次提问。提

问的问题涉及：有效市场假设(EMH)与动量投资策略的关系；风险调整时对 Fama-

French 三因素模型、Carhart 四因素模型、Chen, Roll and Ross 的五因素模型的选

择；交乘项中的连续变量与 0-1变量的不同选择；动量投资组合的不同构建方法；

等。Rhee 教授对这些问题均给予了耐心的回答。整场报告全英文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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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2 期论坛由 Mark Liu 教授进行报告。报告题目是 Corporate Risk-taking in 

Dual-class Firms（二元股权结构公司中的风险承担）。Liu 教授及其合作者发现当

前学者较多的考虑二元股权结构的成本而忽略了二元股权结构的好处，他们试图

弥补这一研究不足。结果发现，实行二元股权结构的公司具有更少的事业部数量、

更高的盈利波动性、更高的事业部之间盈利相关性、更低的销售收入分散化程度，

这表明二元股权结构公司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他们所提供的一种机制是：二元

股权结构公司更倾向于兼并，并且更倾向于非相关的兼并，公司风险由此而增加。 

与会师生对 Liu 教授的研究深感兴趣，在报告过程中进行了多次提问。提问

的问题涉及：阿里巴巴的股权结构；公司风险承担为什么不尝试基于 CAPM 的β

系数估计来衡量；论文所度量的风险到底是什么风险；更少的事业部数量到底体

现了更高的风险承担还是更低的风险承担；股票投资与产业投资之间的风险原理

是否相似；交互效应模型中单变量与交乘项的处理；倾向得分匹配中控制变量的

选择；二元股权结构带来更高的风险承担能否被认为是好处；等。Liu 教授对这

些问题均给予了耐心的回答。 

作为主办方的财务管理系对两位国际学者的莅临非常重视，系主任李莉教授、

副主任齐岳教授在论坛上接见了主讲嘉宾并发表简短讲话，财管系老师覃家琦教

授主持了这两次论坛及相关工作，全系其他老师与学生也都积极参与这两次论坛。

商学院外事办主任杨建梁老师还与 Mark Liu 教授交流了双方在教学、科研、人才

等方面的合作意向，希望今后在金融专业硕士(MSF)及其他方面开展进一步合作。

财务管理系历来注重学术研究能力与研究环境的培养与积累，全系教师的研究领

域集中于公司财务与金融市场，论坛的名称“公司财务与金融市场学术论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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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于此以便完整体现全系教师的研究领域与努力方向。论坛秉承传播思想、分

享人生的精神，坚持学术争鸣、自由开放的政策，力求为财务管理系乃至学院的

全体师生提供良好的思想交流平台和资源共享平台。 

 

英国萨里大学访问促南开-萨里 3+1 本硕项目合作 

2017 年 5 月 26 日，英国萨里大学人文学部副部长 Anita Eves 教授、旅游学

院院长 Caroline Scarles 教授女士以及萨里大学旅游学院外事负责人李刚教授一行

三人到访我院，双方就南开-萨里两校商学院 3+1 本硕学位合作项目的进一步推

进落实进行了进一步交流。 

为了进一步增进我院同学对南开-萨里 3+1 本硕学位项目的了解，萨里教授

们在学院 A602 教室进行了一场 3+1 本硕学位项目说明会。会上 Anita Eves 教授

就萨里大学的基本情况及课程设置、学生培养特色进行了介绍，李刚教授就 3+1

项目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回答了现场同学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 

说明会后，我院张继勋副院长在学院 818 会议室会见了萨里代表团一行，双

方回顾了彼此为 3+1 项目的顺利推进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项目未来发展寄予厚

望，张继勋副院长对李刚博士对项目的各项努力表示感谢，并希望今后两院能开

展更加多元的合作，共同提升两院的国际化水平。 

萨里大学成立于 1891 年，位于英格兰东南的萨里郡吉尔福德。目前该校研

究生与本科生人数共有约 15000 人。萨里大学在英国本土发布的三大大学排名中

都位列前茅。尤其是在英国《卫报》2015 英国大学排名中，萨里大学名列第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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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与萨里大学商学院于 2015 年 3 月份签署了《南开大学商学院与萨里大学商

经法学部合作备忘录》。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申请该项目的学生须在前 6 个学期

修满南开大学教学计划规定的(除毕业论文外的)全部学分，并且达到萨里大学对

研究生入学英语和学分绩的要求，于第 7、8 学期赴萨里大学开展研究生学习，

修满全部学分并通过萨里和南开两校对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即可获得萨

里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南开大学的学士学位。目前，已经有 5 名同学通过层层筛选

参加到该项目中来，赴英国进行为期一年的硕士课程学习。 

 

谭劲松教授受聘南开大学讲座教授并做学术报告 

6 月 6 日，谭劲松南开大学讲座教授致聘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我院 A602 教

室举行。致聘仪式暨学术报告会由张玉利院长主持，相关系所教师、学生到场并

聆听了谭教授的精彩报告。 

此次报告题为《沿着洛克的足迹—云南少数民族间交易模式的研究》，是谭

劲松教授结合自己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田野调查的结果所做的一篇调查报告。在

深入滇西少数民族藏族、纳西族、僳僳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三个

民族之间存在的交易依附行为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交易模式形成的原因、影响因

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论证。该报告结合了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视

角，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和学术前瞻性。 

报告会上，谭教授还结合此次调研、写作的曲折经历与大家分享学术创作的

心路历程和科研心得，认为很多研究都要经过时间的长期打磨以及个人灵感的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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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勉励有志于从事科研工作的同学们要在研究中不怕困难，矢志不渝，才能有

所成就。 

报告引起在场同学的一致共鸣， 报告会后，谭劲松教授还耐心回答了在场

同学的一系列问题。会后张玉利院长代表学校向谭劲松教授颁发了南开大学讲座

教授聘书及南开大学校徽，并欢迎谭教授为我院多做贡献。 

 谭劲松博士是加拿大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终身正教授及纽蒙特企业捐赠

战略讲席教授。他曾担任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墨西哥，香港，

台湾等国和地区若干著名大学以及中国大陆主要著名高校的访问教授，并作为美

国富布莱特杰出教授在中国工作一年。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战略管理，创业与创

新，企业社会责任等。他曾担任若干个国际组织和政府的顾问，并为不少公司做

战略咨询和培训。 

 

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访问我院 

2017 年 6 月 13 日上午，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商学

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Ian Wooton 先生到访我院，李月琳副院长在 818 会议室

会见了来宾，就两院所关心的合作意向进行了深入交流。 

李月琳对于 Ian Wooton 教授访问我院表示诚挚的欢迎，并就双方感兴趣的

学生交换、教师互访、以及本硕 3+1、4+1 合作办学，硕士 1+1 合作办学等进行

了细致的探讨，双方一致认为，两院存在着广阔的合作前景，在很多方向可以开

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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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是一所位于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建

于 1796 年，是格拉斯哥第二古老的大学。2016 年该校商学院获选年度最佳商学

院。 

2016 年 9 月，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代表团访问南开，校长吉姆•麦克唐纳德

爵士受聘为南开大学客座教授，期间同商学院代表讨论合作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