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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校区教授访问商学院

4 月 12 日下午，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校区商学院副院长，全球工商管理硕

士班项目主任张志诚教授访问南开大学商学院。商学院院长张玉利，商学院副院

长、MBA中心主任薛有志在 818 会议室会见了客人。张玉利院长首先对客人的

来访表示了诚挚欢迎，介绍了南开商学院师资规模、学科设置以及近期在国际交

流、国际认证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并希望结合双方优势，在国际化办学方面进一

步合作。通过此次会谈，双方就MBA、EMBA合作办学，本科生交换，短期游

学，教师互访等方式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共识。随后，张志

诚教授为MBA学员做了题为“国际商业谈判”的讲座。 

商学院教师发声 2013 年 G20 青年论坛 

2013 年 4 月 17 日至 4 月 21 日，商学院林润辉教授和任兵教授做为南开大

学代表参加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 2013 年 G20 青年论坛，并在会议环节发

表演讲。

会议上，任兵教授在金融与经济论坛的学术交流组演讲了题为“中国地产行

业的企业间网络结构”的论文，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并开展了积极的讨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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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林润辉教授同来自澳大利亚、英国、瑞士等国学者和政府官员参与了 “青

年和教育：未来的挑战”分论坛的讨论，发表了自己对教育和未来青年领袖的精

彩意见。

G20 青年论坛是 2013 年为青年领导者举行的最大型的国际活动，约 600 名

来自全球前两百所最著名高校的参会者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分组讨论 G20 峰会日

程上的全球性问题，会议刊物将送往 20 国集团政府首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等组织。

英国阿什里奇商学院副院长访问商学院

2013 年 4 月 24 日下午，英国阿什里奇商学院（Ashridge Business School）

副院长 Philip Mix 教授一行访问商学院。商学院副院长王永进，EDP 中心执行主

任赵璐老师等在贵宾厅接见了客人。

王永进副院长首先对 Philip Mix 教授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南开商

学院的基本情况。Philip Mix 教授介绍了阿什里奇商学院的基本情况，并表示很

希望与南开商学院建立合作关系。双方就 MBA、EMBA 和企业咨询等方面的合

作进行洽谈，重点在高级管理人员合作培训方面进行了深入了解和沟通，希望在

今后的回访中进一步推动合作的落实。

阿什里奇商学院是世界领先商学院之一，以其量身定制的高级行政管理培训

课程连续两年被《金融时报》评为英国排名第一的商学院。阿什里奇是全球为数

不多的同时获得 AMBA、EQUIS 和 AACSB 三各权威机构认证的商学院。 

国际交流项目新增合作伙伴

2013 年 5 月，商学院与美国犹他谷大学伍德伯里商学院（Woodbury School of 

Business at Utah Valley University）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合作协议，协议内容涉及

学术合作、学生交换和教师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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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院与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续签交换生合作协议。截止目前，

我院已派出 38 名学生前往香港理工大学交换，并已接收 14 名来自香港理工大学

的交换生。 

 

商学院教师在美交流成果丰富 

2012 年 8 月，杨俊副教授以富布赖特驻校访问学者身份（Fulbright 

Scholar-in-Residence）赴美国 IVY 技术学院开展为期 1 学年的讲学和交流活动。

在此期间，杨俊副教授面向 IVY 技术学院学生讲授《商学导论》和《管理学原

理》课程，教学风格和教学内容赢得了学生广泛好评。杨俊副教授帮助学院同事

改革和开发教学大纲，突出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将管理学领域的前沿知识融

合到 IVY 技术学院教学计划当中，多次在其他同事课程中担任客座讲师，向学

生讲授中国相关的商业案例和知识，于 2013 年 5 月荣获 IVY 技术学院“年度学

生最满意教师”称号。  

在访问期间，应埃斯特大学（Universidad del Este）邀请、并受富布赖特项

目短期讲座项目（Occasional Lecture Fund）资助，杨俊副教授于 4 月 23~27 日赴

埃斯特大学开展为期 4 天的短期讲学交流活动。此外，杨俊副教授还参加了多项

学术讲学和交流活动。2012 年 11 月，以教练和裁判身份参加全球创业周 South 

Bend 地区的 Start-up Weekend 活动；2013 年 2 月，面向 IVY 技术学院 Greencastle

校区教工和社区人士做有关中国商业和创业的报告；2013 年 2 月，面向 DePauw 

University 全校学生做了题为“创业精神与价值创造”的主题报告。杨俊副教授

赴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Virginia、South Bend 小企业局和

创新中心等开展交流；承担了邀请著名学者到南开大学商学院出席学术研讨会、

开办博士生讲座等交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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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斯勒理工学院拉里管理与技术学院院长访问我院 

2013 年 5 月 6 日，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拉里管理与技术学院 Thomas M. 

Begley 教授访问南开大学商学院。张玉利院长、崔勋副院长以及 MBA 中心、创

业管理中心教师代表参与双方会谈。 

张玉利院长首先对 Thomas M. Begley 院长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

南开大学以及南开商学院的基本情况。Thomas M. Begley 院长表示对于此次南开

商学院之行期待已久，并对南开商学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会谈期间，双方就

创业管理合作研究、教师和学生交换、MBA 合作办学等事宜进行洽谈。南开大

学商学院和伦斯勒理工学院拉里管理与技术学院在创业管理方面实力雄厚、各具

特色，未来有望联合申请国际合作研究。双方探讨了组织南开商学院 MBA 学生

到拉里管理与技术学院参加海外课堂，邀请拉里管理与技术学院教师来南开商学

院为 MBA 讲学的可能性。 

会谈之前，Thomas M. Begley 院长还为我院研究生带来了题为“美国的大学

创业和技术转移”（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USA）的讲座，受到了在场师生的好评。 

 

日本住友商事代表团来访 

2013 年 5 月 8 日，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社会贡献部主任三浦由美子一行

三人访问我院，院长助理赵伟老师等在贵宾厅接待了客人。双方就 13 年秋季学

期冠名课程事宜进行洽谈。双方达成共识，在原有课程模式的基础上，邀请著名

企业家代表参与到课程中，为南开学子提供与企业家进行交流互动的平台。 

2012 年，天津市外办—南开大学—住友商事冠名课程在梳理完成第一个五

年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续签协议，进入第二个五年合作阶段。13 年课程主题定为

“全球化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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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协会代表团来访 

���� 2013 年 5 月 24 日，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Thomson

先生率该协会代表团一行四人访问商学院。张玉利院长、刘志远副院长，会计系、

MPAcc 中心及 MBA 中心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张玉利院长对客人到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南开历史传统、学院发展和国

际合作等方面的情况。张玉利院长表示会计学科是商学院的优势学科，特别是同

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合作的国际会计专业已有 10 年之久，2012 年国际会计专

业、会计学专业和 MPAcc 项目获得香港会计师公会专业资格课程认证，因此同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合作有良好的基础。Thomson 先生对学院的热情接

待表示感谢，并介绍了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的基本情况，希望今后双方在教育认

证方面加强合作。双方商讨并签署了注册管理会计师奖学金项目合作协议，此后

商学院的学生将有机会获得免考试费、注册费、会员费等方面的奖励。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Th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简称 IMA)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国际管理会计师组织，成立于 1919 年，在全球拥有超过 65000

名会员。IMA 一直致力于支持企业内部的财会专业人士推动企业的整体绩效和

表现。2005 年，国家外国专家局通过海外引智工程将 IMA 课程和认证体系引入

中国，为推动中国企业升级、改制、转型和海外发展培养高层次财经专业管理人

才。  

 

商学院再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GMEP 访学团 

2013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12 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分校商学院的 19

名师生来到南开大学商学院，参加了由我院举办的全球教育管理项目（GMEP），

这也是双方在全球教育管理项目上进行的连续第六年的合作。 

全球管理教育项目工作小组针对此次访学团成员的专业特点，邀请了我院 8

位优秀青年教师为他们开展了 8 次英文讲座，讲座内容涉及中国经济概况、中国

市场和营销策略、中国企业领导力、跨文化商务沟通等。同时结合这些课程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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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安排了天津空客、天士力集团、王朝集团、力神电池等多家世界著名企业及

天津当地知名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座谈。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活动，使同学们对中

国企业发展和管理概况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全球管理教育项目在为访学团成员提供专业管理知识之余，还安排他们到天

津规划展览馆、天津博物馆等地进行参观，积极创造条件，帮助他们了解天津地

域特色，融入当地文化。      

此外，全球管理教育项目也为我院学生与美国学生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平台。

项目为学生们安排了剪纸、唱歌以及体育活动，使中外学生能够在活动中增进了

解，建立友谊，加深对彼此国家文化的了解。 

十几天的交流学习充实而又富有“中国”特色。对于此次南开大学商学院全球

管理教育项目之旅，学生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热爱和满意。离开之际，他们依依

不舍，并表示有机会还要回到中国。 

 

Garry Bruton 教授受聘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6 月 13 日，美国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商学院的创业学教授 Garry Bruton 受

聘南开大学客座教授。致聘仪式由商学院党委书记孙跃主持，朱光磊副校长向他

致聘书和佩戴校徽。 

朱光磊对 Garry Bruton 教授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祝贺，他说此次受聘将对我

校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特别是对商学院创业管理水平的提升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期望 Garry Bruton 教授能够为商学院创业管理发展献计指导，为南开大学

的学科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并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深化合作。 

Garry Bruton 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新兴经济背景下的创业问题，长期致力

于中国创业问题的研究，在 Academic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等国际权威管理杂志以及创业领域

权威杂志发表 70 余篇学术论文，研究成果被广泛引用、转载，在管理和创业领

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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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赴台交流访问团取得圆满成功 

  2013 年 6 月 14—21 日，由商学院党委书记孙跃任团长，七位不同专业教

授组成的赴台交流访问团访台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出访由在台的我院校友提供资

助并负责全程安排，在台访问团老师期间与近 40 名校友会面并进行交流。6 月

18 日和 21 日分别在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和东吴大学商学院进行学术交

流，就院际间进一步合作达成意向。  

 

全球专家齐聚南开“把脉”中国创业与创新 

���6 月 21 日至 6 月 22 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大力支持的，南开大学商

学院和南开大学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协同创新中心和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创业与中小企业专业委员会合作举办的“全球化背景下的

创业研究：理论和实证进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商学院隆重召开。来自

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

学、美国密苏里大学、加拿大布鲁克大学、英国阿斯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

国内著名高校的 200 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南开，围绕中国创业问题与理论探索、创

业者素质提炼与队伍建设、创业环境评价与建设、创业企业国际化战略与海外市

场开拓等议题开展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本届会议突出了国际研究前沿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特色，邀请站在创业

和创新研究领域前沿的海外知名学者、尤其是长期研究中国创业和创新问题的海

外著名学者以及国内创业和创新领域的著名学者与青年学者与会，围绕“中国创

业活动面临的实践难题与未来研究”、“创业研究前沿与趋势”、“创业教育和

创业环境建设”、“创业者素质挖掘和培育”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交流，在基

于中国实践的创业研究、尤其是面向创业者队伍结构优化和创业企业管理等领域

分享智慧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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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商务研究工作坊”圆满结束 

����6 月 27 日，为期四天的“商务研究工作坊”圆满结束，天津市“千人计划”

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密苏里大学市场营销系邹绍明教授讲

授了结构方程模型在商务研究中的运用，商学院青年教师与博士生共 40 多人参

加了此次工作坊。 

      在工作坊期间，邹教授系统讲解了 SEM 研究方法的基本原理及精神，介绍

了 EQS 软件的应用及具体操作。邹教授无偿提供了分析使用的软件及数据，对

理论模型构建、数据处理、模型拟合及调试、报表解读、文献阅读等内容进行了

详细的讲解。工作坊的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干中学”的思路，邹教授带领学员

完成每一个步骤的软件操作并进行耐心细致的指导。 

      研究工作坊得到了参与师生的一致好评，学员们分享了四天来参加工作坊的

感悟和体会。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工作坊的学习收获非常大，邹教授讲授的内容

理论联系实际，不仅让大家理解了 SEM 方法的基本原理，也让大家掌握了 EQS

的具体操作，能够对未来的研究和学习带来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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