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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友商事顾问针原寿朗先生主讲冠名课程 

10 月 24 日，天津市外办-南开大学-住友商事冠名课程荣幸邀请到日本农林

水产省前审议官、住友商事株式会社顾问针原寿朗先生为南开学子主讲《关于粮

食问题—全球粮食及农业现状及日本农业行政改革的推进》一讲。讲座前，商学

院院长张玉利还在学院贵宾厅会见了针原顾问一行，张玉利院长回顾了我院与住

友商事多年来的合作历程，对住友商事多年来热衷社会公益，践行社会责任的做

法予以高度评价，并希望未来双方能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针原顾问曾经任职日本农林水产省 35 年，后期主要负责日本对外的贸易政

策制订、谈判，对于全球农业乃至日本粮食政策有很多宏观且独到的见解。针原

顾问首先论述了全球主要的几个粮食方面的突出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

占有的粮食多寡不均；未来全世界粮食增长是否能应对未来人口增长；世界范围

内严重的粮食浪费问题。引发了大家对于粮食这样一个普通却最重要的问题的关

注。 

针原顾问强调，食品关乎人的生命，关乎人的健康，因而粮食是事关人类整

体战略资源。农业也是事关重大，世界各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各有侧重，但是农

产品贸易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而且今后还将逐渐增长。在农业领域，农业技术的

不断进步对于我们饮食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冲击、转基因技术对于人类健康影响的

争议以及人们开始对于健康饮食关注等将影响和决定着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针

原还结合日本的案例，指出未来农业需要通过扩大规模，开拓海外市场，同时改

革农业合作组织等措施来获得发展。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踊跃提问，针原顾问就同学们提出的农业转基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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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产品海外市场的开拓以及农业技术的输出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回答，现场

座无虚席，互动气氛热烈，同学们对针原顾问的讲解时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本次讲座是 2016 年度天津市外办-南开大学-住友商事冠名课程的第五讲。作

为日本企业住友商事践行社会责任的重大举措，同时又是名家串讲的本科教学创

新试点，自 2009 年开办的住友冠名课程至今已经顺利举办了 8 年，每年分别邀

请十余位中外管理学界名师，企业高管等为南开本科生授课，大二大三的南开学

子可以通过学校选课系统选修该 E 类课程；同时，课程还采取开放课堂的形式，

多年来不仅有很多其他学院的学生前来旁听，很多校内外教师、MBA、博士生甚

至社会人员也纷纷前来听课，冠名课程牵手名家，回馈社会，多年来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反响。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Jeffrey Reuer 教授短期访学 

2016 年 10 月 24 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 

Boulder) Jeffrey Reuer 教授对南开大学商学院进行了短期访学，并为学院相关专业

的同学做了关于“公司战略联盟前沿讲座及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的专题讲座。受

到学院师生好评。 

Jeffrey Reuer 教授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Guggenheim Endowed Chair and 

Professor of Strategy and Entrepreneurship，并是战略联盟、兼并和公司治理研究领

域的国际知名学者。他在 Organization Scie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等学术刊物发

表论文几十篇，并多次获得学术奖项。他是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的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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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的咨询主编。曾是 Academy of 

Management 会议战略管理分会的主席。 

 

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常务执行董事做客南开冠名课程 

2016 年 11 月 7 日，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常务执行董事田渕正朗先生做客

南开大学商学院，并受邀主讲天津市外办-南开大学-住友商事冠名课程。 

田渕正朗先生在日本住友商事任职 40 年，为住友商事的成长和发展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多年的企业高管工作经历使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很多深刻且独

到的见解。此次主讲《分散与统合：为什么现在需要开展企业的协作》一课，即

是其结合多年来在住友商事工作的心得分享。田渕先生首先简单回顾了天津市外

办-南开大学-住友商事冠名课程十年来合作的历程，并简单介绍了住友集团以及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的历史，指出，企业要想实现发展，必须要顺应时代的背景和

要求，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企业要顺应不同国家、不同文

化、不同习惯，对于企业在世界各地开展我们的商务活动、不断发展壮大十分重

要。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针对讲座提出了关于日本企业家精神、企业跨地区、跨

部门之间的统合、日本的少子老龄化、住友企业在转型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等等一

系列问题，田渕正朗先生对于这些问题一一作出了详细解答，受到现场同学的一

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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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代表团访问犹他大学 

日前，商学院副院长李月琳教授应邀率代表团赴美国犹他大学商学院访问，

主要围绕开展 3+N 本硕联合培养、学生与教师交流等合作项目进行洽谈。美国

犹他大学商学院院长 Taylor Randall、副院长 Mark Parker 及该校孔子学院院长吴

伏生等参加相关访问活动。 

在为期 2 天的访问活动中，代表团先后同犹他大学商学院会计、金融、信息

系统、商务分析、MBA、健康管理硕士项目负责人及管理团队进行了洽谈，双方

就在上述若干项目开展 3+N 本硕联合培养的细节问题及暑期项目进行了深入探

讨并达成初步共识，双方希望以两校合作协议为契机，加快合作步伐，争取早日

有南开学子在犹他大学学习。 

访问期间，犹他大学商学院还专门为代表团安排了学术研究交流会，我院姚

颐、牛建波、李圭泉三位老师分别做了研究报告，该学院部分系主任和博士生参

加了交流会。会上讨论热烈，交流深入，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代表团还在该校创

业中心负责人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学校中心位置的创业中心（Lassonde Studios），

该中心已成功运作了 14 年，主要支持创业的实践项目，已孕育了 300 多家企业，

在全美 2000 家类似的创业中心项目中排名第 15。 

犹他大学商学院泰勒院长在会见南开商学院代表团的时候表示，非常欢迎大

家到犹他来访问并对于代表团高效且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钦佩。他曾先后两次访

问南开及商学院，对优美的校园和高素质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非常欢

迎南开的教师和学生来犹他交流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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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他大学访问期间，代表团还专门对犹他大学商学院的办公、教学设施，

行政设置进行了一系列深入考察和调研，汲取先进做法，为进一步创新工作理念，

拓展工作思路，提升工作水平提供有益借鉴。 

犹他大学始建于 1850 年，是美国知名的公立综合性大学，也是犹他州和美

国中西部的著名高校，建校以来共培养出 5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据悉，犹他 3+N

项目是商学院继同英国萨里大学合作开展的第二个类似本硕联合培养项目。 

 

ASIS&T 主席 Lynn S. Connaway 博士访问南开 

11 月 29 日，应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之邀，ASIS&T（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会）主席 Lynn S. Connaway 博士访问南开，并在南开大学举办“ASIS&T

主席与您相约南开”（Meeting ASIS&T President at Nankai University）专场讲座及

学术交流活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河

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院校师生，以及 Journal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期刊编辑共计 100 余人出席该活动。 

此次系列活动包括专家报告、青年学者报告、学会宣介和学生报告四个版块。

其中，上午活动包括专家报告和青年学者报告两个版块。在专家报告版块，

Connaway 博士分享了题为“Visitors and Residents: The Hows and Whys of 

Engagement with Technology”的专题研究成果，用翔实的数据分析了社交媒体环

境下两类不同角色的信息行为特征。现场师生就该报告内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与会者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及实践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青年学者报告版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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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大学的 5 位青年学者汇报了各自的研究进展，与会

专家与之开展了深入的探讨。 

Lynn S. Connaway 博士此次来访南开，对于推进我校图书情报档案、信息管

理等有关学科进一步参与国际学术组织及相关活动，提升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具有

重要意义。 

ASIS&T（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会），成立于 1937 年，历经美国文献学会（American Documentation Institute）、

美国信息科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和美国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更名，是目

前图书馆情报学、信息技术、信息管理等领域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组织之

一。学会下设 15 个特别兴趣小组（SIG）、13 个区域分会和 39 个学生分会，其

会员遍布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有 JASIST、Bulletin of the ASIS&T 等专业

刊物，每年举办年度大会及相关主题峰会。 

 

商学院获南开大学 2016 年英文网站建设先进单位特等奖 

 为推动提升我校英文网站建设水平，进一步扩大海外影响力，学校举行了

2016 年南开大学英文网站建设评比活动。11 月 22 日，学校在八里台校区服务楼

召开 2016 年英文网站建设总结会，决定对商学院等 23 个英文网站建设先进单位

进行表彰。校长龚克、副校长严纯华、校长助理张力出席总结会。会议由严纯华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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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表示，英文网站是“小窗口”，也是“大平台”，是学校国际化建设的

重要“抓手”。接下来，各学院、各部门要不断增强国际思维能力、信息采集传

播能力、英文表达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推动英文

网站建设进程。 

会上，张力宣读了《南开大学关于表彰英文网站先进单位的决定》；国际学

术交流处负责人介绍了英文网站建设情况及 2016 年度全校英文网页评比情况；

英文网站评审小组代表介绍了全校各个专业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英文网页建设

情况；商学院、化学学院、社科处 3 个获奖单位的代表分享了网站建设经验。 

据了解，作为学校学术科研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的国际窗口，学校高度重视

英文网站建设工作并发布了《关于加强南开大学英文网站建设工作的通知》。学

校将根据此次评审结果，授予获奖单位英文网站建设经费，以支持各学院和机关

职能部门的英文网站建设。 

 

赵启正做客住友冠名课程 

12 月 5 日晚，商学院小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天津市外办-南开大学-住友商

事”冠名课程邀请到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

士生导师赵启正教授，为同学们主讲题为《提高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的课

程讲座，这是 2016 年度“天津市外办-南开大学-住友商事”冠名课程系列讲座中

的第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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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教授曾先后任职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

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发言人等，多年来，对

于树立和对外展示中国文化自信这一问题有着深刻体会和独到见解。赵教授指出，

伴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提升，西方媒体利用自己的垄断话语权宣扬“中国威胁论”、

试图妖魔化中国的倾向也相应增强，与此同时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却没有完全跟

上国内外迅速变化的形势需要，常常不能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一些国内通用

的政治术语、宣传模式不但令外国人费解，甚至一再加深文化误解。事实上，在

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他们遭遇的不仅仅是市

场竞争，还有更大的源于文化误解等的政治风险。故中国企业要顺畅地走出去，

中国文化也就必须能更好地走出去。这就需要我们依托生动形象的“中国故事”

做好文化沟通，尤其需要讲好今时今日的“中国故事”，让西方理解中国，让世

界理解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合作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友好宽松的外

部环境。 

赵教授认为，中国故事是“和”（Hehism）的故事，“和”是我们文化向外

传播的最核心内涵和最形象的符号。他动情的说，“文化于人如影随形，人到哪

里，文化就到哪里。中国是一部有着十三亿页码的读本，每个人都有责任书写好

自己的一页。在公共外交的时代，中国的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个人

都承担着对外文化沟通，塑造中国形象的使命。” 

在讲座结尾部分，赵教授与在场同学进行了互动，认真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

一系列问题。同学们对赵教授风趣幽默的讲演一再报以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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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开始前，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张玉利在学院贵宾厅会见了赵启正教授。

张玉利院长向赵教授介绍了商学院的创新发展以及冠名课程项目十年运作的情

况，对赵教授到访商学院并开展课程讲座表示欢迎和感谢。冠名课程负责人赵伟

老师参加了会见并主持了本次课程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