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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

于晓宇副教授获得2014年度第20届“曙光计划”立项资助

林贵华教授指导博士生获得2014年度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美国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商学院MBA师生来我院访问交流

英国北安普敦大学商学院Andrew Gough教授来访我院

一次调研/一次感恩/一段影像/一次宣讲……

捷报频传

学术交流

精彩假期

管理学院成功举办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预审会

管理学院全院大会顺利召开

管理学院春季学期研究生首日教育顺利举行

管理学院2015年第二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管理学院2015年第三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管理学院2015年第一次院务会议纪要



热点新闻
我院成功举办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预审会 

       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作在即，为进一步提高申报书撰写质量、提高中标
率，2015年3月1日，我院在420会议室组织召开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预审会，邀请
多位相关学科专家对我院教师准备递交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书进行了预评审。

     本次基金预审会从校外邀请了三位国家杰青项目获得者（上海
交通大学曾赛星教授、同济大学张小宁教授、华东理工大学马铁驹
教授）对我院教师的申请书进行了预评审。三位评审专家通过与我
院教师面对面的交流，对申报的内容、创新性、技术路线、标书规
范性书写及申报技巧等进行了认真细致、面对面的点评，提出了具
体修改建议。
       此次是我院第六次组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院内评审会，也是继
上月召开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经验分享会后，我院再

次为准备申报本年度国家自科基
金的教师创造的好的申报环境。
通过本次自然科学基金预审会与
专家的面对面交流，与会的申请
人普遍感到收获很大，这也必将
提高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
请质量。
       预祝我院老师在今年的国家
自科基金申请中再次取得好成
绩！  



热点新闻
管理学院全院大会顺利召开

案例”）、人才入选情况（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方面有所突破。
面对管理领域激烈的竞争态势，结合学校下达的科研任务指标，镇璐副院长对下阶段的科研工作
进行了布置。
      党委副书记朱宏涛从“关注”、“理念”、“举措”三方面就2015年度学生工作作交流。对
学生基本情况介绍后，朱宏涛副书记着重介绍了学院以“学院资源”、“校内资源”、“校外资
源”、“网络资源”为“四横”，以“上海大学党建基地”、“上海市大学生生涯工作室”、
“管理学院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管理学院学生联合工作委员会”为“四纵”的人才培养“四
横四纵”十六宫图。2015年学院学生工作将重点推进党建基地的考核工作、推动“营造创业氛围、
培养创业能力、培育创业种子”、深化上海市学生生涯教育工作室建设和推进学生民主管理工作。
       尤建新院长在总结时指出，经过三年努力，学院目前已经处于发展的新高度，面对新的问题
与挑战，学院更应该脚踏实地高水平科研、高水平办学，大家都要亮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在学习
兄弟学院长处的同时，配置好自身资源，发挥好自身优势，一定能够在2015年取得更好的成果。 

      2015年3月20日下午，我院在新学期第一个工作日召开全院大会。会议由党委书记
樊春妹主持，约125名教职工出席会议。许学国副院长、镇璐副院长、朱宏涛副书记分别
围绕2014年已经完成以及2015年持续开展的教学、科研、学生工作进行总结汇报与工作
部署。
     分管教学工作的许学国副院长从“教育部本科教育合格评估”、“研究生推免与接
收”、“研究生奖学金评定与发放”、“专业学位点预评估与规划”、“专业学位实践
基地评估”、“培养方案修订”、“BBA项目申报”、“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
“招生与分流”等回顾2014年教学工作，并布置2015年各项教学工作任务。重申骨干教
师教学激励计划所提倡的“规范教师行为、提升教学水平、回归教育本源”的教学精神。
        分管科研工作的镇璐副院长对学院在2014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进行了介绍，2014年全院发表论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总数128
篇、立项纵向课题31项、项目经费928万，并在高水平论文发表（A1论文1篇）、获奖情况（上海市教学成果奖、全国“百篇优秀管理       



热点新闻
管理学院春季学期研究生首日教育顺利举行 

 

        2015年3月22日，管理学院春季学期研究生首日教育在DJ204教室举行。为响应党

委研究生工作部提出的 “把爱带回家”寒假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增强研究生的社会责任

感，进一步提高班级凝聚力，营造积极向上的学术研讨氛围和学院文化环境，本次首日

教育围绕党员教育和汇报“把爱带回家”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两方面展开，由研究生

党总支副书记刘桂村同学主持，研究生专职委员吴琼老师出席了本次活动。

      首日教育开始，吴琼老师代表学院对大家平安返校表示热烈欢迎，并再次强调假期

回家的安全问题，以“外滩踩踏事件”为例来警醒大家。吴琼老师也表明 “把爱带回

家”、“七个一”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是一次有意义、别出心裁的寒假项目，可以让同

学们更加贴近生活。从寒假前的报名选拔情况来看，每个支部都展现了极大的热情，积

极参与其中。报选名单中尤以走访家乡企业、记录家乡风景最受同学欢迎。讲话最后，

吴琼老师也表示了对此次成果汇报的期待。

      此次成果汇报的作品，是各支部提前在本支部内部进行过评比，推选出的优秀作品，

每个支部十分钟时间轮流汇报。汇报过程缤彩纷呈，各支部作品也都风格迥异，各有千

秋，充分展示了研究生同学独立自主的性格特点以及赋予创造力的思维模式。

      大地回春，万物复苏，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此次首日教育为同学们开启了一个崭

新，韵味十足的篇章，相信在场的研究生同学都能从这次的成果汇报中体味到青春洋溢、

朝气蓬勃的劲头，明白正青春的我们无可不能，在新的学期崭新的生活中卯足劲头、蓄

势待发！



热点新闻
管理学院2015年第二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2015年2月9日下午2:30，管理学院2015年第二次党政联系会议在延长校区MBA中心401会议室召开，尤建新、樊春妹、

朱宏涛、李怀勇、许学国、镇璐出席会议，会议由尤建新院长主持。

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形成的决议包括：

       一、许学国副院长介绍学校大类会议关于我院BBA改革的反馈意见

       会议决定：1、请许学国副院长进一步按照新申请专业的标准补充申报材料，组织相关老师拿出示范性课程教案，开学后

再向学校汇报一次；2、请朱宏涛副书记梳理一下近几年我院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去向，在校友中开展工商管理专业核心课程

满意度调研。2、3月20日上午召开院务扩大会议，明确系正副主任、教学秘书以及专业教师在教学管理中的责任，加强考卷

抽查、听课等环节，做好上课和监考的应急预案。对于做得好的要表扬和奖励，做得不好也要公开批评并惩罚。

       二、许学国副院长汇报学院落实骨干教师激励计划的方案

       会议原则同意方案，请许学国副院长进一步细化落实方案，协同各系、学工口一起推进此项工作。

       三、许学国副院长汇报教学计划修改工作

       会议决定：1、本科生教学计划由各专业主任负责起草，由系主任和副主任讨论共同制定，

BBA的方案由工商系副主任李燚老师负责。2、研究生培养方案改革重点在于课程建设，

尤其是英语课程。3、做好准备冲击2016年教学成果奖。

       四、镇璐副院长汇报学院2015年科研和外事KPI指标相关工作

       五、朱宏涛副书记汇报2015年学生工作总体思路以及配合骨干教师激励计划开展的各项

学生专业竞赛的准备情况

       六、李怀勇副院长汇报2014年度KPI奖励方案

       会议决定：请李怀勇副院长进一步修订方案。 

                                                （朱宏涛 供稿） 



热点新闻
管理学院2015年第三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2015年3月26日上午9:30， 管理学院2015年第三次党政联席会议在学院467会议室召开，尤建新、樊春妹、李怀勇、许学国、朱宏涛、镇璐出席

会议，会议由尤建新院长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形成的决议包括：

       一、许学国副院长汇报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实施进展与新要求

       会议决定：1、提高教师思想认识和学生知晓度，严格按照学校要求，执行“教授上课”、“任课教师坐班答疑”、“课外自修辅导”。2、骨干教

师教学激励计划是教委对学校的一个新考核要求，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要求，学院相应形成奖惩方案，明确“每年度科研、教学考核必须合格”为

履行聘用合同的基本要求，增加为备注条款写入合同。3、27日中午由樊春妹书记、许学国副院长召集各系主任、支部书记、副主任，召开骨干教师教

学激励计划工作推进会。27日下午各系分别召开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专题会议。

       二、4月13日开放日活动安排

       会议决定：1、30分钟学院宣讲，包括院长致辞（5分钟）、各系特色简介（20分钟）、李勤就业情况分享（5分钟）。2、顺应教学改革，调整培

养方案，学院需进一步研究按学科逐步形成“管科”、“工商”两个大平台方案的可行性。3、由许学国副院长与教务处进一步沟通我院在全校理科考生

中放开50-100招生名额的相关事宜。

       三、许学国副院长汇报BBA课程情况

       会议决定：1、明确今年开设BBA课程，由许学国对接教务处协调后续工作。2、在一年级通识课中开设《BBA导论》，引导学生积极参与BBA课程。

       四、外事工作

       会议决定：1、由镇璐副院长负责，统筹学院所有与学生相关的外事项目。2、原则上采用项目化运作方式，由教师专项负责。3、继续推动与日本

立命馆大学的合作。

       五、研究生工作

       1、会计专硕MPAcc招生事宜。

会议决定：（1）对于有一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会计专硕考生，由学生自愿选择周末班（周六周日开课）或日常班（周一至周五），可在复试结束后填选。

（2）原则上会计系任课教师，应遵循学院统一安排，同样完成周末班教学任务。2、各专业研究生复试安排。3、4月13日举行2015年春季研究生毕业

典礼。

       六、学科建设

       会议决定：邀请李友梅副校长对学院学科建设工作进行检查与指导，由镇璐副院长负责准备汇报材料。

（院办沈洁 供稿） 



热点新闻
管理学院2015年第一次院务会议纪要

      2015年3月20日上午9:00， 管理学院2015年第一次院务会议在学院467会议室召开，樊春妹、李怀勇、许学国、朱宏涛、镇璐、徐宗宇、熊励、
范小军、林贵华、马进军、刘鹏、戴书松出席会议，会议由樊春妹书记主持。
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形成的决议包括：
       一、樊春妹书记汇报院级（系级）领导班子调整情况
       会议决定：1、系副主任参照系主任产生程序，于4月15日前完成系领导班子配备工作。2、在党委换届前，各党支部班子于4月底前完成改选
工作。
       二、通报2014年度KPI核心任务完成情况及2015年度KPI核心任务
       会议决定：由学院制定方案，对学院核心任务的完成有贡献的老师针对性地奖励，并明确2015年KPI经费专款专用。
       三、教职工上班首日相关会议安排（3月20日）
       1、13:30召开全院大会，由各分管院长汇报工作。
       2、14:30召开党员大会。
       3、15:00各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对支部书记进行考评。

       四、许学国副院长汇报近期教学工作安排
       1、全日制研究生复试安排：4月2日（管科、信管、工商）、4月3日（会计）。2、研究生培养方案
修订：由系主任牵头，充分发挥新教师在研究生传统课程改革中的作用。3、本科生培养方案修订：增加
高年级研讨课，每个专业不少于2门，培养方案中原有课程作适当调整。4、专业分流：明确专业特色，
宣讲时分享毕业去向、就业情况。5、骨干教师激励计划：推进落实八项内容。6、课内外联动：各系调
动教师参与。
       五、朱宏涛副书记汇报学生工作
       1、专业分流：加强宣传力度和引导手段，本周首日教育启动专业宣讲；整合凝练课内外联动、成
长平台等学生培养资源。2、骨干教师激励计划（学生创新创业方面）：依托相关专业所在系，组织好
“物流大赛”、“电子商务三创赛”、“MPAcc案例大赛”、“创业金点子大赛”、“市场营销大赛”
等。3、学生毕业相关工作：（1）毕业审核（2）就业工作。
       六、镇璐副院长汇报高原学科申报情况

（院办沈洁 供稿） 



林贵华教授指导博士生获得
2014年度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于晓宇副教授获得2014年度第20届“曙光计划”立项资助

捷报频传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近期公布了2014年度第20届“曙光计划”立项名单。经校内、市内两轮答辩

评审，上海35所高校56名学者入选，我院于晓宇副教授申报的《连环创业决策的形成机制研究：创业失败后的职业选择》喜

获立项，同时获得2014年上海市“曙光学者”称号。

   

        2014年度辽宁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日前结束。经学位授予单位推荐、专家评审、

公示，本次共评选出20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以及100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其中，我院管科系林贵华

教授在大连理工大学工作期间指导的博士生郭磊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均衡约束数学规划理论和算法

的若干研究》荣获2014年度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祝贺林贵华教授，同时也期待他能带领我院

研究生继续收获丰硕成果。

向我院林贵华、于晓宇老师表示祝贺！

   “曙光计划”是1995年由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出资并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共同设立

并管理的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计划，旨在培养和造就一批科研创新人才，增强上海市高校

知识创新能力。该计划的申报采取全上海市高校限额申报、同一平台竞争的方式选拔40

岁以下的优秀人才。2014年上海市高校共138人入围上海市教委组织的第20届“曙光计

划”专家答辩评审，最后有56人获得资助，管理类入选学者如下：



学术交流
英国北安普敦大学商学院

Andrew Gough教授来访我院

       2015年3月23日上午，英国皇家化学院院士、北安普顿大学商学院Andrew Gough教授到访我院。尤建新院长、镇
璐副院长以及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卢超老师、费红英老师接待了Andrew Gough教授及北安普顿大学中国办事处工作人员
一行，双方就物流领域的人才培养与产业界需求不匹配的突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结合双方在物流、供应链领域的课
程设置、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方面的特色，对于未来双方在学生联合培养、师生互派交流等意向进行了会谈。
        Andrew Gough教授具有多年的工业研究以及新产品研发方面的经验，曾经在Courage Brewing、DHL、UPS等世
界著名企业集团担任研发经理，负责欧洲、中东与非洲的战略发展主管等要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担任高级运
作管理顾问。曾参与EEC欧盟经济委员会主持的非洲蚊虫疾病控制项目，以及领导ARUP集团在英国、爱尔兰、中东地区
运营管理项目。
       结合自身在产业界的丰富经验和现实观察，Andrew Gough教授在会谈后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从应用物流
角度阐述如何赢取更多市场机遇》的精彩讲座。在当前物流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特别是物流行业所需的高资产投
入、运输设备、资产合理运用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背景下，如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取得市场主导地位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围绕该主题，Gough教授从“潜在外包服
务商的合理选取机制”、“RFI数据要求”、“合同定价机制”、“外包供应商关系
管理”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分享，并耐心地回答了现场师生的提问和困惑。 



学术交流
美国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商学院

MBA师生来我院访问交流

      2015年3月9日，美国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尼利商学院（Neeley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Garry 
D. Bruton（JMS主编、SEJ副主编）、Susan Sledge等与MBA学生
一行19人来我院访问交流。

       我院于晓宇老师、单娟老师等师生陪同TCU师生游览了静美的
假日校园，对各自学校、学院的历史、概况做了介绍，TCU师生重
点分享了尼利商学院MBA、EMBA项目的特点和运营经验，希望和
我院能在科研、学生交流、MBA项目等多个方面开展合作。随后，
单娟老师为TCU师师生做讲座《Doing Business in China》，从中
国商业形态演化、外资企业在华商业战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策略、
中国商业环境当前挑战和机遇等方面对我国商业
生态环境和中外企业策略做了讲解和诠释，
引发MBA学生的热烈讨论，拓展了对中国
商业环境的认识和理解。

      本次访谈交流，简约高效、收获
众多，不但增进了双方的交流，也
为未来在研究、教学等各方面合作
奠定基础。 



精彩假期
一次实践/一次义工/一段感悟/一生缅怀

	

唯有无私的爱才能唤醒这些曾经封闭
的心灵；唯有真才能让曾经被歧视被
遗忘诚的沟通，的智障者敞开心扉，
融入集体、融入社会。

林喜松

张瑜

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都
是有缺陷的。有的人缺陷特别大，因为上帝特
别喜欢她的芬芳。阳光之家的学员就是“最芬
芳的苹果”，是他们让我懂得，原来爱可以这
么简单。 

人喜欢唱歌，想要站上达人秀的舞台；有人有着对知识的渴求，我们戏称他为“学术
帝”；有人缺少一些自信，总是以不会做为借口而不去尝试，我想，我们的目的或者说
是作用，应当就是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梦想，克服自己的弱点，去拥抱更美好的生活吧~ 

——许倡

他们虽然不能准确理解所有游戏，
但他们投入、积极，有的人有幽默
的话语，有的人有甜美的歌声，并
且所有人都有着一颗纯真的心。一
起有过的笑声，临走时的叮嘱，都
让我弥足感动。 

周锦耀

“激扬青春梦，实践我先行”
                                        ——走进海滨阳光之家

活动时间：2015年1月-2015年2月

活动地点：宝山区吴淞街道海滨阳光家

园

活动内容：前往吴淞街道海滨阳光之家，

与学员联谊、一起运动、做手工等活动。

活动对象：吴淞街道海滨阳光家园全体

学员以及上海大学管理学院11级管理科

学类学生党支部成员

志愿者人数：8人



精彩假期
闽南文化重返刺桐乡
          ——走进社区与乡村，服务家乡发展

       社会实践小组在寒假期间走近自己

的家乡泉州，亲身感受泉州这座古城的

魅力，走进社区，通过问卷调查，图书

馆查阅资料，实地走访，了解社区对于

文化的认知程度以及宣传程度，并对次

做了相关的分析，根据所做出的分析我

们还制作了相关的视频到社区等地方进

行宣传活动，进行服务社区的相关活动，

为自己家乡的文化贡献力量。

小组组长：洪秋婷

小组成员：安雅秀、柯含章、李俊滨、

佘璇璇、吴晓芳、谢妮妮

指导教师：向华云

活动时间：2月8日~3月15日（除春节假）

一次实践/一次义工/一段感悟/一生缅怀



精彩假期

全体成员的热情让人感动，我们一起克服一个个困难，最终漂亮地完成了此次实践活动，每个人

都受益匪浅。 ——洪秋婷 

于是当我们从千里之外再回来这个城市的时候，迫不及待地想要提

醒人们这个城市的美好。——谢妮妮 

 

走在西街的路上，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泉州人的热情、好客，走在小巷里，入眼的

是极具闽南特色的房屋，让人倍感亲切，自豪。——安雅秀 

 

在实地走访古迹建筑，愈发对古老传统的美和底蕴感触良多，体会到时代的变化与家乡的改革进

步，闽南文化包容万象，中西合璧，同时又延续着自身优良的传统文化习俗。 ——吴晓芳

 

方言的交流更能体现一个城市原有的味道，虽然我们普通话可能不够标准，但在与同方言人的攀

谈中产生的那种归属感是什么语言也无法替代的。 ——佘璇璇

 

抓住发展的机遇，摒弃闽南文化中的糟粕，让文化古城泉州再次绽

放。——柯含章 
 

对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力度还有待加强，民众的文化传承意识和保护

意识还需要多加宣传和培养。——李俊滨  

学生实践心得体会

闽南文化重返刺桐乡
          ——走进社区与乡村，服务家乡发展

一次实践/一次义工/一段感悟/一生缅怀



点击添加文本

点击添加文本

精彩假期
一次调研/一次感恩/一段影像/一次宣讲

上海大学研究生

“把爱带回家”

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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