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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点
新闻

      2015年5月22日，由中国劳
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上海
大学管理学院、中国薪酬管理高
层论坛组委会主办的“2015（第
十二届）中国薪酬管理高层研讨
会”在上海大学图书馆讲堂举行。
唐豪副校长在开幕式上代表上海
大学向与会来宾致欢迎辞。李友
梅副校长也在研讨开幕前，与主
旨报告演讲人中国劳动学会会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
华福周亲切会谈。

      本次研讨会云集众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薪酬管理实际工作者，围绕中央提出的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政方针和收
入分配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进行深入研讨。中国劳动学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华福周从“准确把握
收入分配改革面临的新形势”、“进一步明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和任务”、“扎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方面
为大会作主旨报告，并就收入分配改革的有关问题提出见解。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全面收官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提速推进之年。这一年，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金并轨、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调整等将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接下页）

2015（第十二届）中国薪酬管理高层研讨会
在上海大学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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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新闻

（接上页）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适应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要求，深化薪酬制度改革，逐步理顺收入分
配关系，下好收入分配改革这盘“大棋”，使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已成为当下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企事业单
位薪酬主管在2015深改提速年的关键之为。研讨会上，各方专家各抒己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司长聂生
奎的报告《企业工资收入分配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务院国资委企业分配局来婷的报告《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进
展情况及下一步安排》、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的报告《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改革相关问题的
对策思考》、原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杨河清的报告《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理顺薪酬分配关系》、上海大学管理
学院教授岳公正的报告《世界财富增长、贫困扩大化和世界分化》、北京物资学院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教授李广义的报
告《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如何建立健全绩效考核体系》，让主题演讲环节精彩纷呈，大家就企业薪酬的最新政策、薪酬管
理的最新动态、薪酬制度改革与人力资源发展现状和趋势等进行了分享与研讨。
     “中国薪酬管理高层论坛”自2004年至今，已经走过了十二年的发展历程。十二年来，“论坛”始终坚持以“推动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薪酬管理科学发展”为主旨，保持“规格高、权威性强、指导作用大”的特色，努力为全国企
事业单位搭建薪酬分配管理和改革经验的共享交流平台。
         此次管理学院与相关单位共同商议将上海大学作为“2015（第十二届）中国薪酬管理高层研讨会”的主办地点，
邀请各方嘉宾共襄盛举，希望可以共同为专家学者研究探讨收入分配改革提供平台，为企事业单位深化内部分配制度改
革服务，促成收入分配改革研究形成更多新理论成果。同时，也为上海大学及管理学院今后与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部的进一步合作夯实基础。

管理学院办公室



3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上海大学校内赛圆满举行

热点
新闻

      5月15日下午13点30分，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以下简称三创赛）上海大学校

内赛在东区经管大楼115室成功举行。 

      三创赛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面向全国高校（含港澳台地区）举办的大学生竞赛项目，

是教育部重点支持项目，其组织和开展在我校受到高度重视。本次校内赛由上海大学管理学院主办。 

      大赛邀请了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学国教授、党委副书记朱宏涛老师担任嘉宾，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熊励教授担任评委

会主席，经济学院倪中新副教授、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冷拓老师、学工办思政科王舒婷老师，管理学院戴德宝副教

授、钱颖副教授、李树刚副教授、金晓玲老师共同担任评委。 

      本次校内赛吸引了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同学参赛，共组成了12支参赛团队，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选出10支优

秀的项目团队代表上海大学参加市级赛。 

      回顾比赛过程，大赛首先邀请了许学国教授上台致开幕辞。许学国教授围绕“创新、创意及创业”三个切入点，简

明扼要地点出了大赛的宗旨--即培养大学生的创意思维、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并用富有感染力的话语鼓励各参赛队赛

出水平，取得优异的成绩。 

      随后，由熊励教授为在场的各位评委、参赛选手和观众们介绍了评分规则。熊励教授强调，创新项目需要落地，方

案不能不着边际，而是要充分考虑可行性、实践性，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和成长潜力，争取机会将优秀的创新创业项目

付诸实施，这才是本次比赛的意义所在。 

      本次比赛采用现场答辩的形式，各参赛团队根据抽签顺序，围绕本队“创新、创意、创业”策划书进行5分钟PPT

展示以及5分钟问答。自校内赛启动以来，同学们积极报名、认真备战，答辩期间，更是自信洋溢、各显风采。每组团

队展示完毕，评委老师都会根据项目策划进行点评和提问，并参照评分细则进行打分。 

      12支队伍展示完毕，大赛进入了紧张的分数统计环节。与此同时，主持人采用有奖问答的形式与与现场选手、观众

进行了互动，为紧张的氛围平添了几许轻松与愉悦。（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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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新闻

      （接上页）最后，由朱宏涛老师

宣布比赛结果，公布了入围市级赛的

项目团队名单，和创新、创意、创业

三个单项奖名单，并对在比赛中取得

好成绩的参赛队表示祝贺。 

      大赛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落下

帷幕。 

      希望本次校内赛能激发同学们的

创业兴趣和潜能，在与企业项目接轨

的实战过程中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和创

新精神；也希望在本次校内赛后，各

参赛队能积累经验、完善作品，争取

在市级赛中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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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学院2015年第五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热点

新闻
     2015年5月12日上午9:20， 管理学院2015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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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璐、朱宏涛出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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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近期国际交流情况

      1、与北安普顿等英国高校建立联系。

      2、与以及与以色列理工大学在MBA、创新管理领域开展交流。

      二、科级干部任免

      根据学校文件精神，经讨论决定：申报团委书记李勤为正科级，组织干事李晓磊、人事干事刘艳、院办副主任沈洁

为副科级。

      三、中层后备干部推荐

      根据5月8日全院大会投票结果，会议成员对10票以上的正职、副职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

      四、MBA研讨会

      会议决定：5月-6月期间展开MBA研讨会，确定每门课程任课AB角，确定每门课程文件资料。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2015年5月12日     



6 热点
新闻

      2015年5月29日下午14:00， 管理学院2015年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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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璐出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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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领导班子换届

      根据学校组织部对学院已报送的系领导班子名单的调整建议，经会议讨论决定，也调整了名单，并予以公示、上报。

      二、刘人怀院士聘任

      会议决定：学院以双聘院士形式特聘刘人怀院士到我院工作，支持我院学科发展和建设并指导博士和博士后研究，由樊

春妹书记与人事处沟通并进入聘用程序。

      三、学院党委换届

      会议决定：6月10日下午召开全院党员大会，进行8选7无记名投票并最终确定新一届党委委员。

      四、通报中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进展

      根据学校审计处要求，近期学院逐步进行各项审计资料的准备工作，并定于6月11日下午由审计处会同组织部、会计事

务所召开学院审计进点会。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2015年5月29日

管理学院2015年第六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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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Lee Loo Hay博士主讲管理论坛
分享港口航运物流研究心得

       2015年5月11日下午2点，在我院420会议室举行了上
海管理论坛第128期学术讲座，有幸邀请到新加坡国立大
学的Lee Loo Hay博士为大家做学术报告《港口航运物流
研究》，本次讲座由镇璐副院长主持。
       Lee博士，1992年本科毕业于台湾国立大学，1994年、
1997年分别取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现任新加
坡国立大学工业系统工程系副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IBM-新加坡国立大学供应链一体化实验室主任、海事研究
所项目副主任，国际运筹学和管理学研究协会理事，上海
海事大学2012年度东方学者。
       Lee博士以港口布局设计问题作为背景，简要介绍了
港口设计中仿真优化的可行之处，以及其中所用到的方法。
然后介绍了工业和海上物流领域的系统工程，包括港口作
业和港口竞争力研究以及远洋班轮操作研究。接着引入一
个创新的港口设计理念——“可持续创新下一代先进港口
（狮子端口）”。

Academic 
Exchanges

       在这个概念中，双层集装箱码头提供多个接入点码头起重机。作为叠加容器的双层集装码头提供了更多的存储空间
和道路空间来缓解交通拥堵状况，从而提高了运输车的效率，提高了空间的灵活性，进而加强了综合物流中心的建设。
       讲座中，Lee博士还讲述自己独特的生活和感情经历，并就“港口装卸货轮集装箱”、“求学新加坡”等问题与管
院学子进行了互动和深入交流。Lee博士诙谐的言语，使得整场讲座氛围显得轻松而愉快！

 研究生戴璐璐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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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费舍尔商学院Nicholas G. Hall
教授主讲管理论坛分享研究心得 Academic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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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20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费舍尔商学院管理科学系Nicholas G. 
Hall教授应邀访问我院，作为上海管理论坛第129期主讲人作题为《项目管理：一个
研究议程及帕金森定律的解决方案》的讲座报告，管院部分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Nicholas G. Hall 教授目前就职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费舍尔商学院管理科学系。本
科和硕士毕业于剑桥大学，1986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管理科学专业博士学位。
研究兴趣涉及运营管理中的策略问题，尤其是项目管理、调度、供应链激励和定价
以及运筹在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在Operations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c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Interfaces 等期刊发表论
文70余篇，担任Operations Research 和 Management Science编委工作共计40
余年。应邀到20几个国家作讲座达89场，7次大会主题报告。美国西北大学Kellogg
管理研究生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Wharton商学院的访问教授。曾兼任M&SOM协会
主席，目前在 INFORMS兼任财务主管一职。连续5年兼任俄亥俄州钢铁工业咨询委
员会委员。
      Nicholas G. Hall教授的报告深入浅出，详细阐述了一个项目管理的研究议程，
重点讲述了一种广为可见的行为现象——帕金森定律。在此定律下，由任务的提前
完成所带来的潜在优势将遭到破坏。对于那些在关键路径方法（CPM）计划下的项
目，为其描述了一个解决帕金森现象的激励相容机制。这种解决方案适用于任何一
个项目，只要项目中那些分配给单个任务主的任务是相互独立的。而对于在关键链
项目管理 (CCPM)计划下的项目，也为其提出了一个解决帕金森现象的激励相容机
制。报告结束后，Nicholas G. Hall教授与在座师生就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研究生戴璐璐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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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会大学研究助理教授王文明博士做客上海管理论坛

      2015年5月21日，在上海大学管理学院420室进
行了“上海管理论坛”第132期讲座，主讲人是香港
浸会大学研究助理教授王文明博士，交流主题是“利
益相关者导向、企业社会责任和银行贷款成本”。管
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老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由管理学院会计系吴建刚老师主持。
      王老师主要是以自己的论文为分享内容，但是又
不局限于一篇论文。在讲座过程中，王老师跟诸多老
师和同学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问题也不局限
于论文本身，结合各自老师和同学研究关注的问题和
心得进行交流和分享。比如王老师谈到企业社会责任
是一种目的还是一种手段等问题。在交流的过程中，
王老师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做论文的心得，同时也就目
前国内在做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比如，国内的数据库资源有限，同时也激励大家在做研究的时候要有好的想法，能够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在介绍自己
论文的时候，王老师也跟大家推荐了很多经典的文献，供大家在以后做研究的时候进行参考。
      通过上海管理论坛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可以与外校的老师进行学术交流，了解到更多新的学术问题，产生更多有意
义的想法，从而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好的研究主题。希望上海管理论坛越办越好！

研究生罗永胜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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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石芸老师的论文被国际顶级商科期刊
Operations Research录用发表

      我 院 管 理 科 学 与 工 程 系 青 年 教 师 石 芸 老 师 的 论 文

《Dynamic Trading with Reference Point Adaptation and 

Loss Aversion》被“运筹与管理协会（INFORMS）”出版的

国际顶级商科A类期刊《Operations Research》录用。作为

拥有50余年历史的运筹学旗舰杂志，《Operations Research》

有决策分析、运筹优化、市场营销、金融工程、物流管理等多

个分支学科领域，向来以对学术创见的敏锐触觉、对论文层层

严格筛选和高质量标准把关著称于世。作为在此顶级学术期刊

上为数不多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的青年教师，石芸老师背

后积淀着较好的研究经验和学术心得，希望她再接再励。

向石芸老师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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