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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新闻】
我校与法国国立民航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启动适航学科人才联合培养
2014 年 7 月 1 日上午，法国国立民航大学校长马克•乌阿拉教授
（Marc Houalla）访问我校。怀进鹏校长与乌阿拉校长代表两校签署
了合作框架协议及适航学科硕士联合培养项目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两校将开展全面校际合作，并于
2014 年秋季正式启动适航学科
硕士联合培养，共同在中法两国
培养航空安全领域国际化人才。
陶智副校长，国际交流合作处、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谈。

联合国外空司司长 Simonetta Di Pippo 女士访问我校
2014 年 7 月 11 日下午，联合国外空司司长 Simonetta Di Pippo 女士在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李国平
副司长的陪同下访问我校。怀进鹏校长亲切会见了 Simonetta Di Pippo 司长，并就我校联合国附属空间科
技教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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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大学设立一个新的联合国附属空间科技教育区域中心”提案的评估工作后，2014 年 4 月，经国务院批
准，同意在我校设立联合国附属的空间科学与技术教育亚太区域中心（中国）。目前，我校正配合国内主管
部门开展与有关国家签署双边合作协定工作，力争尽早与联合国签署挂靠协议，建成区域中心。

文化感染、思想碰撞、情感交融——2014“中俄大学生文化交流营”闭营
2014 年 7 月 27 日下午，为期 8 天的 2014“中俄大学生文
化交流营”在我校晨兴剧场落下帷幕。我校副校长陶智、国际
合作交流处处长马进喜、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系主任武晓霞等相
关单位领导以及交流营全体营员出席了闭营仪式。仪式由莫斯
科大学 Igor Alenkin 同学和我校姜楠同学共同主持。2014“中
俄大学生文化交流营”为期 8 天，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开设了“中俄文化对比”、“儒家经典导读”、“中国绘画精
神”、“中国戏曲研究”等专题讲座，举办了“中俄青年交流
发展论坛”，开展了中国结、太极拳、茶艺等文化体验活动，参观了北航“月宫一号”、艺术馆、校史馆
和航空馆，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天坛、长城等文化名胜。

【学院新闻】
“中银易商”杯大数据时代的商务模式创新大赛
首次线下交流活动圆满举行
为方便本科生、
硕士生、MBA 等同学
进行大数据时代的
商务模式创新大赛
的交流，经管学院于
7 月 5 日上午在新主
楼 9、10 层教室举办
首次集体线下交流
活动。经管学院学院
院长王惠文、党委副书记高翔、分团委书记宋晓东、分团委副书记
张弛及各年级辅导员参加了此次活动，并亲临各个教室进行动员和
指导。经管学院武欣老师、李红老师也来到现场，对同学们进行了
专业性指导。学院对此次比赛极其重视，鼓励同学们利用所长、

相互合作，从策划、实施、创意上多重把关。这种线下交流
活动为同学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有机会和本年
级之外的同学相处、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北航经济管理学院隆重举行 2014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2014 年 7 月 5 日上午 10 点，2014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如心会议中心大报告厅
举行。经济管理学院院

长王惠文教授、党委书记刘

志新教授、副院长贾国

柱教授、副院长周宁教授、

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

员陈向东教授、韩立岩教

授、姚忠教授，金融系

系主任赵尚梅教授、信息系

统系主任闪四清老师、

以及教师代表潘立新老师、

徐哲老师、王赫鑫老师、

邹艳老师、何玉敏老师、高

志红老师和马杰老师，

研究生指导主任牟晖老师

出席庆典和学位授予仪

式。专业硕士、MBA、工程

硕士、EMBA 和留学生与

部分学生家长参加了这一

终生难忘的人生庆典，大会由研究生指导主任牟晖老师主持。

北航经管学院第一届本科生社会导师总结会
暨第二届本科生社会导师见面会成功举办
2014 年 7 月 12 日上午九点，
北航经管学院第一届本科生社
会导师总结会暨第二届本科生
社会导师见面会在新主楼 A928
教室成功举办。参加本次会议的
有北航经管学院院长王惠文教
授，北航经管学院党委副书记高
翔老师，北航经管学院研究生指
导主任牟晖老师，第一届本科生
社会导师代表及第二届本科生
社会导师，职业发展中心、MBA、EMBA 中心的老师，2012 级本科生辅导员，
第一届社会导师指导学生代表及第二届参与社会导师项目的 2012 级本科生。会议由牟晖老师主持。王院

长会上对各位社会导师的参与和支持表示感谢，同时学院团队的高执行力表示肯定和赞扬。王院
长希望这种奉献精神和“家”的文化氛围能继续传承和发展。

【职发动态】
北航经济管理学院中远网络暑期实习欢迎仪式顺利举行
2014 年 7 月 8 日上

午 9 时许，中远网络暑期

实习队的九名同学，在职

业发展中心牟晖主任，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贾素玲

教授，郝金星博士带领下，

来到坐落于长安街的远洋

大厦。中远网络（北京）

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春来，

党委书记谢超峰，各部门

经理，企业导师热情的欢

迎和接待了来自北航经管

的师生，并举行了隆重的

欢迎仪式。中远网络作为

央企，对此次与北航经管

的合作极为重视，北航经

管也为此次合作作出了精

心的规划和安排。双方就

“校企合作，实现共赢”的目标达成了一致。希望此次实习项目的开展能够成为双方战略合作深
入开展的良好开端。

北航经济管理学院航材院暑期实习首次交流活动圆满举行
2014年7月7日，经管学院航材院实习队伍到达中航工业北
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开展了交流活动。中航工业北京航空材料
研究院人力资源部部长张志国及人力资源部王佳、李岩两位领
导，经管学院研究生指导主任牟晖老师和航材院暑期实习带队
老师郝金星老师，以及2名 MBA 同学、4名硕士生、5名本科生
参与了此次活动。双方都希望通过此次实习实现双赢，一方面
为企业做出贡献，另一方面给学生学以致用的机会，提高实践
能力。

北航经管学院 -91 金融暑期实习启动会顺利召开
我院为保障本科生在实习单

位 91 金融暑期实习能够顺利开

展，同时为与企业进一步沟通落

实暑期实习工作的相关具体事

宜，2014 年 7 月 7 日 9 时 30 分

经管学院院长助理郑海涛老师带

领三名本科生一同驱车前往位于

参加暑期实习启动会。91 金融出

席本次会议的有 91 金融创始人、

CEO 许泽玮先生、联合创始人吴

文雄先生、总监叶丽萍女士等。

郑海涛老师叮嘱学生要坚决执行

领导安排的任务，严格遵守企业

的规章制度。许总向大家介绍了

91 金融的发展历程及经济运行

情况，同时许总还对同学们实习

期间所面临的交通、食宿、安全

等实际需要做了妥善安排。最后

郑海涛老师与许泽伟总经理举行

了“北航经管学院学生实习基地”

揭牌仪式，并合影留念。

【MBA 动态】
北航 MBA 中心承办第二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北京一区晋级赛

2014 年 7 月 13 日，第二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北京一区晋级赛在北航如心会议中心大报告
厅隆重开赛。参加本次晋级赛的 13 支队伍分别由 7 所高校组合而成，他们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三支队伍、对外经贸大学队、北京工商大学两支队伍、北京师范大学的两支队伍、南开大学的
两支队伍、河北工业大学的两支队伍和山东理工大学队。本场晋级赛的评委主席是来自华东师范
大学的商学院院长金润圭老师，此外，担任本场赛事的评委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王丹老师、中央
财经大学王玉霞老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李建良老师及北京化工大学雷培莉老师。
本次北京分赛区晋级赛由北航经管学院 MBA 中心承办。经管学院副院长周宁教授、MBA
中心主任柏满迎教授、副主任陈喆老师、副主任李亚帅老师、学生事务郑媛元老师及招生宣传张
丽媛老师出席本场赛事活动。本场赛事由北航 MBA2013 级杨汐、张弓同学担任主持。
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的精神主旨：通过加强商学院间的交流与合作，运用案例教学推动中国
特色的 MBA 教育。案例大赛锻炼的是学生在思维、分析、决策、解决复杂问题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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