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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新闻】
胡凌云书记在赣看望校友、走访航空企业
5 月 12 日、13 日，校党委书记胡凌云，常务副校
长徐惠彬，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到江西参加江西省人
民政府与我校签署战略全面合作协议之际专程走访了
江西校友会，并与在赣部分校友代表亲切座谈交流。
江西校友会会长洪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朱俊首先在座
谈会上致词，副会长、江西省科协副主任万广明、南昌
大学副校长罗胜联、洪都公司副总经理陈顺洪等校友也
纷纷发言，代表江西校友会的 2000 余名校友感谢母校
培养，表示会充分利用江西校友资源为母校建设发展做
出应有贡献。
胡凌云书记听取了江西校友会的汇报和校友们的发言
后，向校友们介绍了学校发展建设等情况，表达了学校
对广大校友的问候与感谢。胡凌云书记一行在赣期间还
深入洪都集团公司，南昌航空城，高新区规划展示区，
602 所，昌飞昌蒙厂所等调研。

“微型生物圈”助力月球探测
——北航成功研制“月宫一号”完成我国首次长期多人密闭试验
2014 年 5 月 20 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内，三位
乘员谢倍珍（舰长）、董琛、王敏娟伴随着众人的掌声，微
笑着从“月宫一号”密闭舱中走出来。至此，他们在“月宫
一号”内进行的为期 105 天的科学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月
宫一号”即“月球基地生命保障人工闭合生态系统地基实
验装置”试验成功在我国属首次，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俄罗斯
掌握该技术。
出舱仪式上，校长怀进鹏院士为三位乘员颁发了“冯如
杯科学探索特别奉献奖”，北京市海淀区政协主席彭兴业，
我校江雷院士、赵沁平院士，科学研究院院长唐文忠、生物
与医学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韩慧瑜和“月宫一号”总设计师
刘红教授一起共同为“环境生物学与生命保障技术研究
所”揭牌。

中法第七届 workshop 在我校举办
5 月 21 日，由我校举办的中法第七届 workshop 圆满落
下帷幕。本次中法第七届 workshop 恰逢中法建交 50 周年，
作为中法建交 50 周年庆祝活动之一，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
加深中法科技合作，也是我校“国际化”的重要发展战略的
具体体现。法国使馆包若柏先生，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驻华代
表处李岚珩先生，北京市科委朱世龙副主任，各企业代表，
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代表均出席 5 月 19 日的开幕式，怀
进鹏校长在开幕式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本次中法第七届 workshop 共组织 6 个分会场进行学术
讨论，分别是材料分会场，流体力学分会场，固体力学分会场，信息分会场，电子、控制分会场和跨文化
分会场。在本次中法 workshop 中，还进行了北京市国际合作基地“先进叶轮机械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与“自旋电子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揭牌仪式。

我校举行学校行政领导班子换届大会
5 月 22 日上午，我校在新主楼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举行学校行政领导班子换届大会。中组部干部三局
副局长杨春光、工信部人事教育司司长衣雪青等中组部、工信部领导会同北京市委相关负责同志组成联合
考察组对我校行政班子进行换届考察。校长怀进鹏院士代表学校行政领导班子作述职报告。我校校领导班
子成员、教授代表、校机关部处和院（系）正职、教职工代表近 200 人参加会议。大会由党委书记胡凌云
主持。杨春光副局长代表中组部作了讲话，对高校行政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的背景、过程和要求进行了介绍。

怀进鹏校长代表行政领导班子进行了述职。会后，考察组分为四组与相关人员进行了个别谈话，听取
对本届行政领导班子的总体评价以及新一届领导班子个人推荐人选的意见和建议。

【学院动态】
经管学院与中远网络（北京）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4 年 5 月 9 日 15 时在北航新主楼 A 座 612，中远网络（北京）有限公司与北航经管学院就双方合作
内容进行了深入沟通和交流，进而达成合作意向，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共建学生实习基地协议、
北航研究生

足球赛赞助协议，并

举行了 MBA 社

会导师聘任仪式。经

管学院出席

签约仪式的有：院长

王惠文教授、

副院长王晶教授、党

委副书记高

翔老师、研究生指导

主任牟晖老

师、院长助理郑海涛

老师、职业发

展中心梁娜老师；中

远网络（北

京）有限公司出现签

约仪式的有

总经理于春来先生、

书记谢超峰

先生、副总韩明科先

生、总经理助

理李晓达先生、应用

服务部总经

理张志钢先生、航海

科技部总经

理魏辰先生、市场营

销部总经理

崔志鹏先生、行政人

事部副总经

理石睿女士、企划部

副总经理李

青女士、行政人事部

李忱忱女士。

双方代表围绕合作模

式进一步交换意见并达成一致，共同签署了系列合作协议。学院聘请于春来总经理为经管学院 MBA 社会导
师，并颁发聘书。通过双方合作与努力，为北航教育目标的实现与中远事业的发展开创更好的思路和模式。

职业发展中心带您走进全球最大饮料公司
——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
2014 年 5 月 20 日，为了让经管学院同学切身感受社
会实践，进一步提高社会意识，更加全面的了解企业，
同时明确自身就业方向，经管学院职业发展中心组织
学院师生对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可口可乐（中
国）饮料有限公司进行了参观、学习。大家在工作人
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北京厂历史区、可口可乐生产参观
走廊、可口可乐公司博物馆。大家了解了可口可乐的
历史发展与内销历程，深切感受到现代化生产工艺以
及可口可乐公司的企业文化：言而有信，业绩至上，
以人为本，共创多赢！在短暂的自由参观活动后，工
作人员还非常热情的邀请每个人品尝公司旗下产品。

【高端论坛】
金一南少将做客高端论坛，做《国家安全形势与安全筹划》主题演讲
5 月 8 日下午，北航经济管理学院高端论坛沙河校区第三讲
在实 4-205 举行。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教授金一南少将
为经管学院的师生们做了主题为“新挑战、新机遇、新举措——
国家安全形势与安全筹划”的演讲。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惠文教
授、院分党委副书记高翔老师与学生一起聆听讲座。
金教授就挑战、机遇、策略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金教授认
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当前的
国际环境下，我国的发展应着力于远程投送能力、探测感知能力、
战略威慑能力、环境塑造能力等方面，才能提升防御系统，实现
可持续发展！

高端论坛《互联网时代的营销变革》成功举办
2014 年 5 月 10 日晚 6
点 30 分，北航经济管理
学院高端论坛在北航学
院路校区一号楼 204 教
室成功举办。本次论坛
邀请中国领先的第三方
广告技术公司秒针系统
的创始人和首席技术官
吴明辉先生做题为《互联网时代的营销变革》的报告。经管学院院长王惠文老师，党委副书记高翔老师，
研究生指导主任牟晖老师，职业发展中心肖红玮老师出席了本次论坛。本次高端论坛由王惠文院长主持。
吴明辉先生深刻地、系统性地为同学们讲述了大数据当道的当今互联网时代营销方式的变革和秒针在当前
环境下的运营模式、行业地位和具体的业务内容。

提升适应力、绘就七彩人生—记刘井宏北航经管高端论坛讲座
2014 年 5 月 17 日晚 6 点 30 分，北航经济管
理学院高端论坛在学院路校区新主楼第二报告
厅成功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了中航工业集团总经
理助理、总经济师刘井宏先生做题为《加强自我
管理，提升适应能力，绘就七彩人生》的报告。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惠文教授、党委副书记高翔
老师、研究生指导办主任牟晖老师、工商管理系
武欣老师与学生共同聆听了本次报告。
刘井宏先生从“认识自我、合理规划”“善
于学习、提升能力”和“升化境界、提升价值”
三方面展开，重点分析了“六种关系”、“七种能力”和“五商”。刘井宏先生告诫同学们应当及时转变
思维形态和行为方式，早日完成从学生到职场新人的角色转换。

【MBA 动态】
北航 MBA 师生台湾游学之旅
5 月 12 日早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BA 中心 18 名同学在经管学院副院长周宁教授、案例中心主任欧
阳桃花教授、MBA 教育中心主任柏满迎教授的带领下踏上了飞往宝岛台湾的航班，开始了为期九天的游学
之旅。此次台湾之行的第

一站是位于台北市瑞光

路的研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部。通过工作人员

的介绍，大家了解了研华

科技的发展历程以及研

华产学合作经验。5 月 13

日，北航 MBA 师生一行

21 人开始了此次台湾游学

之旅的第二站--中原大

学。通过中原大学的精心

安排，大家有幸聆听到

张光正校长主题为“领导

统御”的精彩讲座。接

下来的两天，大家又依次

聆听了前商学院院长诸

成明教授关于“薪酬管理

制度之建立”的课程、

严奇峰教授关于“影响 21

世纪国际重大事件分

析”的演讲，以及企管系

与财金系合聘胡为善教

授关于“从财务面谈企业

管理”的课程。在中原

大学蔡教授带领下，北航

MBA 师生一起参访台湾

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知光杨总亲自主持

接待会议，他为大家介绍

了公司的发展历程和主

营业务范围。2014 年 5 月

15 日清晨，北航 MBA 一

行 21 名师生在经管学院周宁副院长、案例中心主任欧阳桃花老师、MBA 中心主任柏满迎的带领下出发，前
往黑松企业。

北航第十一届 MBA 年会成功举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十一届 MBA 年会于 2014 年 5 月 25 日 14 时在新主楼会议中心第二报告厅隆重举行。
本届盛会以“大数据时代的管理创新与变革”为主题展开热烈而深入的探讨。本届年会主持人首次由学生
担当，他们是来自 MBA 2013 级四班的杨璟辉、冯欣蓉同学。参会嘉宾包括北航经管学院行政副院长周宁教
授、研究生教务副院长方卫国教授、北航 MBA 教育中心主任柏满迎教授、北航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博士
生导师韩立岩教授、北航经管学院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系吴俊杰教授、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系王理副教授、
中国先锋金融集团高级董事总经理张建科先生、研华（中国）公司工业自动化事业群中国区总经理蔡奇男

先生、电力与能源产品部总监林清波先生、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副总裁陈江先生、宜信公司大数据
创新中心总经理张小沛女士、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梁晶晶女士、史震宇先生以及来自经管学院及行
业各界的专家、学者、在校生共同出席，围绕“大数据时代的管理创新与变革”展开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本次年会由北航经管学院、MBA 教育中心主办、MBA 联合会承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校友会
办公地点：北航 新主楼 A710 室
电话：

（010）82339175

传真：

（010）82339175

Email:

careersem@buaa.edu.cn

联系人：

肖红玮

通信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北航经管学院 100191
更多动态，请访问学院主页：http://sem.buaa.edu.cn
微信公众平台：BUAASEM 职业发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