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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新闻】
“感动十年，温暖北航”——第五届“感动北航”人物评选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2015 年 6 月 11 日晚，北航音乐厅内温情洋溢，
感动绽放，“感动十年，温暖北航”——第五届“感
动北航”人物评选颁奖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北航
党委书记胡凌云，校长徐惠彬，党委常务副书记张
维维，副校长魏志敏等出席典礼并为获奖人物和团
队颁奖。往届“感动北航”人物代表，学校相关职
能部门、院系负责人，校友和师生代表近 800 人观
看了颁奖典礼。

北航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一专题学习研讨会
按照学校关于“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的安排，6 月 17 日下午北航召开专
题学习研讨会，以“严以修身，加强党
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把牢思想和行
动的总开关”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全
体在校校领导和正处级干部出席会议。
校党委书记胡凌云主持会议并讲话。校
长徐惠彬和党委常务副书记张维维作
主题发言，纪委书记纪素菊，副校长魏
志敏、张广军、刘树春作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研讨的主题，紧密联系思想工作实际，进行充分交流。

全国校友工作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会在北航召开

2015 年 6 月 18 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友工作研究分会主办，北航校友总会承办的 2015 年第一次
常务理事会会议在北航如心大报告厅召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康凯，办公室主任沙玉梅，北航校友
会常务副会长、副校长魏志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鹿明，以及 43 家常务理事单位 60 余位来自
全国高校校友工作代表出席此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共同探讨高校校友工作。校友研究分会秘书长、浙江大
学校长助理张美凤主持会议。

北航第二届研究生创业讲坛暨创业导师团成立仪式举行
2015 年 6 月 26 日下午，北航第二届研究生创业讲坛暨创业导师团成立仪式在新主楼第二报告厅举行。
活动由研究生院主办、研究生会和校友
总会校友发展活动部承办。副校长刘树
春、中关村管委会主任助理高莉出席仪
式并致辞，校友总会、研究生院综合管
理处负责人、学生创业团队代表和百余
名研究生一起参加了讲坛和仪式。刘树
春副校长为 91 金融创始人兼 CEO 许泽
玮，香港绿洲游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钰辉，杭州脸会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CEO 何一兵，北京美森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总经理赵清，远景领航创始人、美
国 PCL 董事经理及合伙人王约翰和北京掌众科技有限公司 CEO 张敬华六位校友嘉宾颁发了创业导师聘书。

【学院新闻】
美国密苏里大学李海涛副教授来经管学院做学术讲座
2015 年 6 月 4 日下午，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李海涛副教授
应经济管理学院邀请在新主楼 A 座 1048 教室做了题为“Optimization and
Prescriptive Analytics: Recent Trends, Opportunities and Applications”的学
术报告。报告由经济管理学院徐哲教授主持，经济管理学院 20 余名师生
参加了会议。李海涛教授报告分为三个主体部分，首先介绍了优化与决
策分析近年来的趋势；其次，重点阐述了基于数据驱动的分步决策建模
与解决方案；最后，针对项目调度领域，以实例的形式介绍了 MDP 的
应用过程。

“八喜时光，伴我同行”
——经济管理学院 2015 届本科生毕业酒会成功举办
2015 年 6
月 8 日晚，“八
喜时光，伴我同
行”经济管理
学院 2015 届本
科生毕业酒会
在唯实国际交
流中心成功举
办，经管学院院
长王惠文教授、班主任韩立岩教授、辅导员张鹏悦、胡婷婷以及 2015 届全体毕业生参加了酒会。酒会上，
大家共同观看了纪念视频，回顾了 1108 大班四年的学习生活。由院长王惠文教授致辞，祝贺大家顺利完成
在北航经管学院的学习！经管学院 2015 届本科毕业生盛装踏上红毯，走向纪念墙签名，并与老师合影留念。

经管学院成功举办“三严三实” 知识竞赛活动

2014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三严三实”具体要求：既严以
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研究生工作办公室面向全体在校生于 2015 年 6 月 16 日下午在新主
楼 A618 举办了“三严三实”知识竞赛活动。经管学院党委书记刘志新教授，研究生指导主任牟晖老师，党务
人事干事贾子超老师，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衣萌老师和各年级辅导员出席了此次活动。

【职发动态】
2015 年研究生顾问第三次培训——“职业生涯规划”顺利举行
2015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晚上
19：00，经济管理学院学院路校
区第四讲高端论坛，华为企业业
务中国区总工程师胡善勇先生主
讲的《大数据产业机会与约束》
在人文学院 102 教室正式开始。
经管学院院长王惠文教授，研究
生指导主任牟晖老师，2012 级辅
导员宋树洋出席了此次讲座，本
科生以及 MBA 学生共同参加了此
次论坛。首先，胡善勇先生解释了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三方的关系；其次，他对大数据产业进行了深
入分析；最后，胡先生指出并解释了大数据更大的空间在于人工智能。

北航经管学院组织"云居寺+荷塘月色"校友户外游活动
为让校友在
紧张繁忙的工作
之余，能够携亲带
子户外出游感受
美丽的自然风光，
在休闲惬意的氛
围中静心享受亲
情与友情的和谐
与温馨，北航经管
学院职业发展中
心、北航经管学院
校友会共同组织了"云居寺+荷塘月色"户外活动。上午 8 点参加活动的校友在北航学院路校区集合，统一乘
坐大巴出发，校友会为每位校友准备了营养早餐、矿泉水和晴雨伞。第一站是云居寺文化游，云居寺幽静
的地理环境，奇特迷人的秀丽风光，让大家在游览中远离喧嚣尘世]静心养神，感受千年佛教文化，为家人
祈福迎祥。之后大家来到距离不远的龙泉湖餐饮中心用餐，它紧邻湿地公园，碧水环绕，就餐环境优美。
最后一站荷塘月色别墅园区体验，参观结束后每个家庭还收到了活动纪念品。大家合影留念后结束了快乐
充实的一天。

经管学院师生赴峰创科技园参观交流
2015 年 6 月 29 日上午，北航经管学院职业发展
中心组织学院师生参观了位于北京市亦庄东区的
锋创科技园。
上午 9 点半左右大家到达锋创科技园，
锋创科技副总经理袁慧锦女士、销售总监于静女
士、人力资源部主管郑雪云女士热情接待了大家。
首先，由于总为大家介绍锋创科技园的区域分布和
产业环境。 接着大家观看了公司宣传片，还在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一起观赏了园区景色。本次参观还设
置了两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实习面试及实习基地授

牌仪式。非常荣幸邀请到锋创科技董事长张寒燕女士，张总围绕当今创业环境、创业项目以及自身对年轻
人创业的鼓励和支持发表了精彩讲话，并与北航经管学院国际贸易系的方虹老师共同进行了学生实习基地
授牌仪式，双方合影留念。

【MBA 动态】
北航第十二届 MBA 年会顺利闭幕
2015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4：00，以“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创新”为主题的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第十二届 MBA 年会在北航新主楼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年会邀请到
的领导和嘉宾有：中国人民银
行研究局金融市场处处长庾
力女士、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财
务管理部副总经理余修斌先
生、普华永道合伙人朱宇先
生、91 金融 CEO 许泽伟先生、
金马甲 CEO 樊东平先生、和信
贷财务部总监陈卫星先生、北
航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惠文
教授、行政副院长周宁教授、
金融系韩立岩教授以及会计系主任邓路副教授。社会导师、院系教师代表、MBA 在校学生及部分
校友参加了本次年会。

北航 MBA 企业移动课堂走进正大集团
2015 年 6 月 24
日，由北航 MBA 第十
六届联合会企业资源
部策划组织，MBA 中
心师生前往正大集团
旗下北京正大蛋业有
限公司开展移动课
堂。本次活动共 30 余
名学生参加，到达目
的地后，北航 MBA 师生首先进行进场前的全身消毒，这一环节体现了正大集团对基地养殖环境
卫生的严格把控。随后，进入视野的就是宽大整齐的现代化厂房车间。学生们跟随公司的讲解员
一起走进参观走廊，了解平谷养殖基地建厂历史、产品与未来发展。讲解员对养殖基地每个生产
环节的严格制造标准和检验流程进行了介绍。参观环节结束后，正大集团基地总裁助理朱金金先
生与北航 MBA 学生进行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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