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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新闻】
北航航模队在 CADC2015 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上获得 7 个一等奖
9 月 26 日至 10 月 3 日，2015 年中国
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暨科研类全国航
空航天模型锦标赛（CADC）在山东胶州举
行。大赛共设八个竞技项目和科技创新项
目评比，北航航模队共参加其中四个重点
项目的角逐，包括垂直起降载运、模拟搜
救、限时载运空投以及太阳能飞机，并选
派四项作品参加了科技创新项目评比。经
过激烈的角逐，北航航模队获得七个一等奖、四个二等奖，其中包括两项团体亚军，一项团体季军，一项
优秀飞行奖，此外还获得比赛组委会特别颁发的优秀团队奖。

张军书记看望慰问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北航夺冠成员
2015 年 10 月 22 日，校党委书记张
军院士专程来到实验室慰问了刚刚在首
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勇夺冠军的我校代表队成员。党政办
公室、宣传部、学生处、教务处、团委
等单位负责人陪同慰问。首届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于 10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吉林大学举行，北航团队研
发的“Unicorn 无人直升机系统”从全
国三万余件作品中脱颖而出，问鼎冠军；
同时，我校“Airband‘互联网+智慧校园’物联中心手环团队”获得大赛铜奖。“

校友总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暨校友代表座谈会举行
徐惠彬校长当选第六届理事会会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友总会第六届
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建校 63 周年纪
念日——10 月 25 日在学校唯实国际交流
中心举行。校党委书记张军院士，校长徐
惠彬院士，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纪素菊，
副校长魏志敏、刘刚，副书记程基伟，副
校长刘树春，校长助理李军锋、张广以及
校友代表共 120 多人参加了会议。校友总
会秘书长王有洪主持了会议。会议选举徐惠彬为第六届理事会会长，张军为第一副会长，魏志敏为常务副

会长，张维维、纪素菊、刘刚、张广军、程基伟、陶智、刘树春为副会长，王有洪为秘书长，李军锋、蒋
成保、王祖同等 51 人为常务理事，并通过了校友总会副秘书长和理事人选。

【学院新闻】
北航 MBA 校友会孵化器项目启动仪式顺利举行
2015 年 10 月 18 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 BA 校友会孵化器项目启动仪式正式举
行。本次活动得到北航经济管理学院和
M BA 教育中心大力支持，北航经济管理副
院长周宁教授、M BA 教育中心主任柏满迎
教授、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指导主任、职
业发展中心主任牟晖老师参加此次活动。
同时活动还邀请了北京国华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白贵华；乾能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投资总监王克震；Pride1952 创业咖啡创始人蒋晓航；北京嘉捷企业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况旭；道
和咨询董事长杨冬；杭州赛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效农等众多嘉宾。会议由北航第 16 届 M BA 联合
会主席孙齐主持。

北航 EMBA 九期班开学典礼暨迎新酒会隆重举行

2015 年 10 月 23 日晚，北航 EM BA 九期班开学典礼暨迎新酒会隆重举行。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有北航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惠文教授、党委书记刘志新教授、副院长方卫国教授、研究生指导办主任牟晖副教授、
教师代表陈向东教授、工硕中心王玉灵主任、高层管理教育中心胡鹤主任、EM BA 中心张人千主任、秦中
峰执行主任、喻雪莹副主任等。开学典礼由方卫国副院长主持。

2015 年北航经管学院校园专场招聘会成功举办

2015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 点，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办，职业发展中心承办的 2015 年
经管学院校园专场招聘会成功举办。北航经管学院研究生指导主任、职业发展中心主任牟晖出席并代表学
院致辞，本次招聘会邀请到和君咨询集团、91 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学院、北航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北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等 19 家企事业单

位参会，涵盖金融、IT、教育、咨询、医药、服务、汽车制造等多个行业。招聘会共吸引超过百余名北航
经管学院、北航其它学院以及部分校外学生参加，有签约意向及收到面试邀请的学生达 50 多名。

【职发动态】
经管学院师生参观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为帮助师生
认识企业，强化理
论联系实际的人
才培养目标，推动
专业建设，深入开
展产学研合作，
2015 年 10 月 16
日下午，经管学院
职业发展中心组织学院师生前往中国最大啤酒企业集团之一——
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进行参观。 参观内容包括放映厅观看宣传
片、参观展示厅、生产调度指挥中心、糖化车间、发酵车间、灌装
车间、感受燕京酒吧。一个小时左右的参观帮助大家近距离了解啤酒的生产过程，更深刻体会到燕京啤酒
的企业文化和营销方式。

“认识专业、规划未来”系列交流会
（一）博士专场
2015 年 10 月 20 日，由北航经济管理学院职业发展中心主
办、北航经济管理学院经英荟承办的“认识专业、规划未来”系列
交流会—博士专场。出席本次交流会的嘉宾有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方卫国教授，优秀博士生校友杨娴、张
霖霖和李蓓，2015 级博士生及部分高年级博士生出席本次交流
会。

（二）会计专场
2015 年 10 月 28 日，由北航经管学院职业发展中心主办、北
航经管学院精英荟承办的“认识专业、规划未来”系列交流会—会
计专场成功举办。出席本次交流会的嘉宾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周宁，优秀校友代表侯萧逸、苏鹏，
ZY15083 和 SY15082 班的同学们。

（三）工业工程专场
2015 年 10 月 30 日，北航经管学院职业发展中心主办、北
航经管学院经英荟、ZY15082 班承办的“认识专业、规划未来”
系列交流会—工业工程专场成功举办。本场邀请的嘉宾有：管
理科学与工程系主任，邓修权副教授；优秀校友：钱中、蒋磊、
陶芳和王镜玄；参加讲座的还有 ZY15082 班同学及 2014 级工
业工程专业同学。学长学姐们就学习、科研、实习、求职工作
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职业能力提升系列讲座
（一）商务礼仪、职场形象篇
本科生职业能力提升 -商
务礼仪、职场形象讲座于 10 月
26 日晚在北航沙河校区举行。
本次讲座由职业发展中心梁娜
老师组织，邀请了北航校友李

文杰老师，李老师讲解了面试及初入职场的妆容、衣着以及商务礼仪，旨在提升本科生对职场形象及商务
礼仪的认识与理解，为其提供职业能力发展的指导与帮助。

（二）就业法律篇
正值 2016 本科应届毕业生求职就业期，为使同学
们能够较为系统了解求职就业过程中涉及到的法律问
题，职业发展中心举办了“就业中的法律问题”求职指
导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夏孙明老师是公益
校园导师团预备导师、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中银
法商学院专家委员，并长期担任多家大型企业法律顾
问。在职业发展中心梁娜老师的组织下，2016 年即将毕业的本科生共同聆听了夏老师以“应届毕业生求职
权益保护”为主题的讲座。

【MBA 动态】
2015 北航 MBA 新生案例大赛圆满成功
2015 年 10 月 17 日,北航 M BA 新生案例大赛年级
总决赛在北航新主楼 A618 室举行。经管学院领导力
与组织管理系优秀教师苏文平副教授、武欣副教授应
邀担任大赛评审。此次参加年级总决赛的 8 支队伍是
由班级晋级赛的 32 支队伍通过书审筛选评出。比赛采
用两队同台 PK，围绕同一案例“某公司知识型员工薪
酬管理改革”，由双方陈述及 PK 队和现场观众提问的
方式进行，两位评审老师通过每队在现场的表现及盲
审得分综合评出团队奖三支，最具价值队员和最佳风采队员各 3 名。

北航 MBA《玩转全面预算魔方》读书会成功举办
2015 年 10 月 24 日北
航 MBA 举办了社会导师讲
座暨 MBA 校友会读书俱乐
部活动。本次活动以“互
联网+战略预算，打通企业
管理血脉，让企业奔跑起
来”为主题，北航 MBA 社
会导师邹志英女士亲临现
场向同学们讲解了《玩转企业预算魔方》一书的实用方法。
《玩转全面预算魔方》融合国外先进管理理念经
验和本土企业成功管理实践，是国内管理会计领域难得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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