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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要闻】 

 

上海企业信用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首届信用管理高峰论坛在我校成功举行 

 

2013 年 8 月 8 日，上海企业信用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信用管理

高峰论坛（以下分别简称“委员会”、“高峰论坛”）在我校举行。委员会成立大

会暨高峰论坛由我校和上海信用服务行业协会、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财

经日报主办，上海维氏盾企业征信有限公司、上海维诚志信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等单位协办。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

会长周禹鹏、上海发改委巡视员浦再明、上海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陈跃华、

上海社团管理局副局长徐乃平，我校校长俞涛、副校长瞿志豪、校人事处处长张

峰、科研处处长曹建清、图书馆馆长朱云仙、校办主任俞雷霖、经济管理学院院

长魏文静、总支书记颜逊、上海市和浦东新区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和企业高管以及

我校经济管理学院的部分教师共 80 余人出席了会议。活动由上海市信用服务行

业协会秘书长饶明华主持。 

  俞涛校长首先致欢迎辞。他代表学校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

谢。他说，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全社会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

信和司法公信建设”，上海去年也召开了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会议，把上

海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向了新的阶段。我校信用管理本科专业在 2004 年成立，

是当时全国第 4 所、上海第 2 所设立信用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经过几年的发展，

信用管理专业已向社会输送了 6 届 450 余名人才，已经或即将成为政府、企业和

中介机构信用管理领域的骨干力量。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是对

学校的信任和鞭策，为我校信用管理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他说，二工大一直

在探索职业导向的高等教育，这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他希望我校能在与社会

的相互作用、相互支持中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委员会

能够对学校、对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表态说，学校一定会积极支持委员会的

工作，保证其专业性和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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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跃华副主任在讲话中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信用管 

理比较欠缺。上海发布了《上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013-2015 年行动计划》，

是落实党中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部署和战略安排。委员会的成立，顺应了

上海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趋势，是社会管理的需要，也是市场发展的需要。希望

委员会在学术前沿上跟国际接轨，其学术成果能被社会广泛应用，为上海在国家

先行先试的信用管理试点中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导，为上海各类行业管理提供

信用管理方面的支撑。 

  浦再明巡视员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他说，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战略转型

和信用管理发展的重大事件，必将对上海的战略转型和企业信用管理产生重要影

响。他对委员会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关注企业信用的系统问题，把信用管理作

为一个系统去研究；第二，从供应链的角度研究信用问题；第三，关注互联网经

济条件下企业的信用问题。他希望委员会搞好战略规划和平台建设，成为上海企

业信用管理的智库、企业信用建设的生力军。 

  徐乃平代表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致辞，表示，委员会的成立是社会组织积

极参与社会信用建设的标志，希望委员会能够更好的服务企业，促进上海的企业

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帮助企业提高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同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

作用，为加快上海发展，建设信用上海做出自己的贡献。 

  接着，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和俞涛校长共同为委员会的成立揭

牌，上海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用管理处副处长张晓莺等为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会员授牌并颁发证书。周禹鹏、陈跃华、浦再明、徐乃平、瞿志豪启动了委员会

网站。 

委员会成立大会结束后，委员会主任柳正国、浦东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副主任张爱平、大公信用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薛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陆栋、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戴国强分别就“上海企业

信用管理专业委员会筹建情况及 2013 年工作规划”、“信用管理体系中的政府作

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突破”、“企业信用风险转移方法”、“美国和德国

信用管理实践的经验与启示”发表了主旨演讲。随后举行了首届信用管理高峰论

坛，在委员会副主任、我校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魏文静和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维诚

志信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裁潘凌佶的主持下，与会嘉宾分别就“信用创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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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管理提升效益”两个议题举行了圆桌论坛，嘉宾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

后，我校副校长瞿志豪做了总结发言，并宣布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高峰论坛顺利闭

幕。 

 

 

经管学院发展规划研讨会暑期召开 

 

8 月，学院召集了部分教师、青年博士、专业负责人、学科负责人、系主任、

教授召开了 6 个层面的座谈会。座谈会围绕学院的发展目标、学院学科专业布局

与规划、人才队伍结构与要求、所在专业总体规划等方面进行。在这些座谈会的

基础上，学院在 8 月 22 日-23 日召开了学院发展规划研讨会，学院党政领导及各

学科负责人、系主任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魏文静院长主持。 

魏文静院长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学院教授针对学院发展提出的建议。她说，教

授们的建议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在发展目标上，申报专业硕士点实现人才培养

层次的飞跃；在专业设置上，增加经济类专业服务上海经济；在队伍建设上，以

职业导向为特点引进国内外的智力资源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在学院的特色凝聚

上，通过国际化找到突破口来实现；在服务社会方面，根据市场需求设置课程、

培养人才规格满足社会对经管类人才的需求；在合作办学方面，与上海其他高校

联合培养研究生提升办学层次。 

程立副院长介绍了学院的专业发展情况。他指出，有些专业发展方向不明确，

缺乏具体方案，接下来的规划制订要明确方向，要考虑到专业预警和硕士点建设

问题，要提出具体方案。搞好专业发展，重点抓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根据教师

自身的特点与长处，形成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会上就教学工作他还强调要把教

研活动、教案等基础性工作做实。就实践教学、课程设置方面，许多老师都提出

要围绕市场需求以及各类大赛的设计方案来实施。会上结合课程建设，还讨论了

《经济管理学院教学管理办法》。 

各个学科带头人就学科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师资队伍、科研成果、基地

建设、奖励办法等畅谈了所在学科的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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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各学科负责人提出的学科规划，李荷华副院长指出，现在学院高水平的

学术团队还没有形成，研究方向还不够凝练，高水平的产学研项目还比较欠缺。

今后学院要把实验室、研究平台、基地做实，争取在国家级课题、高水平论文方

面有所突破。 

研讨会的召开，学院在以下几方面达成共识：一是提出学院的发展目标是“职

业导向，国际视野，特色发展，成为示范”；二是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内部

培养与外部引进相结合，重点要加强青年人才的培养；三是加强学科建设，凝练

学科方向，努力将校级重点学科建成上海市重点学科；四是加强基地建设，实现

教学、科研、实训一体化。 

学院总支书记颜逊做总结发言时指出，此次会议梳理了学院的规划，明确了

发展目标，全院上下齐努力一定能实现学院新的发展与提升。 

 

 

瞿志豪副校长来学院调研 

 

为落实学校定位目标，更好地规划和明确学院的发展目标和任务，经管学院

于 9 月 11 日召开学院发展研讨会，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和相关学科专业负责人出

席，瞿志豪副校长到会并讲话。 

魏文静院长在会上汇报了近阶段和未来经管学院的主要任务和发展目标。她

提出，学院将紧密围绕学校“职业导向的高等教育”定位和要求，科学规划，扎

实推进，争取在四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学科专业的突破。通过努力将校级重点

学科建成上海市重点学科；举全院以及全校文科院系之力，实现专业硕士的突破；

在原有专业基础上，结合学校学科专业定位申报新的专业，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二是师资队伍的突破。整合现有学科团队，新引进的教授要与学科发展相匹配，

引领学科的发展；聘请企业专家 20-30 人为学院兼职教授。三是基地的突破。建

立 VBSE 模拟商业社会环境实验室，该实验室以依托工科服务工科为理念，设立

远程国际同步教学中心、职业仿真模拟训练中心及创新创业体验中心以实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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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践、创业孵化等功能；建立研发中心，在原有的化工物流工程实验中心（中

外运）基础上，在校内建立信用研究中心，通过学术研究与交流，实现成果转化，

服务社会、服务学界、服务政府、服务企业的功能。四是校企合作的突破。在巩

固与中外运合作的基础上，拓展新的合作伙伴，与企业联合培养工程硕士与专业

硕士以实现人才培养层次的突破。 

接着，瞿副校长询问了教学、科研方面的情况。副院长程立从教研活动、教

案等基础性工作做实等方面汇报了教学方面的规划。副院长李荷华从制度建设、

学科团队建设、实验室建设三方面汇报了科研方面的规划。 

  在听取了学院工作汇报后，瞿志豪副校长指出，在学校总体定位和布局下，

经管学院未来的发展与规划如何与之相适是学院上下应认真思考的问题。他表

示，经管学院的领导班子是个有活力、有闯劲的团队，学院整体气氛很好。他希

望学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注重发挥每个博士的潜能，要给机会、提要求、压担

子；在学科专业建设方面，要凝练方向形成学科引领，新申报的专业要符合学科

发展方向；要重点抓好系主任的工作，教研活动要结合教学进程，围绕教学计划、

课程建设来开展。瞿志豪副校长相信，只要学院上下树立信心，共同努力，不久

的将来，经管学院一定会有新的发展与突破。 

 

 

魏文静院长到化工物流工程中心调研 

 

    9 月 18 日，魏文静院长到学院位于上海中外运化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奉贤

基地内的化工物流工程中心调研，听取了谌伟老师对实验室的整体介绍，并和物

流系的李荷华、周艳军、杨涛、谌伟等几位老师进行了交流，最后就化工物流工

程中心下一步的建设规划和使用提出了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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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 

 

姚莉副教授赴兰州商学院实地调研 

 

8 月，根据学院暑期工作安排，国际商务系主任姚莉副教授前往兰州商学院

相关学院部门就国际商务专业及专业硕士申报开展实地调研工作。 

本次调研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和交流国际商务专业教学，收集国际商务专业教

学资料，实地了解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申报工作的相关事宜。兰州商学院作为 2000

年后才拥有硕士学位授权单位的学校，其专业硕士申报和发展情况对我校经管类

专业申报专业硕士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也利于大家相互在国际商务等专业的教

学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毛宏副教授赴希腊和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经济管理学院毛宏副教授分别于 7月 9-11 日和 8 月 4-7 日出席了在希腊雅典

和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三次国际统计年会和第 82 次美国风险和保险学会年会。

并在会上分别与她的合作者共同作了题为“A New Quality Control Technique with 

Quality Characteristic Shifting with Time” 和“Optimal Economic Capital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Systemic Risk”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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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荷华、燕春蓉、李岩三位副教授美国访学归来 

李荷华、燕春蓉、李岩三位副教授分别在今年 8 月 6 日、8 月 17 日、9 月 2

日回校结束为期一年在美国的访学活动。访学期间，各位老师针对自己的研究专

业以及研究课题，通过课堂学习、课后学术讨论、参加学术会议等方式完成了访

学任务，提高了科研能力，开阔了国际视野。以下是三位教师进修期间的研究成

果。 

 
姓名 进修单位 研究课题 研究成果 

 
 
 
 
 

李荷华 

 

 

 

 

 

美国桥港大

学 

 

 

 

 

化工物流服

务供应链的

运营 

1.化工物流服务供应链运营研究，专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9 

2.基于模糊综合法的化工物流服务供应链

风险评估，物流技术，2013.8 

3.基于 AHP 的化工物流服务供应商选择，

中国流通经济，2013.9 

4.Research on Collaboration of 

Chemical Logistics Service Supply 

Chain Based on Multi-Agent，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Beijing, 2013.11 

出版教材《化工物流的健康、安全与环境

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5 

 
 
 
 

燕春蓉 

 

 

 

美国克莱蒙

特研究生大

学 

 

 

 

中国与美国

贸易失衡问

题 

1、国际经济学全英语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新课程研究，2012.10 

2、 欧盟对我国运用“合规性”贸易壁垒

的产品分布研究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2013.1 

3、完成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 “欧盟

对我国实施“合规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及

我国的对策研究” 的研究报告撰写工作，

项目编号 11YS255。 

4、完成上海市教委全英文示范性课程建设

项目“国际经济学”的结题报告和相关结

题工作。 

 
李岩 

 

美国桥港大

学 

随机作业网

络动态资源

配置调度集

成优化研究 

Li, Y. and L. Gibsonb (2013). "Solving 

MRCPSP by A Hybrid Genetic Algorithm 

" ,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 8 - 

桥港大学商学院来访 

 

9 月 5 日下午学院 705 会议室，总支书记颜逊、副院长李荷华、国际贸易系

主任姚莉及李岩博士会见了桥港大学商学院院长Lloyd G. Gibson、校长助理Brian 

Lim。 

总支书记颜逊首先代表学院对桥港大学商学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

他们给予我校三位教师提供的访学机会表示感谢；表达在两校已签署校际合作备

忘录的基础上，希望就双方学院间进一步开展合作进行交流。颜老师随后介绍了

学院的基本情况，重点介绍了学院五个系的师资情况以及学院在校生情况。 

桥港大学商学院院长 Lloyd G. Gibson 介绍了对方学院教师与学生情况，特

别强调了教师的特点，教师都具有在其他领域的工作经历，更好地承担学生的实

践教学，让学生拥有强的动手能力。同时还介绍了商学院的办学层次，有硕士、

本科。校长助理 Brian Lim：介绍了商学院的专业设置情况，介绍通过“2+2”、

“2+3”、“3+2”、“1+1”等模式获取双文凭的合作模式，介绍了已与国内 5 所高

校开展了合作项目。同时介绍了学生攻读学位期间，还可以提供奖学金。 

交谈中，颜老师表示，目前学生到 UB 攻读学位有一定难度，必须要经过政

府审批才能开展合作项目。如果目前采用对方提供的合作模式，学生所获国外文

凭认定困难。但是如果双方愿意双文凭培养模式，我们可以进行调研，起步申报。

根据学校的定位、学院的发展以及对方学院情况，我们希望能从教师交流、学生

交流学习、共同开发课程、暑期组织学生到美国的商务公司、企业等参观，帮助

学生了解美国商务公司、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方法、工作状态等。 

Brian Lim 表示学生短期到 UB 留学是可行的，但对学生的英语水平等是有

相关要求的；在关于暑期学生的见习或者实习方面，有难度，因为学校没有专门

的机构来做，整合这些资源学校难度较大。 

就学生短期留学与教师交流颜老师提出两个想法。一是教学课程包的想法，

在教学课程包里面涉及不同的专业，这样使受益的学生面广，课程包的设计主要

面对二年级下及三年级的学生。如果教学课程包的想法可行，团队多少数量合适。

二是教师暑期组团到 UB 进行短期培训。 

Brian Lim 表示可以接受双方共同开发课程包，如果实行教学课程包，建议



 - 9 - 

15 个学生一个班。并指出，暑期教师团来校培训有一定困难，主要是安排教学

难度大，老师均放假，组织教师授课较困难。能够接受的是正常教学时期我院教

师的来校培训，且赴美前的培训目标较具体为好。 

会上双方就学生短期留学达成意愿，我方 9 月底将我们的需求给对方，对方

将费用成本及要求做个计划给我们。双方期望明年 9 月学生能成行。 

 

【一组简讯】 

 

党总支暑期开展送清凉送关怀活动 

 

 学院党总支所属 8 个党支部暑期开展送清凉送关怀活动，共走访 10 位

退休老教师，此次活动走访对象为独居、重病或大病、高年龄退休教师；另

外各支部还以电话形式给予老教师关怀。 

 

 

学院完成办公室结构调整 

 

2013 年 8 月，酷热难当。学院办公室人员在办公室主任谢凤芳的带领与指

挥下，对学院的仓库、会议室以及 6 间办公室进行了结构调整。在资产管理处人

员没到位的情况下，大家发扬主人翁的精神，自己动手整理、打包、搬运。橱窗

重，大家只好先把里面的东西挪出来搬到指定位置，再把挪出来的东西归置到橱

窗，如此反复，以致虽然室内开着空调，大家依然是挥汗如雨。调整后的办公室

布局合理、整洁舒适，为提高工作效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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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级新生情况通报 

 

2013 级新生总人数 684 人，其中专科 133 人，专升本 82 人，本科 469 人。

截止到 9 月 13 日，专科报到率为 90.23%，专升本报到率为 100%，本科报到率

为 97.44%，总体报到率为 96.35%。专科有 3 个专业，3 个班级；专升本 2 个专

业，4 个班级（含 2 个插班）；本科 5 个专业，14 个班级（含留学生班）。 

 

【学院荣誉】 

 

学院一门课程获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 

 

由程立副院长负责的会计学原理课程获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该课程为

专业基础课。 

 

 

申佳获校优秀档案员称号 

 

在 9 月召开的校档案、信息、文秘工作培训暨 2012 年度表彰会上，学院办

公室申佳老师获优秀档案员称号。 

 

 

学院教师参加上海市社会哲学类党校培训获殊荣 

 

学院党总支选派 5 名副教授培训使大家获得较大收获，我院 2 名教师提交的

博客文章获得优秀。该两篇博文分别为傅红霞老师的《莲光与微笑》以及郑秀君

老师的《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向小平雕像献上一支百合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