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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要闻】
阮显忠书记到学院调研并指导工作
9 月 25、26 日，阮显忠书记到学院进行调研，了解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情况和学院发展规划制订情况，参加了院党政班子的座谈会以及金融系的教
研活动，并进行了指导。
阮显忠书记在听取学院党总支书记颜逊、院长魏文静等的汇报后指出，开展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既要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更要结合当前工作抓出实效。经
管学院结合“正作风、树教风、抓学风”的“三风”建设，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就是从干部抓起，以干部的优良作风带动树立优良的教风，并通过
广大教师努力，形成优良的学风，这种做法很好。学院领导要进一步加强与教职
工和学生的联系，要多听意见、多沟通、多协调，主动为师生员工提供更好的服
务。阮书记强调，制定发展规划，加强学科建设要围绕社会需求，围绕社会服务、
围绕人才培养来开展，这样的学科建设才有价值，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每个学
院都应努力提出自己的方案，争取成为学校建设发展的重点。
在参加金融系的以“诚信校园”为主题的教研活动中，阮显忠书记听取了老
师们对开展诚信学院活动方案的意见，并参加了其中的讨论。他指出，诚信是立

-1-

身之本，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非常重要，同时指出，要培养学生的诚信，教师首
先要讲诚信。他对目前以诚信的理念带动学风建设、先从经管学院做起，从学生
最基本的要求做起的打算等作了充分肯定。对老师们积极关心学生们的成长给予
了高度评价。他希望学院领导高度重视、尽快研究和确定实施方案，使讨论的结
果尽快付诸实施，为其他学院提供有益经验。

学院举行 2013 级新生开学典礼
经管学院 2013 级新生典礼 9 月 25 日在图文信息中心 400 人报告厅隆重举行，
院领导、系主任、新生辅导员及全体新生出席典礼，院总支副书记谈立群主持了
典礼仪式。
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魏文静院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讲话中，魏院长指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必须要以“学、问、思、辩、
行”作为大学生的行动指南，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辅导员代表楼
设琴老师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和人生感悟送给同学们“自强不息”四个字，亲切
的话语让新同学感受到虽远离父母却依然能拥有母亲般的关怀。经管团学联负责
人李想同学代表老生给新生鼓励；13 信用 A2 班姜璇同学代表新生发言，他的发
言着重于如何更好地适应大学学习生活，体现了新生的精神风貌。

学院举行“我的职业我做主”的职业生涯规划讲座
10 月 9 日，一场以“我的职业我做主”为主题的别开生面的职业生涯规划
讲座在 2100 会议室召开。本次讲座由学院邀请已经毕业的 5 位信用管理专业的
校友为学弟学妹分享职业规划的经验。党委副书记胡晟、学生处经晓峰处长、经
管学院魏文静院长、金融系全体老师、辅导员以及信用管理专业全体学生出席了
讲座，讲座由学院总支副书记谈立群主持。
五位校友的讲座各有侧重，并结合自己的求职经历以及职场经验从三方面介
绍了如何进行职业规划，一是要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从储备专业知识、参与社团
活动及社会实践、加强沟通能力的培养来实现；二是要客观认识外部环境，了解
行业信息及用人单位的需求及组织文化；三是精心做好面试准备，包括简历制作

-2-

及面试技巧。讲座中，校友们不时与学弟学妹们进行互动，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不时爆出阵阵欢笑声。
党委副书记胡晟说，校友们来校讲座表达了他们对母校的深深热爱，二工大
毕业生在社会上的认可度高，既有李斌、包起帆这样知名度高的校友，更有众多
像经管学院毕业的具有严谨工作作风、实际应用能力强的校友，我们要秉承这些
优秀的品质，根据企业用人的要求来切实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指出，创业
也是就业的一种形式，我们有创业成功的案例，同学们可以借鉴这些经验认真思
考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魏文静院长对校友们挤出宝贵时间来为学弟学妹们进行职业规划讲座表示
感谢，指出用人单位所看重的职业忠诚应该是信用管理专业的学生必备的职业操
守，并表示学院将倾听毕业生的建议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学生处经晓峰处长在发言中指出，经管学院针对专业举办的职业规划讲座非
常实用，大学生规划职业需要从养成职业习惯，提升职业技能，寻找职业归属感，
树立职业理想四方面着手。
本次为学生举办的就业辅导讲座也是经管学院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为学生服务的一种具体表现。

【对外交流】
姚莉副教授赴芬兰萨沃尼亚理工大学进行教学交流
9 月 22 日至 29 日，经管学院姚莉副教授赴芬兰 Savoni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进行为期一周的教学交流工作，此次交流活动以讲座、听课、教师座谈、
与学生（芬兰、中国）座谈，参观实训工厂等形式进行。作为中方教学互换教师，
姚老师以“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China”为主题为芬兰学生举行了两次讲座。
在介绍中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商务经济概况过程中，对芬兰和中国的情况做了对比
介绍，课堂气氛轻松，芬兰学生都积极参与讲座互动。课后不少同学表示如有交
流互换的机会，他们都非常愿意到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进行交流学习。
在与芬兰教师的交流和随堂听课过程中，发现对方教师在国际商务专业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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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交流都完全可以采用英文交流，课程内容和教学计划与本校国际商务专业较
接近，这为两校国际商务专业的深入合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芬兰教学交流期间，姚老师专门看望了本校在芬兰的八名交换生，针对
他们在芬兰学习的要求与目标，特别是学分和课程选择等问题逐一做了指导和要
求。并对他们在生活和交流中出现的问题和困境予以帮助和解决。
此次赴芬兰进行教学交流，对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提供了实践
经验，同时也加强了两校在教师互换与学生互换方面的合作。

羊英博士参加校组团赴芬兰萨沃尼亚理工大学学习交流
9 月 15 日到 9 月 30 日，羊英博士与学校另外 9 名来自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
学院一线教师赴芬兰萨沃尼亚理工大学进行学习和交流。交流期间，羊老师了解
了芬兰的教育体系、萨沃尼亚理工大学的运营模式、财政管理、创新研发、质量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各个专业教学计划制定等多方面内容。尤其是了解了对方
基于目标的管理方式和创新的理念。

加拿大湖首大学与美国布莱尔德学院一行参观物流管理实验室
10 月 8 日，加拿大湖首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Bahram Dadgostar 、自然资
源管理学院院长 UIF Runesson 等一行人员在校对外交流与合作办公室主任俞雷
霖的陪同下参观了我院物流管理实验室，我院院长魏文静、副院长李荷华参加了
接见。物流系景平老师简单介绍了学院的情况，重点介绍了实验室的情况。景平
老师从国际物流运输系统模拟、物流地理和系统航线设计等物流仿真实验介绍了
全球物流地理信息系统。双方还就感兴趣的专业话题进行了交谈。10 月 31 日，
美国布莱尔德学院助理副校长 David Moore 先生及交通运输学院院长 Russell
McCaffery 先生等一行在外办相关人员及学院总支书记颜逊的陪同下参观了物流
管理实验室。

芬兰萨沃尼亚理工大学
国际项目负责人 Tuula·Linnas 女士来院进行教学交流
10 月 20 日至 27 日，芬兰萨沃尼亚应用科技大学沃尔卡斯校区的国际项目
-4-

负责人 Tuula•Linnas 在经管学院开展一系列的教学交流活动。此次交流活动以座
谈、听课、参与教研活动、给学生讲座的形式进行。
在与学院管理层的交流中，双方主要介绍了学校和学院的基本情况，重点介
绍了国际商务专业的发展情况。在与学院教师的交流中，Tuula 老师分别旁听了
“国际贸易操作模拟”和“国际经济学”（全英文）课程，并在课后与任课教师
展开充分交流。Tuula 老师还参加了国际商务系的教研活动，为全系教师作了一
场图文并茂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学校发展概况和专业设置及教学规划的设计，并
提供了相应网址以便于查阅。全系教师对芬兰学校的教学情况纷纷提出自己的疑
问，并得到了芬兰老师的详尽答复。整场中外教师一起的教研活动轻松热烈，大
家都表示有不少收获。
交流期间，Tuula 老师为学生做了题为“芬兰与芬兰萨沃尼亚大学”与“国
际市场战略理论与应用”的讲座，尤其是结合上海和芬兰的发展情况作的讨论更
是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讲座中，学生与 Tuula 老师的互动效果良好，芬兰老
师主动延长讲座时间，对我方学生的表现非常满意，并表示希望以后互相交流的
时间能从一周变为两周以有利于双方的深入了解。
为期一周的交流使我院与芬方教师加深了了解，对今后进一步继续学生与教
师互换项目，拓展教学和国际化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院举行海外访学与学习交流会
10 月 30 日下午，学院海外访学与学习交流会在学院会议室 705 举行，科研
处曹建清处长以及经管学院全体教师参加了会议，交流会由经管学院副院长李荷
华主持。
此次出国访学与学习的四位老师分别是物流系的李荷华、国际商务系的燕春
荣、管理系的李岩和羊英，出访的国家有美国的桥港大学、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
芬兰萨沃尼亚理工大学。交流会上，各位老师都介绍了对方学校及相关专业的情
况，针对自己的研究专业以及研究课题，详细介绍了访学期间课堂学习、课后学
术讨论、参加学术会议等访学任务。在谈到体会方面，各位老师一致认为，对方
学生课堂参与度高、自主学习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强，这对于我们教学方法的改
进以及学生参与科研的程度提出了要求。曹建清处长在交流会上指出，海外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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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习有利于教师开阔眼界拓宽国际视野，有利于教师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
对于学科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希望更多的老师能申请到出国访学计划提升
自身以及本学科的发展。

魏文静院长率金融系教师赴天津出席专业会议并进行调研
10 月 19 日至 20 日，魏文静院长、金融系主任汪宇瀚、宋辉旺、曾鸣老师
一行 4 人，赴天津出席专业会议并调研。
魏院长一行首先出席了第二届全国信用管理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研讨会。本
次研讨会由天津财经大学大公信用管理学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 14 所高校的有
关领导和教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上，魏院长介绍了我们学院信用管理专业的发
展概况和人才培养特色，各高校代表也都介绍了自身办学情况。会议围绕信用管
理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信用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模式等议题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魏院长在会上表态，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愿意在明年举
办第三届全国信用管理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研讨会，此举得到了与会同行们的积极
响应。
研讨会结束后，魏院长一行 4 人专程赴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进行调研。天
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中的用友新道创新学院建有较大规模的经济管理综合实验
室，经管类专业的学生可以开展联合实践活动。魏院长一行边看边问，颇有收获。
观摩结束后，魏院长一行还同用友新道创新学院的有关领导和教师进行了座谈与
交流。

专业教师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调研
为了做好经济管理学院 VBSE 实验室的建设工作，10 月 16 号，由经济管理
学院科研院长李荷华老师带队，系主任汪宇瀚、卞琳琳、周艳军和李岩等专业负
责人以及学科骨干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调研。李荷华老师一行人调研了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全球贸易实验室和全球贸易模拟实验室，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实验室的主
要负责老师给调研组作了详细的实验室介绍，我院老师就实验室相关问题进行提
问，双方就一些专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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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师参加上海市高职高专经济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宣城教学改革研讨会
为了积极探索职业院校经管类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实践教学创新模式，提
高职业院校经管类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加快“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10
月 25-27 日，上海市高职高专经济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安徽宣城职业技术学
院举办了经管类专业教学改革研讨会。我院王悌云、李岩和曾瑾三位教师与本市
10 多所职业院校的代表一起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提出了对职业院校学生进行“翻转式教学”的新教学模式，新模
式要求改变教师讲授，学生课后复习的传统教学模式，探索将学生的课程学习时
间实现前移，教师对课程内容进行总结辅导性讲解，以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学习潜
能，引起了广大与会教师的兴趣和肯定。
会议在报告中还介绍分析了世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以及
对中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冲击。报告认为：自 2012 年起，以麻省理工学院、
哈佛、斯坦福和伯克利等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国际名校在美国发起的大规模开放
在线课程（MOOCs），其运作模式已在根本上开始触动传统高等教育的根基。
在数字化和云时代，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改革已经到了关键的阶
段。此次研讨会对上海市高职院校的教学改革探索教学新模式是一个有效的促
进，对新升本科院校的经管类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参加 SAP 技术探索之旅
为了让学生了解专业前沿、近距离接触先进企业的最新产品、和兄弟院校的
同学进行深入交流，10 月 16 日，我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10 级、11 级和
12 级共计 137 名同学走进复旦大学张江校区参加名为：
“SAP 技术探索之旅——
SAP 助力未来 IT 领袖走进云计算、内存计算及大数据时代”的活动。
活动共分三个模块：主题演讲、圆桌论坛和 SAP 创新技术乐园。在主题演
讲模块，同学们认真聆听了复旦大学张江学院领导、SAP 全球高级执行董事欧思
华先生等人的精彩演讲，随后，东方卫视主持人林海与同学们分享了如何规划人
生的一些想法。 随后的圆桌论坛在 SAP 大学联盟负责人杨坤女士的主持下展
开，复旦领导、SAP 人力资源、SAP 客户 CIO 以及学生代表一起探讨了以下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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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IT 行业发展趋势及就业趋势、如何成为一个 IT 领袖、毕业生所面临的挑战
和机遇及如何面对、SAP 如何培养未来 IT 领袖、SAP 客户 CIO 分享成功经验，
等等。
下午的 SAP 创新技术乐园里，同学们认真听了 JA 青年成就介绍职业发展
系列讲座，并和主持人展开了交流；同学们在 SAP 的新产品展台前和技术人员
交流了解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在互动游戏区，同学们流连忘返。
一天的活动，让同学们收获颇多，不仅了解了新产品新技术，也和兄弟院校
的同学有了一些交流，并且对未来、对职业也展开了思考。

【总支工作】
学院与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携手共建“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实践站”
10 月 18 日，经济管理学院与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携手共建的“大学生志
愿者服务实践站”揭牌仪式在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顺利举行。我院党总支副书
记谈立群、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书记刘颖、活动部主任刘旸等相关领导出席
了仪式。
首先，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刘颖副书记代表中心详细介绍了“实践站”的
具体情况与建设意义。她讲到，实践站的建立，是普教与高教系统携手共享共创
的一次尝试与探索，目的在于利用高效丰富的教育资源，通过志愿者“大手牵小
手”的特色服务形式，进一步拓展青少年活动时空，为中心开展校外教育活动提
供有力的智力、队伍保障，切实推动校际合作的科学发展。
随后，我院党总支副书记谈立群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希望大学生志愿者能
把握好此次契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
精神，在活动中心志愿服务工作中，积极践行“立足学校、服务社会、奉献爱心、
帮助他人、完善自我”的志愿服务宗旨，努力展现当代大学生志愿者的风采。
仪式上，我院与青少年活动中心签订了“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实践站”合作协
议。谈立群副书记与刘颖老师共同为实践站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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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结束后，来自经管学院的辅导员王洪涛老师和大学生志愿者们带领中心
的学生开展了丰富的“N+1 欢乐营”场馆活动。

学院举行党支部改选、妇委委员、工会委员选举工作
10 月 16 日，经无记名投票、民主推选，学院党总支下属八个党支部完成公
推直选工作，陶仁泉、于彤、李军、景平、于

浩、李秀玉、徐长永、王勤春八

位教师当选新一届支部书记。同日，经选举，于浩、于彤、李曹燕当选为院妇委
委员。10 月 23 日，经选举，于彤、王悌云、宋辉旺当选为院工会委员，于彤当
选为院工会主席。

学院举行校第七次妇代会代表、校第八届教代会
暨第十二届工代会代表选举工作
10 月 23 日，经学院选举， 魏文静等 33 名老师为院教代会代表，颜逊、魏
文静、李荷华、杨敬辉、谢凤芳、于浩、于彤、李曹燕 8 位老师当选为校第七次
妇代会代表。选举于彤、谢凤芳、程立、颜逊、魏文静、李军、李荷华、杨敬辉、
张锦京、谈立群 10 位老师出席学校第八届教代会暨第十二届工代会。

【学院荣誉】
毛宏副教授被列为全球顶级风险管理和保险杂志
近 10 年来最多产和最具贡献力的作者之一
最近，美国Saint Joseph 大学学者Jean L. Heck 在一篇题名为“The Most
Prolific Contributing Authors to the Leading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Journals: 1984-2013” (http://ssrn.com/abstract=2333293)文章中分别列出了近三十
年和近十年全球顶级风险管理和保险杂志最多产和最具贡献力的作者。毛宏被列
入近十年全球顶级风险管理和保险杂志最多产和最具贡献力的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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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系学生参加“远恒杯”营销师（国际商务）技能竞赛获佳绩
2013 年上海高职高专院校经济类专业“远恒杯”营销师（国际商务）技能竞
赛决赛于 6 月 29 日在上海商学院进行，我院国际商务系 10 名学生组成的 2 个参
赛组，代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前去参赛。比赛分为两场，由理论知识竞赛（纸质
答卷）和实务操作竞赛（电子答卷）组成。
我院学生在刚参加完学校期末考试，只有短短一周的时间备赛、且没有经费
和机会对于比赛上机软件进行模拟练习的情况下，凭借比较扎实的专业功底，在
比赛中斩获丰收：黄晓丽和王亚东 2 位同学获得二等奖，施凌燕等 7 位同学获得
三等奖，2 个参赛组（10 人）均获得比赛团体三等奖。本次比赛的专业辅导由国
际商务系张青指导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施凌燕同学在比赛前 2 周，急性阑尾炎开刀住院，学校的考
试均申请缓考，对本次比赛，她在身体未完全恢复情况下，认真备赛、积极参与，
天随人愿，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我院学生参加 2013 上海市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获奖
10 月 19 日，“2013 上海市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上海赛区的总决
赛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古北校区举行，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上海市电子商务促
进中心联合承办。本次比赛得到了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商务委的大力支持，并作
为上海市教委主办的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之一。
我校 9 个队伍参加比赛，其中经济管理学院 4 支队伍，计算机学院 5 支队伍。
比赛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我校共有 3 个队伍获得二等奖（经管学院 1 个，计算
机学院 2 个），4 个队伍获得三等奖（经管学院 3 个，计算机学院 1 个）；最终
经济管理学院一支队伍入选全国总决赛。
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是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工信部、教育部
指导和支持的全国性大学生网络商务能力赛事活动。大赛以企业真实商业项目为
比赛题目，鼓励大学生创新应用互联网工具平台提出策划方案并进行实施，由高
校和企业共同组成的评审专家针对参赛团队的方案创意与实践成果，评出优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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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丽娜同学在上海市第九届红色经典故事讲演活动中获奖
10 月 28 日下午，上海市第九届红色经典故事讲演活动节目展演暨颁奖仪式
在上海教育电视台举行，米丽娜同学的演讲作品《扬民族之魂，立报国之志》荣
获高校组三等奖，同时，学校还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本届红色经典故事讲演活动的主题为“同铸复兴路，共圆中国梦”
，是由上
海市纪委、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教卫党委、市教委、市文化广播影视局联合主办
的，比赛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职校）和高校组四个组别，历时 5
个月。经过校广播台组织的初赛后，我院 12 信用 A2 班的米丽娜同学从众多的
选手中脱颖而出，代表学校参赛。她利用暑假时间，撰写演讲，积极排练，以《扬
民族之魂，立报国之志》为题，演绎了狼牙山五壮士的红色经典故事。在比赛中，
她抒发了青年学子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扬民族之魂，立报国之志，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而拼搏，同筑复兴路，共圆中国梦的豪情壮志！最终，她代表学校
取得了高校组决赛的三等奖。

- 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