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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对于每个领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义：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并没有成真，全球主要大国领导换届、欧

债危机仍在继续、美国步出停滞缓慢、新兴经济国家增速放缓，在中国关于国计民生的诸种问题仍然是人们热

议的焦点……多方博弈之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并不确定的未来，但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正在转型中

继续进步。

对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而言，2012见证了我们过往努力的成就与新发展，更预示了我们远景蓝图的无限可

能。向着建设全球一流商学院的目标，我们从没停下过探索的步伐。曾经付出的努力，在这一年里得到了丰

厚的回报；曾经埋下的种子，经过这一年的精心耕耘，花开灿烂、枝繁叶茂。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2012 年学院喜获丰收：英国《金融时报》（FT）2012年度全球EMBA项目排名，学院三个

项目同时跻身全球百强，这不仅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历史上的首次，更是中国大陆地区乃至大中华地区唯一

一家获此殊荣的商学院。2012年EQUIS（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再认证学院获得了五年有效的证书，是中

国大陆高校第一家获得五年期资格的管理学院。这不仅让我们在中国大陆继续保持领先，也为我们赢得了更

加广泛的国际声誉。这两项成绩的获得是学院教育发展实力和成绩获得国际最高标准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

2012年学院师资队伍的建设已进入相对稳定和成熟期，截至2012年底，学院已有全职教师147名，其中拥有

博士学位者占总人数的93%。学院还聘请了80多位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企业家为名誉教授、

特聘教授或访问学者，组建起一支既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又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的优秀师资队伍。基于优良

的师资、严谨的研究态度和和谐的工作氛围，2012年学院科研项目的获得和学术论文的发表继续有显著的进

步，高等级期刊论文发表和国家重大、重点基金项目获得都有突破。在学生培养方面，本硕博教育改革在持续

深入推进，导师制工作全面展开；MBA 和EMBA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学生满意度越来越高。

同时，校友工作和捐赠工作继续卓越有效地开展；我们巩固了同各国际合作院校的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同

众多行业领先企业的合作关系，在大中华地区通过广泛的校友活动和其它公益活动扩大了学院的影响，也实

践了一所学院的社会责任。新院区项目建设筹划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将为学院跻身世界一流商学院奠定坚实

的硬件基础。

目前学院所处的环境是机会大于挑战，我们的方向和目标非常明确，资源和条件正在形成，我们完全有信心，再经

过三年不到的时间努力发展，2015年在学院庆祝恢复建院三十周年时跻身亚洲一流！

这不是一句空喊的标语和口号，我们已经为之做了足够久的准备；这不是一个空头的承诺，我们已经为之付出太

多的心血。如今的我们随时代前行、跨入全新的阶段，虽然还会有不可避免的困难和挑战，但没有什么能改变我

们的初衷和前行的步伐。这次学院首次推出年度报告，意在记录与传承。过去的2012年，学院有太多的事情值

得铭记，有太多的经历需要总结，有太多的收获需要分享，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我们摘取了其中的重要篇章编撰

成册，希望大家能从中了解学院2012年奋斗发展的全貌。传承过去也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相信，梦想

就在前方，一切美好的愿望和希冀终将实现。

让我们携手奋斗，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卷首语

陆雄文

院长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聚 焦 学院过去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发展结果，这些成绩

的取得凝聚了全院上下的努力，又足以对学院未

来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突破：学院取得EQUIS五年期再认证 荣耀：学院三大项目跻身全球EMBA

排名百强 跨越：复旦EMBA项目十周年成就显著 进步：教研相长结硕果

表彰：2012年度优秀教师名录 典范：年度校友颁奖



突破：学院取得EQUIS五年期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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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9日，我院收到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正式通知，成功通过EQUIS再认

证，并被授予五年认证期。由此，我院成为中国大陆首家取得EQUIS五年期认证的中国大学

商学院。

EQUIS认证以其权威性和评审严格而著称，取得认证的院校必须具备国际领先的管理教育水平，

在教学、科研、国际化和社会贡献等方面均有建树。按照EFMD要求，2011年9月，学院接受EQ-

UIS再认证的现场评估，专家组对学院自2009年首次取得EQUIS认证以来所取得的进步表示了

肯定。学院明确而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不断提升的科研能力、高质量的培养体系、丰富的外部资

源，以及学院在分享知识、服务社会各个方面的行动和投入，都得到了认证专家的一致好评。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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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S认证结果分为不通过、三年期认证和五年期认证，五年期认证是EQUIS认证对于一所商

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这所商学院不仅全面符合了EQUIS认证的标准，且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

位。在中国大陆地区通过EQUIS认证的八家大学商学院中，我院成为了首家通过EQUIS五年

期认证的学院。

2008年6月5日，学院加入EFMD组织并正式启动了EQUIS的首次认证工作，2009年12月9

日成功通过了EQUIS认证。一般而言，一所商学院从递交报告到通过EQUIS认证需要两年时

间，我院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不仅通过了EQUIS认证，且一并通过了AACSB认证，而通过

AACSB认证一般需要5-7年，当年如此高效快速通过两项重量级国际权威认证在国内乃至全

球都是首屈一指的。

目前全球通过EQUIS认证的商学院有仅有100余所，全球同时通过EQUIS和AACSB两项认证

的商学院只有60多家。

取得EQUIS五年认证，是对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综合实力的

高度肯定，也体现了EFMD组织对于学院近年来发展成就的

认同和赞赏，说明学院在学科建设、师资、科研、硬件环境、教

学以及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展。同时，这也是对

学院一直以来坚持国际化的认可，彰显学院在管理学教育领

域方面初步具备了国际影响力。通过国际权威认证，学院拥

有了更多与顶级商学院互相交流、资源共享、平等对话的机

会，也将成为我们迈向世界一流的重要支点和推动力。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陆雄文 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管理学院具备了愈来愈强的战略导向，拥有了

更多成果卓著的研究项目，并通过与国际众商学院和访问学

者们的合作展现出日益提升的国际化水平。

——EQUIS认证授予委员会贺信节选



荣耀：学院三大项目跻身全球EMBA排名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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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FT）发布2012年全球EMBA项目排名，我院喜获佳绩，

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项目、复旦大学EMBA项目、复旦大学—香港大学IMBA项目

三个项目同时跻身全球百强。三个项目荣登FT全球EMBA排名百强榜单，学院由此成为大

陆地区乃至大中华地区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商学院。

三个项目中，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项目是从2006年开始参加排名的，复旦大学EM-

BA项目、复旦大学—香港大学IMBA项目均为首次参加排名。三个项目参加排名均列百强榜

单，在全球范围实属罕见，纵观FT排名榜单，仅有包括我院在内的两所院校。这也充分说明，

聚焦

关注 纪事综览



年度报告 112012

学院有能力接受国际检视，并对自己的综合实力有十足信心。

FT全球EMBA项目排名结果显示：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项目位列全球

第9，该项目自2006年参加FT排名以来，已经连续七年位居全球二十强，七年平

均排名列位中国大陆第一；全中文的复旦大学EMBA项目首次参加排名，位列

第35名、也是全球中文EMBA项目第1名；复旦大学—香港大学IMBA项目也是

首次参加排名，位居第54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英文教学的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项目研究排名

连续七年保持大陆第一；中英双语教学的复旦大学—香港大学IMBA项目毕业

生薪水增幅高达96%，位居全球第三；全中文教学的复旦EMBA项目接受了FT

排名体系中各项指标的全面检验，以总体实力进入全球50强。

《金融时报》每年的排名是全球公认的管理教育权威排名，在学生综合素质及其

职业发展、学院的学术成果和研究能力、学院的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制定了严格、

科学的评价标准。2012年，学院三个项目同时获此殊荣，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中

国工商管理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EMBA教育的领先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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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6日，我院隆重举行复旦大学EMBA项目十周年庆典，逾千名EMBA校友和在读

学生，以及来自政界、商界、学界的嘉宾共同见证了中国本土EMBA品牌从试点创办到全球领先

的十年历程。

十年前的2002年，作为中国第一批试点项目，我院推出了中文EMBA项目。复旦EMBA在创立

之初就拥有与众不同的先发优势，凭借在工商管理教育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引进国际一流EMBA

的办学模式，复旦大学EMBA项目在成立之初就定位于高起点、高标准，遵循开放教育、国际化

办学的理念，并始终坚持与本土化紧密结合，着力打造世界最优秀的全中文EMBA项目。

复旦EMBA项目采用案例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战略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课程设置上，不仅有宏观经济学、数据分析与决策模型等管理基础课，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企

业领导力等管理必修课，还开设有财务金融模块、市场营销模块、国际经营等模块的专业选修

课，美国东部名校交流、欧洲奢侈品课程等海外游学课程。与此同时，项目还开设了大师论坛、

管理前沿论坛、人文复旦系列讲座等第二课堂，为学生综合性提升历史、地理、哲学等多方面人

文素养。在师资配备上，复旦EMBA项目除了学校的优秀教授、国内知名的管理学家或企业家

之外，还聘请了境外一流商学院既有国际视野又熟悉中国文化的华人教授、经济学家、管理学家

担纲授课。

十年来，复旦大学EMBA项目以培养“将帅之才，致胜之道”为目标，共计为社会培养了3000余

位既有国际视野又深谙中国国情的管理精英。

跨越：复旦EMBA项目十周年成就显著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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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6日项目十周年庆典活动由高峰论坛和颁奖晚宴两部分组成。当天的论坛

上，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代表学校致辞，充分肯定了管理学院自恢复建院以来的发展

成绩和EMBA项目十年办学成果。陆雄文院长在随后的讲话中表示，将复旦EMBA项目

十周年庆典视为面向未来的冲锋号，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努力推动建设世界一流商学院的

目标实现。

主题为“2013中国经济与政策展望”的高峰论坛由我校校友、《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

朔主持。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万通投

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信军先后做了精彩

发言。两场校友圆桌对话由陆雄文院长主持，第一场对话的嘉宾有江苏中大地产集团董

事长谈义良、星浩资本总裁赵汉忠、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边华才、浙江昆仑控股

集团总裁叶健、立盟海空通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美志五位校友，围绕备受关注的地

产行业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第二场对话的嘉宾有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平范、

宁波路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斌、信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集团总裁

王绍新、上海珍域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方方，他们分享了各自成功的商业模式以及企业

成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当晚，复旦大学EMBA十周年颁奖典礼暨星浩之夜同学会年会晚宴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七

楼上海厅举行。陈晓漫常务副校长到场致辞，120名EMBA校友分享了十大奖项。

复旦大学EMBA项目大事记

2002年 复旦大学获国务院学位办批准首批试点开设EMBA项目

2004年 复旦大学EMBA项目开设传媒管理方向EMBA项目

2005年 复旦大学EMBA项目以高标准通过全国EMBA教育大检查

2010年 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开创海峡两岸第一个全中文EMBA合作项目

2012年 复旦大学EMBA项目荣膺FT2012EMBA全球排名第35名，全中文项目第一名



时光荏苒。复旦EMBA从当初的先行者与开拓者，成为当今

中国EMBA教育的引领者。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与社会

文明的进步，复旦EMBA逐渐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

路，并呈现出其环视全球、扎根本土，兼具复旦人文底蕴与世

界商业前沿的独特风采。最重要的是经过十年的培养与锤

炼，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和社会领导者从复旦走出。他们是复

旦EMBA的骄傲，也是我们十年来最为荣耀的成就。我相

信，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复旦EMBA同学和校友都能带领各

自的企业在一个开放的国际化竞争环境里成为行业的领导

者。我期待，复旦EMBA校友能够对企业、对行业、乃至对社

会承担起更重大的责任，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文明进步，为

中国重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陆雄文

管理学院继承和发扬复旦商科教育的传统，开拓进取，成绩

显著，已经成为一所在全国工商管理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学

院。这是对复旦EMBA项目十年成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管

理学院近年来狠抓内涵建设、积极提升质量的充分肯定。这

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凝结了管理学院广大师生的心血和汗

水，汇集了领导班子和广大教师的不懈努力。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朱之文

在复旦大学EMBA十周年高峰论坛上的讲话节选

Annual report1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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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年复旦大学EMBA学生构成



“顺势”而为无不为，“循道”淡定抗诱惑，“善术”节用可持续！

项保华

企业管理系教授

十年一剑，将帅之道！百年沉淀，厚积薄发。知识有限，智慧无穷，不求短利，但愿长青，以我为傲，以

你为荣。再过十载，拭目以待，百强之首，非你莫属。

李若山

会计系教授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期待：若干年后，中华改

革大地，有一批最有活力的领导；世界企业星空，有一群璀璨耀眼的新星。我希望：那就是你们！

包季鸣

企业管理系教授

复旦大学EMBA项目学术主任

Annual report18 2012

教授寄语

道可道，非常道。经营之道，竞争之道，惟须常悟常新。

势可谋，不可违。近思远虑，运筹帷幄，方得基业长青。
郁义鸿

产业经济系教授

聚焦

关注 纪事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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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EMBA项目经过十年发展已凝炼出自己的特色：国际化的视野，同时培养学生具有中国智

慧。我希望复旦大学EMBA项目能够为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的培养带来更大的成功。

芮明杰

产业经济系教授、系主任

郑明

统计系教授、系主任

工商管理教育需要综合性的理论知识，更强调实战经验。这就要求所有参与EMBA教育的老师博采

众长，兼收并蓄。复旦EMBA的十年正是教学相长的十年，我们共同期待EMBA项目下一个十年。

孔爱国

财务金融系教授

希望复旦EMBA同学成为有信仰、有追求、有责任心的新时代企业家。

苏勇

企业管理系教授、系主任

复旦EMBA项目十岁了。在这10年里，一批又一批商界精英走进复旦，在这里，你们更加睿智更加淡

定，从这里走出去，你们创造了更大的辉煌。我衷心祝愿每位EMBA学生也祝愿EMBA项目更加辉煌。



Annual report20 2012

进步：教研相长结硕果

2012 年，学院教师申请各等级科研项目103 项，中标40 项。

2012年在国家自科基金项目中标上有新的突破，达到破纪录的24 项，其中包括1 项重点项目，

1 项优青项目和1 项国际重点合作项目。管理学院获得的国家自科项目连续在多年在邯郸校

区保持第四位。申请中标率位于全校前三位。在国家社科项目上获得1 项重大项目。中标项

目总数减少主要是较低档次项目的减少，教师项目的申请更加向高等级项目聚焦。

聚焦

关注 纪事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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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学院学术成果统计与对比

年份

2012

2011

2010

论文
总数

312

371

476

国际
顶级

2

1

1

国际
一级

8

4

2

国际
二级

16

21

25

国际
三级

36

49

39

SCI

55

50

40

SSCI

47

52

29

国外
其他

40

36

36

国际论文
合计

102

111

103

国内
顶级

7

12

14

国内
一级

16

15

14

国内
二级

6

10

35

国内
三级

78

88

123

国内
其他

44

55

77

国内论文
合计

151

180

263

2012年学院课题申请与中标情况

年份 申报数 中标数 其中

重大与重点项目 国家自科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科 上海市哲学社科 其他

2012 103 40 2 24 1 5 5 5

2011 119 54 1 18 2 2 6 25

2010 168 50 1 16 1 5 6 23

2012 年，学院教师共出版专著教材17 部，发表科研论文309 篇，人均2.1篇（发表论文人数为

94 人，人均3.3 篇）。

2012 年学院教师发表在国际高等级期刊上的科研论文数量基本与2011年持平，在国际一

级及以上发表的文章数目，增长比例则达到了100%；其中有5 篇论文发表在UTD 期刊上，

另有6 篇论文已被UTD 期刊正式接收；有8 篇论文发表在FT 期刊上，另有7 篇论文已被

FT期刊正式接收。在国际数据库索引方面，所发表的国际论文被SCI/SSCI 收录的论文比

例接近80%。国内期刊发表数量较上一年有所下降，可能与教师更关注于国际高等级期刊

的发表有关。

根据复旦大学学科发展规划办公室的相关统计分析，管理学院近年的国际论文发表在相关学术

领域对复旦大学的ESI 作出了明显的贡献，如在经济与商学领域的引用次数贡献率达62.6%，

在社会科学领域达12.79%，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达5.25%，在数学领域达4.19% 。



2012年度青年教师新星奖 孔新兵 博士

2012年度学院优秀科研奖 戴悦教授

2012年度学院优秀教学奖 徐志翰 副教授

表彰：2012年度优秀教师名录

2012年度学院绩效评估优秀教师

戴悦 管理科学系王安宇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凌鸿胥正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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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悦教授在2012年度科学研究成果卓著，很好地体现了一位优秀学者在做一流研究方面的突出作

用，2012年管理学院在UTD24本学术期刊共有5篇论文发表，而戴教授一人便贡献了其中两篇，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她发的论文不仅有在她所擅长的管理科学领域，还有在市场营销学领域。2012年戴

悦博士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设立的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她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基金管理学部专

家们的充分肯定，戴博士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并积极参与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专业的学科建

设活动和工作，为学院研究国际化和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为此，特授予戴悦老师2012年度学院优

秀科研奖。

2012年度徐志翰老师在教学方面取得优异成绩，在中青年教师中表现突出。他长期承担本科生的教

学任务，主讲中期财务会计和MBA项目会计学课程，其中中级财务会计被视为代表复旦会计水平的

王牌课程，在业内享有较高声誉。该课程课时量长、工作量大、授课任务重，徐志翰老师自任该课十余

年以来始终保持着勤勉踏实的作风，兢兢业业地上好每一堂课，赢得了广大同学的尊重和爱戴。他以

传授知识为根本，重视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作

风。多年来徐志翰老师不仅超额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教学效果显著。为此，特

授予徐志翰老师2012年度学院优秀教学奖。

孔新兵博士2011年8月自香港科技大学毕业加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在学院工作不到两年，科研成

果突出。2011年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一篇；2012年度发表论文三篇，其中国际顶级一篇，国际一级

一篇，国际三级一篇，在我院青年教师中脱颖而出。孔新兵博士教学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本学年他

承担了三门课程，其中博士课程被评为优秀，精彩的授课获得了学生的一致好评。为此，特授予孔新

兵博士2012年度学院青年教师新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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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系骆品亮 孙霈

市场营销系范秀成 金立印 张延玲

企业管理系苏勇 包季鸣 赵优珍

会计学系娄贺统 任明川 李若山

财务金融系孔爱国

统计学系郑明郁文

2012年度学院绩效评估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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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年度校友颁奖

2012年5月18日，我院举行“荣耀复旦，树立典范——2011年度校友颁奖典礼”。“年度校友”

候选人、学院领导，以及两百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校友齐聚一堂，共同参加了这一盛会。

一年一度的“年度校友”评选是学院的年度盛事，旨在表彰和宣传在社会上取得杰出成就、

对学院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本院校友。作为学院给予校友的最高荣誉，该评选已进入第四个

年头。

2011“年度校友”评选工作于2011年11月26日启动，经过“评选主题公布”、“候选人提名”、

“候选人资格审查和筛选”、“候选人资料准备和递交”、“候选人名单公布和网络投票”、“年度

校友评选委员会评议”等多个环节之后，有十三位校友脱颖而出成为“年度校友”候选人，他们

从事各行各业，但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以不懈努力和深沉情怀贡献社会、回报学院。

聚焦

关注 纪事综览



年度报告 272012

陆雄文院长在仪式开始前，将年度校友候选人一一请上台，亲手为他们佩戴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院徽。

从2008年第一次“年度校友”评选开始，每年的评选都有一个特定主题，如2008年的“慈善·奥运”，2009

年“创业·创新”，2010年“世博·奉献”。从本次评选开始，不再设立特别主题，改为设立“年度卓越领袖

奖”、“年度创新成就奖”、“年度社会贡献奖”和“年度学院服务奖”四个奖项，希望以多样的角度来嘉奖在

各个领域成绩斐然、具有典范意义的校友。

获得“2011年度卓越领袖奖”的校友是1998级复旦-港大IMBA校友、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乐江校

友。获得“2011年度学院服务奖”的是复旦大学1946级统计系本科老校友周炜。获得“2011年度社会贡

献奖”的是1998级复旦-BI（挪威）MBA校友、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张醒生校友。获得“2011年

度创新成就奖”的是2002级复旦EMBA校友、东方财富网创始人兼董事长其实。



年度校友获奖感言

徐乐江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98级复旦-

港大IMBA 校友）

我离开复旦已经14年了，今天很荣幸回来接受这

个奖项。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年轻

时对管理不甚了解，后来进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学习，填补了工商管理知识的空白，可以更好地为

企业、为社会服务。非常感谢学院的培养，让我在

工作中不断进步，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尽自己的绵

薄之力回馈母校。

年度卓越领袖奖

周炜（1946级统计系本科老校友）

1946年我进入复旦大学统计系学习，毕业后进入

社会，在努力工作的过程中，深感管理学的重要。

衷心希望学院未来紧跟新的形势，联系实际来设

置课程结构；也希望未来的学子们勇于解决新问

题、不断迎接新挑战。

年度学院服务奖

Annual report28 2012

聚焦

关注 纪事综览



张醒生 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1998

级复旦-BI（挪威）MBA校友）

十几年前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学习不仅让我在

企业经营能力上有了显著提高，更重要的是让我

体会到了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我深深感到保

护地球是我们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希望

以后可以和校友们一起为我们共同的家园、为我

们的子孙后代多做一些事情。

年度社会贡献奖 年度创新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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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东方财富网创始人（2002级复旦EMBA校友）

很荣幸作为第一届 EMBA 学生获得了这个奖

项。EMBA发展的十年，也是我成长的十年，正

是受到学院的指导，老师、校友的鞭策、鼓舞，我

从一个轻松的自由投资人，转向互联网行业创

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金融类最大的财经

网站留在上海，为互联网行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关 注 2012年学院的发展历程上，这些事，这些人，引人

注目，荣耀闪光。



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精彩十年 复旦大学与绿地集团就建设学院新

院区签署协议 1952届工商管理系校友毕业60周年返校 “商学院商业与社

会全球联盟”首届会议在巴黎举行 陈曾焘校友荣获复旦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回放：李达三校友荣获复旦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2012年度复旦管理学杰出贡

献奖颁出 1604名2012届毕业生荣耀毕业 全球最佳商学院排名学院荣获

远东第一名 创中国高校之先河:本科生&家长orientation活动举行 践行社

会责任：蓝墨水等系列公益活动继续进行 国顺路院区修葺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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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由复旦大学与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联合开设的“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项

目”迎来十周年纪念。学院与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紧密合作，利用深厚的学术资源和广阔的

社会关系，在高端商业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办学理念与运作模式也为中国EM-

BA教育树立了标杆。

作为教育部正式批准的首个中外合作的 EMBA项目，成立于2002年的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

EMBA项目十年来为全球商业市场培养了600余位管理人才。总裁、副总裁、CEO等职位高达

25%，总经理占21%。项目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其中8%的学生来自欧洲及中东地区，8%来自

北美；项目校友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其中快速消费品、能源、工业设备、医药与生物技术等方面

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自2006年参加FT排名以来，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项目已经连续七年位居全球二十

强，七年平均排名列位中国大陆第一，在“研究实力”分指标排名上连续七年保持大陆第一，这不

仅是对项目质量的重要肯定，也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管理教育突飞猛进的发展状况。

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精彩十年

聚焦

关注

纪事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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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与绿地集团
就建设学院新院区签署协议

2012年，学院新院区建设有了新进展。复旦大学与绿地集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协议主要

内容包括绿地集团将参与承担我院新院区建设，以EPC工程总承包方式（即设计、采购、施工一

体化承包“交钥匙”工程）为我院在五角场商圈的“创智天地”建设新院区。

根据复旦大学和绿地集团签署的“校企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备忘录，绿地集团将以EPC工程总承

包方式为学院建设的新院区项目总用地面积为1.5万平方米，总投资预计10亿元，规划建设三

栋集教育、商业、社区于一体的教学和行政办公楼。计划于2013年开工，2015年10月底竣工。

绿地集团为表达对教育事业及学院打造国际一流商学院的支持，将本项目EPC管理费中的2/3

（工程总投资的4%）捐赠给我院。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出席了当天的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并致

辞。校长杨玉良与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代表双方签署校企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常务副

校长陈晓漫与绿地集团副总裁许敬代表双方签署学院新院区项目建设协议。副校长冯晓源，绿

地集团许敬、黄健、胡京、吴卫东等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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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日，我院1952届工商管理系校友在毕业60周年后重聚学院。中共中央政

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作为1952届老校友一员参加了活动，与他的24位同

班同学欢聚一堂。参加返校活动的25位老校友平均年龄82.7 岁，年龄最长者已有88岁，

最小者也已满80岁。他们戏称自己是真正的“80后的聚会”

1952届校友毕业60周年座谈会由陆雄文院长主持，朱之文书记和杨玉良校长分别致欢迎

辞和赠送纪念品。当天，李岚清校友将一枚自己篆刻的印章送给了复旦大众印社，他还带

来了自己的作品赠给母校。自由交流环节，李岚清校友回忆了1952年9月12日带领上海

大学生奔赴东北支援建设的经历。老校友们都畅所欲言，共同重温了难忘的同窗时光。大

家还一起回忆了自己的老师，感谢老师们的教诲让人受益终身。

陆雄文院长表示，欢迎各位老校友常回母校看看，到2015年学院新院区落成之时，希望再

次邀请1952届校友们返校。此前，学院为老校友们安排了为期三天的参观活动，走访了上

海的地标性建筑，观摩了学院新院区的设计规划，参观了学院教学科研设施。

1952年，国家建设亟需人才，复旦大学根据国家政策安排工商管理系三年级学生提前一年

毕业，与大四学生一起于1952年毕业。1951年8月16日，复旦大学曾申请将工商管理系

改为企业管理系，并获核准实行，后又改回工商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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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届工商管理系校友毕业60周年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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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6日-11月17日，“商学院商业与社会全球联盟”首届会议暨“公司治理与领导力”国际论

坛在法国巴黎举行，陆雄文院长代表学院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公司治理与领导力——管

理视角与责任感”（corporate governance leadership business performance& responsibility）。

2011年6月，中国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法国埃塞克工商学院、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德国曼海

姆大学商学院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院携手，成立“商学院商业与社会全球联盟”（Council on Busi-

ness and Society, A Global Alliance of Schools of Management）（简称“COBS”）。五家全球著名商

学院作为联盟成员，共同打造一个全球范围的合作平台，整合全球教育资源，实现信息共享、多方合作，

促进全球管理教育水平的提升推动全球经济及社会的发展。

在11月15日举行的联盟院长新闻发布会上，陆雄文院长表示：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随

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应当以至关重要的合作者的身份积极投身于世界舞台，积极承担责任，解决

国际纠纷，献计献策。“毫无疑问，在推进全球企业管理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复旦大学要起到引

领作用。”

按照联盟规定，五大商学院院长组成院长联席会，负责联盟的战略发展，对全球范围内商学教育与社

会经济重要事件进行探讨与商议；五大商学院同时派专人成立执行委员会，负责联盟日常事务及年

度会议的执行与组织；各派资深教师组成学术委员会，致力于年度论坛的学术交流工作。

联盟将每年举办一场大型国际会议，发布研究成果、探讨经济热点问题、分享管理教育创新及变革经

验。该年度会议由五家商学院轮流主持举办。

“商学院商业与社会全球联盟”
首届会议在巴黎举行

聚焦

关注

纪事综览





Annual report38 2012

2012年12月13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复旦大学正式授予我校校友、我校第

一至第四届校董陈曾焘先生名誉博士学位。市领导、陈曾焘先生的家属和亲友、我

校及学院相关领导、教职员工、学生代表等近400人参加了授予仪式。

朱之文书记代表学校致辞，高度评价了陈先生致力于国内慈善与公益事业、矢志不

渝推动大学教育所做的努力。作为复旦大学第一至第四届校董，陈曾焘先生向复旦

大学共捐资2000余万元，兴建了恒隆物理楼、管院思源教授楼、光华楼思源会议厅

等一系列教学办公设施。2005年在复旦大学设立思源奖助学金，共有160人次学生

陆续受到资助；基金会还资助了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香港年会等活动。

杨玉良校长宣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陈曾焘先生名誉博士的决定，并为陈先生颁

授学位证书。陈先生在随后的致辞中感谢了学校，回顾了年轻时在母校的求学岁月

和奋斗历程。他指出，年轻学子们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乐于担当的勇气，要为继

承和发扬卓越的复旦精神，为国家，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陈曾焘校友荣获复旦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为中国的教育事业

贡献一份绵薄之力。这是

一份血浓于水的感情。做

慈善也让我从心底产生了

一种幸福感，我会好好把慈

善事业做下去。

——陈曾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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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8日，“复旦大学授予李达三先生名誉博士学位仪式”在我院举行，李达三先生的

亲友、市领导、我校师生等近400人共同见证了这一荣耀时刻。

原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首先致辞，对李先生为教育事业、社会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表达了诚挚

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杨玉良校长宣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李达三先生名誉博士学

位的决定，并向为李达三先生颁授证书。

李达三先生事业有成后，在教育与医疗方面，捐款不计其数，其中包括在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

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及上海市澄衷中学等国家著名学府，捐建教学大楼或资助教育基金，并

赞助香港大学骨科研究发展基金等。

1990年代初，李先生捐款500万元，为复旦大学建造了高10层、面积7000平方米的“李达三楼”。

2008年，李达三先生再次捐赠800万元，用于大楼的重建工作。而他的夫人叶耀珍女士也捐资建

造了“叶耀珍楼”，这一对“伉俪楼”屹立于邯郸路的两边，隔街而望，在复旦传为佳话。

回放：李达三校友荣获复旦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2012年度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颁出

2012年10月22日，2012年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暨中国管理学年会开幕式在天津

大礼堂举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黄海军教授和中国科技大学梁 教授获得2012年度“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

奖，他们分别获得5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为了表彰对中国管理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做

出开创性、奠基性贡献的老一辈工作者，2012年，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专门增设了“复旦管理

学终身成就奖”。被誉为“中国质量管理之父”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

程院院士刘源张成为了该奖项的首位获得者。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名誉会长李岚清出席了活动并亲自为刘源张院士颁奖。天津市委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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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市长黄兴国出席活动并致辞。当天上午，还举行了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

四次会议。当晚，李岚清同志举行晚宴欢迎出席活动的嘉宾。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是由复旦校友李岚清同志于2005年用个人稿费作为原始基金发起成立

的。基金会设“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旨在鼓励管理学人才潜心研究、勇于实践，打造中国管

理学界的“诺贝尔奖”，提高中国管理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2006年至今，已有19

位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做出卓越成绩的学者获此殊荣。从2012年起，

基金会增设“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对中国管理学做出开创性、奠基性贡献的老一辈

管理工作者。

历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者名单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获奖名单

陈锡康

朱道立

陈剑

王重鸣

陈国青

李维安

郝模

胡鞍钢

黄季

石勇

唐立新

汪寿阳

陈荣秋

吴世农

赵曙明

李树茁

薛澜

黄海军

梁

所在单位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名誉理事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家评审组成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主任、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

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卫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家重点学科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学科带头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民建中央委员

东北大学物流优化与控制研究所所长、东北大学制造系统与物流优化辽宁省重点实验室主任，东北

大学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学科首席负责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知识与系统科学学会理事长，国际多目

标决策学会执行理事，亚太工业工程与管理学会理事和中国运筹学会副理事长

华中科技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厦门大学副校长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全国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优选法

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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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名2012届毕业生荣耀毕业

2012年7月7日，2012年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会计硕士毕业典礼举行。921名复旦大学MBA

项目、IMBA（MIT）项目、S3 ASIA项目、EMBA项目、MPAcc项目、复旦大学-BI（挪威）MBA项目

以及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项目的专业硕士毕业生身着毕业礼袍，与学校领导、学院老师

以及应邀前来观礼的家属共聚相辉堂，荣耀毕业。

毕业典礼上，我校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陆 教授亲自为圆满完成学业的每位毕业生颁发毕业证

书和学习证书，并为毕业生致辞。随后，我院陆雄文院长为毕业生致辞，他衷心期待毕业生们在未

来的发展道路上获得更大的荣誉和成功，也期待大家在2015年管理学院30年院庆时让母校和学

院领略大家崭新的风采。

Annual report42 2012

聚焦

关注

纪事综览



2012年6月30日，我院2012届本科生、硕士、博士联合毕业典礼举行，382名毕业生荣耀毕业。

我院陆雄文院长、黄丽华书记、党政领导和各系系主任、教师代表、全体本硕博毕业生及部分毕业

生家长、家属参加了本次毕业典礼。

2012年11月3日，2012届复旦—港大IMBA项目毕业典礼举行，301名毕业生走出复旦，走向人

生的另一个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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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届毕业生概况

本科生

175

硕士

185

博士

22

总计

382

复旦
MBA项目

287

复旦
IMBA项目

129

复旦ASIA
MBA项目

8

复旦
MPAcc项目

47

复旦
EMBA项目

271

复旦-BI(挪威)
MBA项目

125

复旦-华盛顿大学
EMBA项目

54

复旦-港大
IMBA项目

301

总计

1222



碰撞思维、拓展眼界、启发

观念，还有什么比这种“学

习”更让人痛快的呢？两

年在复旦的学习，带给我

的不仅仅只是一纸证书、

或是课程的知识，更重要

的是一份敢于担当、乐于

奉献的情怀。

——钱华

(2012届复旦大学EMBA)

学习过程固然艰苦，其中

的乐趣与收获却让我觉得

付出是值得的。未来我将

循着自己内心去发展，并

且认真地去付诸于行动，

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交

代。而在我的未来蓝图

中，复旦管院依然会是不

可缺少的存在。

——林劲

（2012届复旦

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

对于我而言，在复旦的学习

时光不只是和同学老师一

起走过的一段路，更是以后

职业发展的新起点。复旦

就像是一个加油站或者中

转站。我在这里所获得的

一切，都将在未来的岁月中

慢慢显示出价值。

——赵天意

（2012届复旦大学MBA）

两年的复旦学习，每门课

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两

年的复旦生活，带给我许

多前所未有的体验和收

获。在我以后的成长过程

中，我将深深铭记复旦管

院所给予的宝贵力量。

——徐火
火
火
火飞

（2012届复旦

IMBA<MIT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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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复旦的学习，我不

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

可以温和而坚定地处理各

种事情。多元化教学让我

能够把视野打开，而不是

局限于眼下。对于职业生

涯的前景，我充满了信心。

——张云峰

（2012届复旦大学

Asia MBA）

复旦对于我来说，不仅仅

是母校，更是人生的一座

港湾。MPAcc项目的设

置‘以学生为本’，我们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方向和

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来学

习课程。在复旦学习的知

识理论与实践经验，是一

笔十分珍贵的财富。

——张艳

（2012届复旦MPAcc）

复旦师资方面的优化组合

也体现出了令人惊艳的成

效。项目富有逻辑性和实

用性的课程安排让我能够

充分地学以致用。丰富而

有益的课堂体验、契合中

国市场实际的教学方法、

多元化的学习环境将使我

终生受益。

——霍斌

（2012 届复旦

-BI<挪威>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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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8日，欧洲商学院排名机构环球教育（EDUNIVERSAL）发起的“2012年度全球最

佳商学院”排名揭晓，我院荣居远东地区第一名。学院在2010年和2011年的排名中，均位列远

东地区前三甲，2012年勇摘桂冠，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分列二、三名。

“2012年度全球最佳商学院”排名是由来自150余个国家共计1000名商学院的院长投票得出

的，旨在为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全球各地最优秀商学院的信息。该排名不仅考验一所商学院的

综合实力，而且检视其国际化程度和水平，特别是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根据投票结果，

参与排名的商学院将被分为不同星级，同时把全球分为九大区域，每个区域评选出前三名。西

欧获得前三名的商学院分别是哥本哈根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伦敦商学院；麦吉尔大学德

索特尔斯管理学院、哈佛商学院、耶鲁管理学院名列北美地区前三名。

全球最佳商学院排名学院荣获远东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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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8日，我院2012本科生＆家长Orientation举行。继2012年2月开创性地举办家

长Orientation后，学院再一次大胆尝试，寻求突破——首次将本科生Orientation与家长Orien-

tation合并，同时邀请2012级本科生、家长、导师参与活动。这不仅为广大经管大类的新生提供

一个了解学院育人理念、培养方案及优质资源的契机，同时使家长有机会亲身体验孩子未来几

年的学习、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以此搭建起一个学生、家长、导师三方相互交流沟通的平台。

本次活动共有250余名学生、45名家长和近60名导师参加。在一天之内进行多个活动，通过多

角度的互动和交流，贯彻了本次活动的举办意义和目的。

陆雄文院长为活动致开幕辞，并对新生们提出了五点期望和要求：独立和自主能力、学习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形成良好品格、建立理想和抱负。吕长江副院长、姚凯副书记分别从学院专业设

置与学术培养、学术管理与校园生活等角度对管院的文化、生活、学习做了进一步的介绍。新生

们还与职业发展中心主任黄智颖老师、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傅烨老师以及校友、学长就如何

度过大学生涯展开讨论。午餐时间，学生、家长和导师进行了富有学院特色的“午餐交流会”和

“师生咖啡馆”活动。

创中国高校之先河:
本科生&家长orientation活动举行



2012年，“蓝墨水精英教育计划”先后走进苏州、芜湖、青岛等地，为当地的职场白领提供免费的

知识和思想大餐；并通过举办“蓝墨水校园开放日”、“蓝墨水精英沙龙”、“蓝墨水微访谈”等形式

为职场白领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渠道。全年，“蓝墨水精英教育计划”参加人数超过5万人。

2009年，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为了帮助更多的职场白领积蓄前行的能量和动力，

我院启动“蓝墨水精英教育计划”，针对职业精英人群，提供开放性的学习平台，帮助补充和完善

知识体系，通过公益性的教育服务活动来引导职业经理人来直面危机，在学习中积累蓄势、增强

信心、提升能力。“蓝墨水精英教育计划”采用包括open day 校园体验, Open Lecture论坛讲

座, Open class课堂感受, Opend Hour 职业咨询等形式，为广大职场白领提供免费学习服务，

受到职场白领普遍欢迎。“蓝墨水精英教育计划”的活动范围从校园延伸到CBD，从上海扩展全

国主要城市，包括北京、青岛、南京、苏州、南通、芜湖、武汉、深圳等地，影响力日益扩大。

从2009年至2012年，四年来“蓝墨水精英教育计划”举行专场大型活动已超过100场，参与嘉

宾逾200人，拥有近2万名蓝墨水会员，参与者达20万人次，学院直接投入累计逾600万。

践行社会责任：
蓝墨水等系列公益活动继续进行

Annual report48 2012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作为一所富有时代使命感的商学院，始终都把践行公益、

弘扬社会责任作为努力的方向之一。

聚焦

关注

纪事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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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友中心

2012年的龙舟赛和健康跑两项活动共吸引超过1000名校友及亲友参加，活动现场收到学生

成长基金捐赠9万元。

2、萌基金

萌基金是复旦-港大IMBA校友2008年发起成立的，以教育资助为主线，开展公益慈善项

目。迄今，“萌基金”在陕西、四川、西藏、甘肃、贵州捐建数十个萌芽图书室，直捐资助了几百

个孩子的学习生活费。仅2012年下半年直接资助了101个小学生、10个中学生、2个图书

室，并举办了系列公益讲座。每年萌基金还组织了新年慈善音乐会。

3、MBA爱心委员会

MBA爱心委员会成立于2004年，是MBA学生自发成立的专门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的团体，包

括宁夏西吉支教、复旦“聚劲周”爱心活动日、上海奉贤福星民工子弟小学联谊活动等等。到

2012年，已经连续5年组织远赴宁夏西吉开展“我很棒”夏令营活动，共有100多名志愿者参

与，为将近300名贫困学生提供了每年600元的助学金。

4、聚贤荟

聚贤荟是复旦-BI（挪威）MBA项目同学会，成立于2005年，慈善一直是聚贤荟的一个主题，

专设了公益活动部。“聚贤荟”设立常年捐款账号、上课期间宣传并当场募款等多渠道筹款方

式，并不定期举行慈善拍卖活动。从2008年开始聚贤荟筹集的善款捐赠给嘉定行知学校，用

于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环境。2011年7月开始又投入新疆葡萄藤项目，组织支教队赴新疆吐鲁

番市郊区的艾丁湖中学支教。

5、复旦EMBA公益活动

复旦EMBA项目学生和校友，不仅在校期间热心参加慈善拍卖、捐款助学等各类公益活动，李

新炎、陈爱莲、陈锦石、谈义良等一大批学生还率领自己所领导的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活动。捐

助希望小学、设立慈善基金会，EMBA学生和校友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学院所倡导的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的培养理念。

6、本硕博学生志愿者活动

云南镇沅支教调研项目、公益咖啡馆、金融公共教育进社区、三门路助老服务系列活动、湖南

永顺爱心助学活动、关爱农民工子女教育系列志愿活动、上海蚁族生活工作状况调查研究、崇

明生态岛建设中的失地补偿机制实践调研……学院本科生/硕士/博士生的不仅活动形式多

样，而且参与人数众多。

2012学院公益爱心活动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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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学院对院内及周边区域约5000㎡室外景观进行了设计、施工改造，增添了绿

化，增设了景观，优化了设施布局，院内修葺一新，为学生和老师提供了更安全更舒适

的学习、教学环境。

国顺路院区修葺一新



综 览 从师资到科研，从系科设置到论坛汇总，从在读

人数统计到国际合作院校名录，在这里，可以一

览学院在2012年的新变化。



师资构成 2012年晋升职称教师 2012年新进教师 学院各委员会、领导小

组组成名单 系科设置 在读学生人数统计 研究中心 2012学院教师出

版专著 2012 学院国际A类期刊发表论文列表 2012 蓝墨水系列论坛

2012问学讲堂 2012人文复旦论坛 2012管理前沿论坛 2012 复旦松下讲

座 2012复旦硅谷银行管理大师论坛 2012 MBA名师讲堂 2012 MBA聚

劲论坛 学院加入的国际组织名单 国际合作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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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师资构成

港澳台及外籍教师构成

聚焦 关注 纪事

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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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博士、产业经济学、复旦大学

硕士、应用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

彭贺

副教授

企业管理系

研究方向

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

中国本土管理

教育背景

博士、会计学、复旦大学

李远鹏

副教授

会计学系

研究方向

会计信息质量

基于会计信息的投资策略

教育背景

博士、会计学、复旦大学

学士、审计、厦门大学

方军雄

教授

会计学系

研究方向

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

报表分析、投资行为与效率

薪酬设计与效率

教育背景

博士、工业工程、美国北卡州立大学

硕士、系统工程、华中科技大学

学士、检测技术及仪器、华中科技大学

戴悦

教授

管理科学系

研究方向

供应链管理、收益管理

物流管理、博弈论、库存控制等

2012年晋升职称教师

聚焦 关注 纪事

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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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博士、统计学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硕士、经济学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肖志国

副教授

统计学系

研究方向

面板数据、纵向数据

测量误差模型、广义矩估计

教育背景

博士、经济学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硕士、经济学、北京大学

学士、经济学、北京大学

姚志勇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系

研究方向

产业组织理论、激励理论

应用经济理论

教育背景

博士、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复旦大学

学士、统计学、复旦大学

郁文

副教授

统计学系

研究方向

半参数统计模型、生存分析

经验似然、约束统计推断

营销中的统计方法

教育背景

博士、管理科学与工程、复旦大学

硕士、数量经济学、复旦大学

学士、工业管理工程、同济大学

王安宇

副教授

管理科学系

研究方向

商业模式创新、合作研发管理

竞争与合作策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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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博士、经济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硕士、经济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学士、管理科学、复旦大学

张娜

讲师

财务金融系

研究方向

公司财务、国际金融

宏观经济学

教育背景

博士、国际化制造与供应链网络

英国剑桥大学

硕士、控制科学与工程、清华大学

学士、管理科学与工程、清华大学

卫田

讲师

企业管理系

研究方向

兼并与收购、国际商务

科技管理

教育背景

博士、企业管理、复旦大学

硕士、工商管理、复旦大学

学士、硅酸盐专业、浙江大学

孙金云

讲师

企业管理系

研究方向

企业战略、创业管理

中小企业战略

教育背景

博士、商业经济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分校

学士、工业外贸、上海大学

曹雯

讲师

产业经济学系

研究方向

工业组织学、应用微观经济学

2012年新进教师

聚焦 关注 纪事

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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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博士、经济学、美国埃默里大学

硕士、经济学与金融学

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

学士、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

朱祁

讲师

财务金融系

研究方向

实证金融资产定价

应用金融计量学

资本市场与投资、国际宏观

教育背景

博士、金融与会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硕士、金融、西安交通大学

学士、金融、西安交通大学

朱振梅

讲师

会计学系

研究方向

股票收益异价、股票资本成本

信息披露政策影响、收益质量

教育背景

博士、管理科学与工程、复旦大学

硕士、企业管理、复旦大学

学士、会计学、上海财经大学

钱世政

教授

会计学系

研究方向

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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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各委员会、领导小组组成名单

学术委员会

主 任：薛求知

副主任：李若山 徐以

委 员：胡建绩 蒋青云 刘 杰 王克敏

孙小玲 项保华 郁义鸿 朱仲义

秘 书：韩 莉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主 席：芮明杰

副主席：殷志文 吕长江

委 员：范秀成 洪剑峭 胡建强 凌 鸿

苏 勇 孙 谦 骆品亮 郑 明

秘 书：柯佳儿

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

主 席：陆雄文

副主席：黄丽华

委 员：胡建绩 蒋青云 李若山 刘 杰 孙 谦

项保华 徐以 薛求知 郁义鸿 朱仲义

学科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陆雄文

副组长：黄丽华 芮明杰 薛求知

成 员：蒋青云 凌 鸿 吕长江 苏 勇

孙 谦 徐以 郑 明

本科教育指导委员会

主 席：吕长江

委 员：洪剑峭 金立印 金曙松 李元旭

骆品亮 王安宇 徐剑刚 张成洪

秘 书：柯佳儿

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主 席：陆雄文

副主席：殷志文 项保华

委 员：包季鸣 黄建兵 黄丽华 蒋青云 孔爱国

李若山 凌 鸿 骆品亮 祁新娥 任明川

苏 勇 孙一民 徐以 郁义鸿 郑 明

秘 书：李萌娟

聚焦 关注 纪事

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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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评议会

主 席：胡建绩

副主席：胡君辰 胡建强

师资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陆雄文

顾 问：郁义鸿

成 员：黄丽华 吕长江 郁义鸿 薛求知 周 健

胡建绩 胡君辰 胡建强

教师行为规范委员会

主 任：黄丽华

副主任：郁义鸿 叶耀华

委 员：胡君辰 黄 沛 凌 鸿 骆品亮

吕长江 徐剑刚 徐以 张新生

全员导师制指导委员会

主 任：陆雄文

副 主 任：黄丽华 吕长江

委 员：孙 谦 芮明杰 苏 勇 姚凯

郑 明 凌 鸿 徐以 蒋青云

秘 书 长：姚 凯

副秘书长：周 缨 朱 峰

审计与预算委员会

主 任：吕长江

副主任：叶耀华 胡建绩

成 员：娄贺统 徐恬静 黄 刘方珍

秘书长：徐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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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设置

财务金融系

产业经济系

管理科学系

会计学系

企业管理系

市场营销系

统计学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

教师人数

22

17

19

19

23

20

12

16

研究中心

序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名称

上海物流研究院

服务营销与服务管理研究中心

产业经济研究所

经济管理研究所

国际企业管理研究中心

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

企业人力资源研究所

东方管理研究中心

企业发展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复旦花旗管理研究中心

中国市场营销研究中心

住房政策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创业与创业投资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统计实验与咨询中心

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

复旦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

全球金融营销和客户管理研究中心

复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在读学生人数统计（截止2012年底）

本科

硕士

博士

MBA项目

MPAcc项目

EMBA项目

复旦-港大IMBA项目

复旦-BI(挪威)MBA项目

复旦-华盛顿大学EMBA项目

DBA项目

DDIM项目

金融硕士项目

805

199

158

1560

180

833

523

221

110

76

105

166

聚焦 关注 纪事

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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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学院教师出版专著

教师

芮明杰

芮明杰

芮明杰

宁钟

金立印

王安宇

项保华

周红

谢晋宇

徐剑刚

黄丽华

苏勇

胡奇英

胡奇英

项保华

苏勇

张晓蓉

书名

产业发展与结构转型研究

产业发展与结构转型研究(第二

卷)——基于价值链重构：上海先

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动态匹

配研究

产业经济学（第二版）

创新管理：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服务保证的设计及其有效性：消费

者心理距离视角的实验研究

管理学专业英语教程（第三版·上）

管理之理：困惑与出路(第2版)

国际会计准则(第二版)

可雇佣性能力及其开发

人民币走出国门之路：离岸市场发

展与资本项目开放

上海市企业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实践与探索

顺势应变的管理创新—上海汽车

变速器有限公司“五大中心”管理

模式

随机运筹学

预测与决策教程

战略管理——艺术与实务

（第五版）

中国管理学发展进程

(1978-2008）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

出版社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中国经济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

清华大学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所有作者

芮明杰 王子军

芮明杰 赵小芸等

芮明杰

宁钟

金立印

邱东林 王安宇 何 雁 张雪波

项保华

周 红 王建新 张铁铸

谢晋宇

马 骏 徐剑刚等

刘 健 黄丽华 周正曙

杨春保 苏 勇

胡奇英

李 华 胡奇英

项保华

苏 勇

马 骏 张晓蓉 李治国等



Annual report64 2012

2012学院国际A类期刊发表论文列表

教师 文献名称

戴 悦 Competitive and collaborative quality and warranty management in supply chains

戴 悦 Exclusive channels and revenue sharing in a complementary goods market

孔新兵 Modeling high-frequency financial data by pure jump processes

孔新兵 On the jump activity index for semimartingales

黎德元 Empirical likelihood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the endpoint of a distribution function

黎德元 Toward a unified interval estimation of autoregressions

梁晓雅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hina: East meets west

陆雄文 A framework of students' reasons for using CMC media in learning contexts:

A structural approach

彭志伟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second life vis-à-vis chatroom on media perceptual

assessment and actual task performance

施海娜 IFRS reporting, firm-specific information flow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孙 霈 The contingent value of corporate political ties

孙小玲 Improved estimation of duality gap in binary quadratic programming using a

weighted distance measure

孙小玲 Lagrangian decomposition and mixed-integer quadratic programming reformulations

for probabilistically constrained quadratic programs

张 诚 Understanding online purchase decision making: The effects of unconscious thought,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information quantity

张显东 Approximation algorithms for the parallel flow shop problem

郑琴琴 Task attributes and process integration in business process offshoring:

A perspective of service providers from India and China

朱 祁 Jump on the post-earnings announcement drift

朱仲义 A unified variable selection approach for varying coefficient models

朱仲义 An informative subset-based estimator for censored quantile regression

朱仲义 Corrected-loss estimation for quantile regression with covariate measurement errors

朱仲义 Robust empirical likelihood inference for generalized partial linear models with longitudinal data

朱仲义 Variable selection in robust regression models for longitudinal data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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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作者

Dai, Yue, Sean X. Zhou, and Yifan Xu

Cai, Gangshu (George), Yue Dai, and Sean X. Zhou

Jing, Bingyi, Xinbing Kong, and Zhi Liu

Jing, Bingyi, Xinbing Kong, Zhi Liu, and Per Mykland

Li, Deyuan, Liang Peng, and Yongcheng Qi

Ngai Hang Chan, Deyuan Li, and Liang Peng

Liang, Xiaoya, Janet H. Marler and Zhiyu Cui

Guo, Zixiu, Xiongwen Lu, Yuan Li, and Yifan Li

Tan, C. H., J. Sutanto and C. W. Phang

Jeong-Bon Kim and Haina Shi

Sun, Pei, Kamel Mellahi, and Mike Wright

Xia, Yong, Ruey-Lin Sheu, Xiaoling Sun, and Duan Li

Zheng, Xiaojin, Xiaoling Sun, Duan Li, and Xueting Cui

Gao, Jie, Cheng Zhang, Ke Wang, and Sulin Ba

Zhang, Xiandong and Steef van de Velde

Luo, Yadong, Stephanie Lu Wang, Qinqin Zheng and

Vaidyanathan Jayaraman

Zhou, Haigang and John Qi Zhu

Tang, Yanlin, Huixia Judy Wang, Zhongyi Zhu, and Xinyuan Song

Tang, Yanlin, Huixia Judy Wang, Xuming He, and Zhongyi Zhu

Wang, Huixia Judy, Leonard A. Stefanski, and Zhongyi Zhu

Qin, Guoyou, Yang Bai, and Zhongyi Zhu

Fan, Yali, Guoyou Qin, and Zhongyi Zhu

刊名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Marketing Science

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Test

Econometric Theo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Statistica Sinica

Test

Biometrika

Journal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Journal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日期

01月07日

03月06日

04月10日

05月27日

06月02日

06月20日

07月20日

09月05日

10月13日

11月28日

论坛

蓝墨水新年论坛

蓝墨水新浪微访谈

蓝墨水精英沙龙

蓝墨水校园开放日暨MBA/EMBA/MPAcc联合咨询会

蓝墨水精英论坛暨MBA/EMBA/MPAcc联合咨询会·苏州

蓝墨水精英论坛·青岛

蓝墨水精英论坛·安徽芜湖

蓝墨水精英沙龙

蓝墨水校园开放日暨MBA/EMBA/MPAcc联合咨询会

蓝墨水新浪微访谈

主题

2012中国宏观经济展望

智胜“她时代”，快乐享生活

如何提升职场幸福感

阿里巴巴的破局之考

科技创新类公司的资本市场之路

转型经济下的企业内控

数字时代的职场领导力

当前金融环境下的经济转型与企业发展

如何提升职场竞争力

职言不讳—职场转型的成功秘诀

如何面对职业转换

2012蓝墨水系列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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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孔爱国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力奋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倪建达 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王均豪 均瑶集团总裁、副董事长

毕 群 DFS环球免税集团市场副总裁、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项目校友

辜思历 伟事达中国CEO导师

钱世政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

袁峥怡 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校友

李若山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MPAcc项目学术主任、会计学系教授

包季鸣 复旦大学EMBA项目学术主任、企业管理系教授

孙明波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校友

徐水波 传化公路港物流集团首席执行官、复旦大学管理学院MBA校友

刘振华 安徽省芜湖市副市长

陆雄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孔爱国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尹同跃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耿裕华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校友

秦 曦 上创信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硕士校友

刘 杰 中国建行上海分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兼培训中心主任

张 明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职业发展中心 高级职业发展顾问

徐水波 传化公路港物流集团CEO、复旦MBA校友

杨立伟 阿尔弗雷德登喜路（中国）人力资源及行政总经理、复旦-BI（挪威）MBA校友

陈 虹 花旗集团环球交易服务部总监、复旦-港大IMBA校友

陈文韬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职业发展中心高级顾问

张小龙 兴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复旦大学国际MBA项目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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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问学讲堂

日期

04月06日

05月29日

06月01日

主题

当前经济形势及对策

Good Derivatives

A Story of Financial and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中国经济周期、结构转型

和资本项目开放

主讲人

成思危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Richard Sandor

芝加哥环境金融交易所CEO

马骏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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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人文复旦论坛

时间

02月17日

03月09日

04月13日

05月26日

06月08日

07月13日

08月10日

09月21日

10月20日

11月22日

演讲嘉宾

沈丁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教授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

骆玉明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厉曙光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教研室

主任，教授

葛剑雄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图书馆馆长

彭希哲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高鑫

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石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倪世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演讲主题

海洋安全与中美关系

当前的宏观经济：观察与研判

闲话西游

我国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解析

我国边疆问题的由来与目前形势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

影响及其应对

个人健康与管理

中国改革三十年历史回顾与未来

三十年前景展望

发展中的衰退——基于宏观数据

和结构主义的解释

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2012 复旦松下讲座

时间

09月18日

10月23日

11月20日

12月20日

主题

经济和商业决策的心理-有系统可寻吗？

On Compassionate Scholarship: Why

Should We Care

基于不完整信息的客户价值估测和精准

营销

动态视角的消费者激励研究

主讲人

黄赓（美国联邦快递集团副总裁兼

首席经济学家）

徐淑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

际管理摩托罗拉教授，中国管理研

究国际学会主席）

陈宇新（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

Polk Brothers零售学教席教授，市

场营销学终身教授）

张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

校的营销学副教授（终身教职））

2012管理前沿论坛

日期 地点 主题 主讲教授

03月24日 福州 经济转型环境下的领导力修炼 包季鸣 教授

03月26日 合肥 中国的经济奇迹面临的挑战 华 民 教授

04月27日 南京 企业经营的宏观环境 孔爱国 教授

05月11日 太原 山西经济转型与中小企业发展对策 孔爱国 教授

05月15日 上海 中国企业的内部控制 李若山 教授

09月15日 杭州 产业时代的产业网络 钱世政 教授

09月27日 东莞 后危机时代的企业转型与商业模式创新 芮明杰 教授

10月27日 重庆 当前金融环境与西部企业的机会 孔爱国 教授

11月01日 上海 中国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 李若山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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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复旦硅谷银行管理大师论坛

日期

04月28日

06月08日

07月14日

11月23日

11月02日

12月20日

主题

Three Decades of Start Ups -1979-2012

Taking People with You

谈中国房地产大趋势

Career and Life Lessons to People Who

are Embarking on the Career

自组织理论与无为而治

The Benefits of Running a Global Company

that Operates on a Local Level

主讲人

Gary Rieschel

启明风投创始人

David Novak

百胜集团全球CEO

张玉良

绿地集团董事长

Greg Becker

硅谷银行总裁兼CEO

施永青

中原地产董事

Rob SPEYER

铁狮门房地产总裁兼Co-CEO

2012 MBA名师讲堂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04月07日 转型经济条件下公司内控的困惑 李若山 复旦管院会计系教授

05月04日 复旦MBA的机遇与准备 陆雄文 复旦管院院长、市场营销系教授

05月25日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电子商务模式创新 黄丽华 复旦管院党委书记、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系教授

09月14日 中国经济怎么了？ 钱世政 复旦管院会计系教授

10月20日 如何打造优秀品牌 苏 勇 复旦管院企业管理系主任

10月28日 中日美关系及亚太安全 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11月17日 国学入门：典籍阅读的语言基础 傅 杰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11月24日 宏观经济与全球视野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12月08日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的选择 芮明杰 复旦管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



2012 MBA聚劲论坛

时间

06月13日

06月16日

10月26日

11月14日

主题

女性的“纠结”与男性的“危机”

解密1号店

The M Word - The Mistakes

Entrepreneurs Make

To Embrace the Future with

Courage — Turning Business

Challenges into Opportunities

《勇者无畏——企业如何化挑战

为商机》

主讲人

袁岳

社会学博士、现任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吕建中

原必和必拓中国区副总裁、金鹰集团赛德利国际

集团企业事务副总裁

周欣华

中国三明治副主编

严梓妤

风投行业美女精英、老鹰创投合伙人

于刚

1号店董事长兼创始人

唐海松

原亿唐公司创始人，CEO

Mr. PATRICK M. PREVOST（蒲白春）

President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abot

Corporation卡博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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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加入的国际组织名单

组织名称

U21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Online Alliance

AAPBS

ABEST21

PIM

EFMD

AACSB

CASE

GMAC

Beta Gamma Sigma

加入年份

2004

2005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08

2010

2008

2009

2010

身份

成员

成员

陆雄文院长 任副主席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陆院长 任董事

成员

具体事项

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供广获国际认可的研究

生课程

加入亚太管理学院联合会 (AAPBS) 组织，学

院积极参与组织活动，促进会员组织之间的

交流

加入Alliance on business Education and

Scholarship for Tomorrow，成为中国最早

加入该组织的商学院

学院成为PIM (Part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组织的候选成员

正式成为PIM组织成员学院

加入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 组织

正式获得该组织的EQUIS认证

加入国际商学院联合会 (AACSB) 组织，得

到与更多国际领先商学院交流沟通的机会

正式获得AACSB认证

CASE是教育机构及其发展相关专业人士的

专门组织

成为美国商学院协会研究生入学管理委员

会 (GMAC) 在全球的第173家正式会员

该组织是获得AACSB认证的国际精英商学

院学生和校友的国际荣誉协会



国际合作院校

美洲 America

美国 USA

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

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

哈佛大学商学院

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

范德堡大学欧文管理学院

迈阿密大学商学院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商学院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北卡罗莱纳大学凯南-弗拉格勒商学院

埃默里大学戈伊祖塔商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商学院

雷鸟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

内华达大学商学院

德雷克塞尔大学列博商学院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乔治敦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

查尔斯顿学院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加拿大 Canada

麦吉尔大学Desautels管理学院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约克大学Schulich商学院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

阿尔伯特大学商学院

亚洲 Asia

香港 Hong Kong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

台湾 Taiwan

台湾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

台湾大学管理学院

日本 Japan

早稻田大学商学院

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院

韩国 Republic of Korea

高丽大学商学院

成均馆大学商学院

首尔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新加坡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国立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

新加坡管理大学

泰国 Thailand

国立法政大学商学院

大洋洲 Oceania

澳大利亚Australia

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

悉尼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

墨尔本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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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瑞大学

新西兰 New Zealand

奥克兰大学

欧洲 Europe

瑞典 Sweden

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

于默奥大学商业经济学院

挪威 Norway

挪威管理学院

挪威经济管理学院

芬兰 Finland

阿尔托大学经济学院

汉肯经济学院

英国 U.K.

埃克塞特大学商学院

伦敦商学院

华威商学院

曼彻斯特商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丹麦 Denmark

哥本哈根商学院

荷兰 The Netherlands

鹿特丹管理学院

蒂尔堡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德国 Germany

慕尼黑商学院

科隆大学管理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

明斯特大学工商管理与经济学院

奥托贝森管理研究院

曼海姆大学商学院

奥地利 Austria

维也纳经贸大学

萨尔茨堡大学商学院

法国 France

巴黎高等商学院

格勒诺布尔管理学院

埃塞克商学院

瑞士 Switzerland

圣加仑大学

苏黎世大学经济学院

西班牙 Spain

IE商学院

Esade商学院

意大利 Italy

博科尼大学

路易斯大学

比利时 Belgium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索尔韦商学院

以色列 Israel

特拉维夫大学管理学院

非洲 Africa

南非 South Africa

斯坦林布什商业学院大学商学院

国际合作院校



纪 事 以时间为序，以条目呈现，细致、简洁、全面记录

学院在前进路上的点点滴滴。





复旦-沃顿GCP项目计划书签署。

我院企业答谢会举行，50余位企业嘉宾出席答谢会。

2012“蓝墨水新年论坛”举行，来自金融、地产等业界精英和专家学者就当前

经济形势各抒己见。

我院校友答谢会举行，对过去一年里以各种方式对学院给予支持的热心校友

予以感谢。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开题报告会

暨第7期产业发展长桌研讨会举行。

学院校友创业与投资俱乐部正式成立。

2012级MPAcc项目开学典礼暨Orientation开幕式举行。

2011级本科生家长举办Orientation活动。

第三届复旦EMBA同学会第一次会长会议召开，复旦EMBA各地区分会和

专业协会的会长参加了本次会议。

香港嘉华集团主席、我校校董吕志和一行访问我院。

上海物流研究院第二届院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我院举行，任命徐以 教授

为上海物流研究院院长。

我校和台湾大学联合主办的两岸EMBA精英论坛在台北举办。

美国耶鲁管理学院院长爱德华·斯奈德教授一行到访我院。

学院第八届企业招聘会举行。

我院第三次参加“地球一小时”环保熄灯活动。

“山那边的感动”之“复二代”绘画活动举行, 近20名小孩用创作图画的方式

来传递爱心、帮助远方的同龄人。

“金融家之夜”活动拉开帷幕，以模拟面试的形式为金融硕士项目学生实习就

2012年1月3日

2012年1月5日

2012年1月7日

2012年1月7日

2012年1月9日

2012年1月15日

2012年2月24日

2012年2月26日

2012年2月26日

2012年2月29日

2012年3月6日

2012年3月9日

2012年3月15日

2012年3月30日

2012年3月31日

2012年4月8日

2012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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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把脉。

“蓝墨水CBD精英沙龙”走进徐家汇商圈，主题为“如何在职场中寻找幸福

感”，200余名职场白领参加。

由会计学会主办、香港会计师公会特别支持的第一届“会计人文节”开幕。

第六届“校友健康跑”在江湾校区举行，吸引了逾400名校友和亲友参加。

MBA项目“聚劲周”开篇活动iLab讲座举行。

1978级工业经济管理本科校友相聚福建，共同纪念毕业30周年，近40位校

友参加。

启明创投创始人Gary Rieschel作为复旦-硅谷银行管理大师论坛的主讲嘉

宾，为200名师生享了三十载创业发展史。

学院名誉教授陈曾焘先生到访我院，“思源基金会思源社2012年度周年大

会”举行。

苏勇教授主持申请的“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层面及

支撑体系研究”项目获得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我院纽约校友联络处举行第三届复旦EMBA纽约论坛暨校友晚宴活动，100

余名校友及嘉宾参加。

首届MPAcc项目校友毕业5年后重返校园。

MPAcc项目第四届财务分析大赛启动仪式举行。

我院学术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魏尚进教授作客学院，为学生们带

来一场题为“人云亦云中的汇率误区”的演讲。

我院师生运动会举行，教师代表队、行政职工代表队以及本科生、研究生、

MBA学生共17支代表队参加。

由张家港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经信委与我院共同举办的“推动经济转型升

级”专题讲座举行。

2012年4月10日

2012年4月17日

2012年4月21日

2012年4月23日

2012年4月28日

2012年4月28日

2012年4月30日

2012年5月2日

2012年5月6日

2012年5月12日

2012年5月12日

2012年5月12日

2012年5月15日

2012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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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2012中国人力资源发展与管理论坛暨第三届复旦-正略钧策人力资源

论坛”举行。

第三届企业实习招聘会举办。

“再工业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我院举行。

我院承办的题为“创业、创新与可持续管理”的上海论坛管理分论坛举行，10

余位来自国内外的学界、商界嘉宾参加了论坛。

“蓝墨水校园开放日活动”开幕，近500名听众围绕“产业变化引起的资本市

场变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世界碳交易之父、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Richard San-

dor 作客问学讲堂，为 100 余名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好的衍生品”的

演讲。

管理论坛本科生讲座活动举行，陆雄文院长为400位本科生作了题为“有用

之用与无用之用”的演讲。

学院兼职教授、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校友作

客问学讲堂，为200名师生做了题为“中国经济周期、结构转型和资本项目开

放”的演讲。

复旦-BI（挪威）MBA 项目18班开学典礼举行。

“商业知识发展与创新论坛”暨“复旦商业知识”（www.bk.fudan.edu.cn）上

线启动仪式举行。

2012（春）复旦大学EMBA项目开学典礼举行。

百胜餐饮集团全球CEO David C. Novak作客复旦硅谷银行管理大师论坛，

为400余位师生做了一场题为“超级领导力：实现伟大目标的唯一道路”的

演讲。

校友龙舟赛举行，近700位校友与家属参加。

第三届动态竞争国际论坛举行，主题为“动态竞争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2012年5月17日

2012年5月18日

2012年5月22日

2012年5月27日

2012年5月27日

2012年5月29日

2012年5月31日

2012年6月1日

2012年6月6日

2012年6月7日

2012年6月8日

2012年6月8日

2012年6月10日

201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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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振华重工公司创始人、原总裁管彤贤作客我院，为100位师生做了一场

题为“技术创新——企业发展的不竭源泉”的演讲。

1985级工业经济管理干部班毕业25周年重聚，近30名校友参加。

复旦“ME天使会”第一届天使大会暨天使签字仪式举行，10位校友成为天使

会的首届天使投资人。

学院正式加入耶鲁管理学院“全球高端管理联盟”（GNAM，Global Network

for Advanced Management）。

“蓝墨水精英论坛”走进青岛，EMBA项目学术主任、企业管理系包季鸣教授

以“数字时代的职场领导力”为题发表演讲，近200名职业经理人参加了本次

活动。

1992级企业管理、数理统计、运筹学、管理科学、管理信息系统五个专业

的本科校友相继举办入学20周年、毕业15周年的聚会活动。

我院和《中国经营报》共同主办“中经·复旦奢侈品高峰论坛”。

复二代青少年领袖日活动在我院举行。

“2012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暨2013年度研究生招生宣传活动”举行。

“2012未来企业家峰会”在学院举行。

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作客复旦硅谷银行管理大师论坛，与200位师

生分析了中国房地产的形势，并解读了绿地二十年发展史。

1988级管理科学本科校友在毕业20周年之际重聚母校。

2005级MBA秋3班毕业5周年班级团聚，近40位校友和家属参加。

“蓝墨水精英论坛”走进芜湖，吸引了近400名政府官员、企业家和职业经理

人参加。

1985级管理科学专业本科校友相聚深圳，近40名校友及家属参加。

2012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风险管理：不确定年代

2012年6月15日

2012年6月16日

2012年6月18日

2012年6月19日

2012年6月20日

2012年6月22日

2012年6月30日

2012年7月4日

2012年7月5日

2012年7月13日

2012年7月14日

2012年7月14日

2012年7月14日

2012年7月20日

2012年7月20日

2012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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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对策略”。

我院无锡校友联络处成立两周年庆典举行。

1988级数理统计与运筹学本科校友举行毕业20周年纪念活动，50多校友参

加了此次活动。

2012级MBA 新生首次CDO Orientation活动举行。

我院主办的“2012西部资本论坛”在西安成功举行，包括校友、企业家等在内

的3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2012校友工作会议在台北举行，12个地方联络处及4个校友俱乐部的校友

代表参加。

1982级经济管理本科入学30周年纪念活动在青岛举行，27名校友参加。

由学院主办的“两岸经济走势与企业机会论坛”在台北举行，近100位校友、

学生和台湾各界嘉宾参加。

复旦大学-香港大学IMBA项目2012级开学典礼举行。

我院纽约校友联络处举办第三届“绍濂杯”网球赛暨网球派对活动，吸引了

近100名校友及家属参加。

由我校住房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公共住房的未来”国际研讨会在学

院举行，11个国家与地区的15位国际权威公共住房政策研究专家就公共住

房问题展开讨论。

我院会计研究中心成立暨签约仪式举行。

2012级MBA开学典礼暨“聚劲2012”Orientation活动开幕式举行，500余

名MBA新生参加。

首届学术兴趣班启动，逾40位学术兴趣班学生和近20位课题导师参加了本

次开班仪式。

1982级管理科学本科校友毕业30周年重聚母校。

2012年7月22日

2012年7月27日

2012年8月6日

2012年8月15日

2012年8月17日

2012年8月17日

2012年8月24日

2012年8月25日

2012年8月25日

2012年8月29日

2012年9月6日

2012年9月7日

2012年9月12日

201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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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级复旦MBA春季班毕业5周年班级团聚活动举行，近40名校友参加。

1992级财务管理本科校友入学20年暨毕业15年聚会举行。

1999级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班近20位校友重返母校，参加毕业10周年

聚会。

复旦管院-科勒日活动举行，并举办了题为“科勒140年传承与创新”的讲座。

我院和安永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联合主办的“安永-复旦中国最具潜力企业”评

选活动揭晓。

2012级DDIM项目开学系列活动拉开序幕，2012级80名学生参加。

第六期校友导师计划启动暨第五期校友导师颁证仪式举行。

学院团学联举办的“定向越野”比赛举行。

我院香港校友联络处换届仪式举行，新一届香港校友联络处主任为1985级

管理科学硕士马骏校友。

学院在香港举办论坛，与当地校友、企业家、职场精英共话“后危机时代商业

人才的应对之策”。

1998级理财学本科毕业10周年聚会举行，近40名校友赶来重聚。

1998级理财学本科毕业10周年聚会举行,近40名校友参加。

2000级复旦MBA宁波班毕业10周年聚会举行，30多位校友参加了活动。

1988级经济管理系本科逾40位校友毕业20年之际重聚学院。

“蓝墨水校园开放日”暨“MBA/EMBA/MPAcc联合咨询会”拉开序幕，吸引了

近700名职场白领前来参加。

2012-2013年度“聚劲杯”创业大赛启动仪式暨复旦-瑞安创业系列论坛第

一讲举行。

2005级复旦MBA秋4班举办毕业5周年团聚活动，40多名校友参加。

2012年9月14日

2012年9月15日

2012年9月15日

2012年9月18日

2012年9月20日

2012年9月21日

2012年9月21日

2012年9月23日

2012年9月27日

2012年9月27日

2012年10月6日

2012年10月6日

2012年10月6日

2012年10月13日

2012年10月13日

2012年10月16日

201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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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北京校友联络处成立两周年活动在北京举行，60多位在京校友出席。

企业管理系博士生“学术之星”工作坊“IACMR国际学术会议分享会”举行。

我院杰出特聘教授徐淑英教授作客复旦大学Panasonic讲座，为近100名师

生做了一场题为“论同情心的学术：我们为什么要关爱”的讲座。

我院和怡安翰威特中国主办的博思荟沙龙“高管薪酬和激励研究”结果分享

会举行。

2000级复旦IMBA校友举行毕业10周年团聚，近40位校友参加。

2012本科生＆家长Orientation活动举行。

由我院和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上海上市公司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论坛”举行。

《上海现代服务业五新100例（第一辑）》首发式暨现代服务业商业模式

理论研讨会举行，该书是由我院和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合作、联合编

辑出版。

1990级硕士研究生班26位校友举办毕业20周年团聚活动。

金融硕士项目第一届模拟证券投资大赛开幕论坛举行。

2000级复旦—港大IMBA毕业10周年聚会举行，逾80位校友参加了活动。

2000级MBA春季一班毕业10周年团聚活动举行，近40位校友参加。

由星展银行（中国）主办，我院、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联合协办的2012社会

企业高校论坛举行。

第十期“产业发展长桌研讨会”举行，本期主题为“能源、环境与上海产业发展

选择”。

AceBridge全国首届大学生行研大赛复赛暨复旦赛区比赛举行。

我院学生成长基金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复旦大学EMBA项目2012级秋季班开学，259名新生入学。

2012年10月21日

2012年10月22日

2012年10月23日

2012年10月25日

2012年10月27日

2012年10月28日

2012年10月30日

2012年11月1日

2012年11月3日

2012年11月5日

2012年11月10日

2012年11月10日

2012年11月21日

2012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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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2日

2012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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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Greg Becker先生作客硅谷银行管理大师论

坛，为两百位师生做了一场题为“面向步入职场者的职业生涯与人生经验”

的演讲。

第六届校友返校日举行，20多个班级、400多位校友参加。

我院校友女性俱乐部正式成立。

复旦MBA 2012-2013 iLab商业实验室正式启动。

我院和英格索兰公司联合举办“百年企业管理高峰论坛”。

复旦-BI（挪威）MBA项目19班开学典礼举行。

第八届制造服务外包国际论坛物流外包与信息技术分论坛举行。

学院第九届企业招聘会举行。

2012年度苏州校友年会暨联络处成立4周年活动举行，70余位校友携亲友

参加。

2012年复旦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管理学院分论坛举行，主题为“迎接第三次

工业革命：中国企业的创新与变革”。

2005级复旦-港大IMBA项目校友毕业5周年聚会举行，70多名校友重回学

院参加活动。

学院第四届工会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员大会举行，会议选举凌鸿教授为新一

届工会主席。

2012年11月22日

2012年11月24日

2012年11月24日

2012年11月29日

2012年11月29日

2012年12月5日

2012年12月6日

2012年12月7日

2012年12月8日

2012年12月8日

2012年12月22日

2012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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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走过一个世纪的复旦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立工商管理教育体系的高校，早在1917年就创设了商

科，并在1929年正式成立了商学院。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中断。改革

开放之后，复旦大学率先恢复管理教育，1977年开始招收管理学科专业学生，1979年成立管理科

学系，1985年恢复组建管理学院。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壮大，目前学院设有8个系、20个跨学科研究中心（所）。产业经济学为全国

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为全国重点（培育）学科、上海市重点学科。

全院现有教师148人，其中教授49人、副教授63人。93%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其中取得境外博

士学位的有53人，占总人数的35.81%。

学院已形成一些在国内外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专业和研究方向，积累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专著、论文

和专利，培养了一批卓越的学术带头人，形成了十几个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团队。

学院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习氛围，每年都吸引了众多考生前来深造，培养了一批批管理精

英，目前学院校友已超过30000人。

2007年，管理学院正式成为PIM（Part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组织成员。

2009年，学院成为GMAC(美国商学院协会研究生入学管理委员会）正式会员。同时，顺利通过

EQUIS（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认证，并在2010年成功通过AACSB（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认

证，在两年内以全球最快速度通过两大国际权威认证。2012年，学院通过EQUIS五年期再认证，

成为大陆第一家获得五年期资格的管理学院。

商学历史悠久

学科体系完整

师资力量雄厚

科研实力突出

优秀人才辈出

国际权威认证



领导团队

陆雄文 管理学院院长

全面负责学院各项行政工作，并负责学院发展与捐赠事务。

黄丽华 党委书记

全面负责学院党的工作。

周 健 常务副院长

协助院长负责学院日常运营，分管行政及其人事、财务、后勤保障与采购、IT、培训与咨询业务、

重大建设等工作，受院长委托承担专项工作。

薛求知 副院长

分管科研与学科建设工作，包括博士后流动站。

孙一民 副院长

分管学院品牌形象及宣传、学生职业发展、企业关系、校友关系、知识创新与案例发展、专项活动

等工作。

殷志文 副院长

分管专业学位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工作。

吕长江 副院长

分管师资建设工作，包括评聘、培养、考核等；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

叶耀华 党委副书记

分管党组织发展、工会及教职工离退休工作。

赵伟韬 党委副书记

分管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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