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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获评“改革先锋”称号，报告对厉教授参与国家改革开放
进程中做出的贡献进行了部分回顾；第二，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正式启动，
书院依托光华的学术机构优势，以研究与教育贡献新型全球化为时代使命；第三，
“光华思想力”是北大光华的智库平台，旨在立足新时代中国，提升商学教育。
在 构 建《 北 京 大 学 光 华 管 理 学 院 社 会 责 任 价 值 报 告 2018》 的 内 容 框 架
时， 我 们 力 求 保 持 国 际 视 野， 主 要 参 考 PRME（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Management Education）、ASPEN 理念和评价体系，即“负责任的商学—管理学
教育”，以及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等国际领先大学的可持续发
展报告。同时，在借鉴 GRI-G4、ISO26000 等国际规范和实践的基础上，确定编
制本报告的基本思路。要点是：
 秉承 ISO 26000 有关“组织责任”的核心理念
 采纳 ASPEN 评价商学院社会责任表现的内容结构
 借鉴国际领先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写架构
 参考 GRI-G4 标准披露方法
 结合商学院的运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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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院长致辞
厉以宁
作为北京大学的管理学院，光华管理学院一直以来
十分重视对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企业的社会责任可
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企业要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
出人才、出经验。如果企业能够给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
我们的产品就能走向全世界；能够提供优质的服务，我
们就能吸引各国的客户到这里来；能够出人才，我们的
企业管理人才就将通过自己的企业培养出来；能够出经
验，我们这个经验就能够为其他企业所用。
第二，企业必须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今天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比经济
增长本身更重要。财富的创造，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包括社会对
它的作用。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当减少污染，改善环境，应当使人的收入不断
上升，使民生日益改善。
第三，企业要为社会的和谐做出贡献。首先，应该懂得生产的目的不是生产
物质产品，而是在培养人、发展人，不但要关心自己企业的职工，还要关心所在
的社区居民。其次，应该懂得我们不仅要注意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还要注意到
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
人们互助、互爱、互信，才能使企业发展，才能使社会和谐。光华管理学院
将一如既往，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业领袖和优秀企业家而努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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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致辞
刘 俏
培养商界领袖是光华管理学院最重要的使命之
一。真正的领袖必须给他们所领导的组织或团队带来
希望并指出正确的前行方向。商业的本质并不仅仅是
创造财富，它更包括创造价值。除了知识面和经营管
理的技能，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尤其是社会责任感尤为
重要。
和国际顶级商学院一样，光华管理学院极其重视
社会责任研究和对学生价值观的培养。光华管理学院
的“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致力于整合学院内外教学，研究和实践的资源，推动
学院在社会责任研究和学生价值观培养上达到新的高度，引领中国的商学教育在
价值创造和价值观提升上两翼齐飞。
作为北京大学的商学院，北大人文情怀和历史使命的传统，是培养学生的人
文底蕴和社会责任的宝贵资源。光华的教授团队在企业伦理、职业道德、社会责
任价值观、普惠金融、环境经济学与政策、健康经济学与政策、可持续性创新等
方面进行着深入的研究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为提升教学提供了有力的理
论支撑，还经进一步积累和深化，深刻影响企业实践和公共政策。
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师、学生和校友更是思行合一，积极投身社会服务。学院
的教师和同学在西部大学支援、智力扶贫、志愿支教、灾区服务、精准扶贫等社
会服务方面取得了可观成绩。其中，在弥渡对口扶贫和毕节试验区扶贫工作的基
础上，利用学院资源优势，积极整合校友资源与社会资源、探索扶贫新经验与新
机制。学院大力支持由多方资助和关怀而成立的社会公益项目，不断探索扶贫新
路径，持续服务贫困开发国家战略；学院积极深入推进“博雅图书室”项目，实
现质量和数量的双提升，做好博雅图书室的回访工作，建设教育帮扶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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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鼓励师生企业社会责任前沿理论的研究，加强“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建设，
举办高水平研讨和论坛；学院更是在中国首先推出在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加
强培养中国公益事业高级管理人才。
未来，光华管理学院将继续在教学科研中加强对学生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和
提升，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前沿理论的研究，进一步鼓励师生积极参与各类社会
责任工作，举办与此相关的高水平研讨和论坛。我们将在教学、科研、文化传承、
社会服务与机构创新等方面继续努力，不断探索与提升学生的价值观教育水平，
与社会各界一起为营造良善的市场经济和商业环境而努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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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专题荟萃
 北大光华再获 AACSB、EQUIS 两大国际权威认证
2018 年 3 月 12 日，经过严格和全面的评
估，光华管理学院获得了国际商管学院促进协
会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简 称 AACSB) 再 认 证。3 月 27 日，
光华管理学院获得欧洲质量改进体系（European Quality Improvement System, 简称
EQUIS）五年期的最高标准再认证。光华管理学院的质量和发展前景再次得到了
国际权威商学认证机构的高度认可与肯定。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表示：“国际
高水平认证资质的维护将有利于学院持续与国际优秀的同行对标，帮助我们看到
光华在国际商学教育中的位置，我们有信心向建设中国的世界级商学院的目标迈
进。”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扬帆起航
2018 年 4 月 20 日下午，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启动仪式在北大英杰交
流中心举行。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北京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也是“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周年，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顺势而为，发起
成立“一带一路”书院。书院依托光华的学术机构优势，汇聚北大一流的人文社
会等多学科资源，肩负起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培养政商领袖，以研究与教育
贡献新型全球化的时代使命。全国
政协副主席郑建邦，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综合组组长、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
开发司司长赵艾，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司长王定华出席并致辞。北京大
学党委书记郝平到会祝贺，区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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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以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出席了本次大会。
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合作
共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的成立，希望能够培养更
多优秀人才，增加新知识、新本领，以及新的事业发展机会。“一带一路”书院
未来关注的重点，应该放在新观念、新思路和新人才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刘俏
院长在做主题演讲时诠释了“一带一路”书院的内涵。他表示，书院是一封面向
未来的邀请函。邀请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政商精英一起交流发展理念和经验，破题
影响人类社会进化的重大问题，以平等和开放的胸襟一起定义全球化新时代的内
涵。
 光华启动中国 REITs 论坛
2018 年 6 月 19 日，中国 REITs 论坛在光华管理学院正式启动，建立了一个
聚集中国 REITs 领域政策、学术研究和商业机构中坚力量的高端平台，旨在以最
高水平的学术、政策与行业研究推动中国 REITs 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当天，《中
国 REITs 论坛发展规划》和《中国 REITs 白皮书》也在首届中国 REITs 论坛上正
式发布。多位政策部门和监管机构的官员、知名专家和业界人士齐聚光华，围绕
“中国 REITs 市场建设与金融改革”的主题给出了有深度、有温度的发展建议。
88 岁高龄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亲临位于
光华 2 号楼的论坛现场，带来了题为《培养更多的新型企业家》的开场主旨演讲，
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创新思想。厉以宁教授以经典的“推销员到寺庙推销梳子”
案例为例，说明一个产品的关
键在于产品功能的开发。他认
为，现在的企业家精神已经与
早期不一样。创新不再仅是新
生产要素的重组，更重要的是
信息重组，掌握越多的信息量，
就越有可能实现创新，越有可
能实现成功。
厉以宁教授为中国 R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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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亲笔题词，并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
产证券化 REITs 课题组组长孟晓苏、中联基金合伙人周芊及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
俏教授共同为中国 REITs 论坛揭幕。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
王钦敏也到场见证了论坛的启动。

 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北京大学经管类专业学位均获评 A+
2018 年 7 月， 由 国 务 院 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统一组织，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具体实施的全国首次专业
学位水平评估结果正式发布。
北京大学是唯一一所经管类专
业学位均获评 A+ 的大学，以光
华管理学院为主体的北京大学
工商管理、会计专业学位（包
括 MBA、EMBA、MPAcc 三个项目）均获评 A+。
在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类别中，授权单位共计 227 所，符合参评条件且参评的
授权单位共计 194 所，仅有 4 家单位获评 A+；在会计专业学位类别中，授权单
位共计 199 所，符合参评条件且参评的授权单位共计 60 所，仅有 2 家单位获评
A+。北京大学共有 6 个专业学位类别参评，获得 5 个 A+、1 个 A，总成绩位居全
国高校之首。
 王立彦教授荣获北京市“师德先
锋”荣誉称号
2018 年 11 月， 北 京 市“ 师 德
榜样（先锋）”推荐活动结果揭晓，
光华管理学院王立彦教授荣获北京
市“师德先锋”荣誉称号。
王 立 彦 教 授 从 1985 年 起 任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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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京大学，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会计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责任与
社会价值中心主任。他激励自己的人生理念是“勤勉、平常心、与世为善、为他
人增值”。他在完成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很多专业和社会公益事业。

 厉以宁教授获评“中国基金业终身成就奖”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
历史进程，中国基金业自 1998
年启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资产管理规模、治理水平等均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凭借对基
金行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
以宁教授，2018 年 11 月 10 日
在由中国基金博物馆举办的
“第三届中国基金业奖”颁奖典礼上，被授予“中国基金业终身成就奖”。
组委会在给厉以宁教授的颁奖词中写道：他主导了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学启
蒙，以非均衡经济理论有效指导了中国宏观经济的运作。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一
系列重大历史时刻，提出观点，深刻影响了国家政策，特别是主持《证券法》及
《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对中国基金行业发展贡献重大。对于此次获评，厉
以宁教授谦逊地表示，“一方面我感到很高兴，一方面我也很惭愧。因为这个工
作是许多人所做成的，并不是我一个人”。
厉教授回忆了基金业发展的不易：“最困难的时间在哪里呢，就是当初全国
人大把《基金法》列为重要的课题之一，意见是很多的。这在中国是第一次把基
金列入国家的法律。但毕竟要有这一关，因为基金业的好处是显然的，活跃了中
国各地的金融。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经过了许多次讨论，最后由全国人
大通过了这个法。《基金法》发布实施，鼓励了中国基金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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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以宁教授获评“改革先锋”称号
2018 年 12 月 18 日，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
重召开。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
决定，授予 100 名同志改革先锋称
号，并颁授奖章。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名誉院长、经济体制改革的
积极倡导者厉以宁教授位列其中。
 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美好中国：敢当与前行”
2018 年 12 月 23 日，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次
论坛以“美好中国：敢当与前行”为主题，旨在致敬改革开放 40 年，展望发展
新愿景。
作为中国最具权威性和前瞻性的思想交流盛会，本届光华新年论坛邀请到来
自政界、业界、学界的重磅嘉宾，紧扣社会经济形势和重大管理议题发表见解，
与北大师生共享思想盛宴。从全球到国内，从当下到未来，从宏观到微观，论坛
嘉宾围绕“中国发展新愿景”和“中国发展新路径”两大议题，深度解析全球时局、
经济全景，探寻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与着力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北京
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出席论坛。
“四十而不惑，不惑而心定，面向未来，尤需坚毅前行。”在实现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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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上，在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上，光华管理学
院将紧紧围绕国家的进步、北大的发展，始终以“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
推动社会进步”为使命，坚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做中国学问，讲中国故事，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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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学院概述
倾听江下涛声急，一代新潮接旧潮。
—— 厉以宁

第一节 使命与愿景
一、使命
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
二、战略愿景
秉承北大百年风骨，光华管理学院在厉以宁等历任院长和现任院长刘俏的领
导下，已走过 30 余载春秋。经过几代光华人的奋斗，学院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领先的商学院，是中国商学教育的一面旗帜，并
形成了植根于燕园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因思想，而光华”的独特精神气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建立了两阶段战略愿景，每个阶段跨度为十年，以指
导学院在未来 20 年中的发展。2011 至 2020 年，从国内领先与国际兼容性到全球
竞争力；2021 至 2030 年，从全球竞争力到全球领先。

第二节 发展历程
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是 1985 年建立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1993
年 12 月，经济管理系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合并成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1994 年 9 月，北京大学与光华教育基金会签订协议，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回顾学院发展历程，主要事件记录如下：
1985 北京大学成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
1985 设立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点
1987 设立企业管理专业
1990 设立财务学专业
1992 设立会计学专业
1993 经济管理系和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合并成立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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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与光华教育基金签订合作协议，更名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1994 首届 MBA 学生入学
1995 会计系成立，市场营销系成立，设立统计学硕士点
1996 设立企业管理博士点和产业经济学博士点，设立货币银行学专业
1997 学院一号楼投入使用
1998 获得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设立产业经济学、会计学、金融学硕士点、
博士点
1998 北京大学与美国曼隆学院之间交流项目第一批短期留学生启程赴美
1998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合作项目正式启
动
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颁布，厉以宁教授为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
高程德教授为副组长，曹凤岐教授等为主要成员
1998 应用经济学系成立
1999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投资基金法》起草组正式成立，厉以宁为起草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曹凤岐教授、刘力教授分别担任副组长和组员
1999 货币银行专业改名金融学专业
1999 光华管理学院深圳分院成立
2000 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成立
2001 光华管理学院上海分院成立
2001 分别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国 ESSEC 商学院合作开设双学位国际 MBA
项目
2002 金融硕士项目招生
2002 EMBA 中心成立，正式招收 EMBA 学员；EDP 中心成立
2002 成立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
2003 获得工商管理一级学科，设立会计学博士点，设立统计学博士点
2003 校友联络中心成立
2004 光华新大楼奠基
2005 会计专业硕士项目（MPAcc）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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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企业管理”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2008 学院 2 号楼投入使用
2008 加入 EFMD（欧洲管理协会）
2008 全面推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全面推行硕博连读培养机制
2009 设立光华—思科领导力研究院
2009 成功加入 PIM (Partnership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10 设立行为科学实验室
2010 EQUIS 认证评审委员会授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QUIS 认证
2011 设立创新创业中心
2012 EDP 中心改名为 ExEd 中心
2012 设立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
2012 通过 AACSB 认证
2012 MBA 全日制推 3+2 计划
2013 获得 EQUIS 最高标准的五年期再认证
2013 金融硕士专业启动“3+2 计划”择优培养
2013 MBA 项目被 Corporate Knights 列为唯一入选的中国绿色 MBA 项目
2013 MBA“3+2”计划升级为“X”计划
2014 光华管理学院西安分院落成
2014 中国首个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在光华管理学院正式启动
2014 北大光华保利艺术与管理研究中心启动招生
2014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奥迪管理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2014 北大光华 MBA 项目开设行业模块课程，推向 MBA+
2014 第十四届中国 MBA 发展论坛暨北大光华 MBA 项目二十周年庆典
2015 光华管理学院成都分院落户成都天府新区
2015 国内首个创新创业 EMBA 学位项目在光华管理学院正式发布
2015 30 周年院庆
2015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898 创新空间正式揭牌
2016 北大光华—巴萨体育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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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刘俏教授出任北大光华第五任院长
2017 光华思想力平台成立
2017 入选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
2018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扬帆起航
2018 北大光华再获 AACSB、EQUIS 两大国际权威认证
2018 光华启动中国 REITs 论坛
2018 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北京大学经管类专业学位均获评 A+
2018 厉以宁教授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第三节 治理架构与组织
一、治理架构

图 1-1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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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机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目前共设置有 48 个科研机构（表 1-1）。
表 1-1 科研机构
北京大学（中美）新市场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财务分析与投资理财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新金融和创业投资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

北京大学光华—宝岛企业信息战略和创新研究
中心

北京大学国际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国际经营管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
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华人企业管理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金融发
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

北京大学联泰供应链研究与发展中心

北京大学流通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商务智能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

北京大学中国低碳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能源经济与可持续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经济与民生研究中心（院）

行为科学研究中心

创新创业中心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

国际创新研究中心

巴萨体育管理研究中心

思科领导力研究院

富邦两岸金融研究中心

金融风险管理中心

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中心

县域经济和地方金融研究中心

品牌管理研究中心

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财务分析与投资理财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国际经营管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美）新市场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低碳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

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

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

北大光华—奥迪管理研究中心

北大光华—保利艺术与管理研究中心

北大光华—银泰公益管理研究中心

三、学科与师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有着完整的学科结构，现设有会计学系、应用经济学
系、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金融学系、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市场营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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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与战略管理 7 个系和 48 个研究中心。两个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北京市重
点学科）、工商管理。六个二级学科、八个招生专业和方向：国民经济学（国家
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企业管理（IPHD, 含组织行为和人
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战略管理三个方向）、会计学。
学院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其中包括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国内著名学者，
以及一批有着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中青年学术骨干。
学院的科研水平在国内商学院中名列前茅，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有着很大的
社会影响，国际顶级学术论文的发表在国内商学院中常年保持领先位置。此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还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与制定，对中国的经济改
革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学院提供完整人才培养体系，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针对各层
次人员的金融硕士（MFin）、工商管理硕士（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
士（EMBA）、会计专业硕士 (MPAcc)、社会公益管理硕士（MSEM）、商业分
析硕士（BA）等学位项目。为了满足不同类型的企业和组织中的高层管理者的知
识需求，学院还设立了高层管理教育中心（ExEd），提供非学位的公开课程、定
制课程和国际课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持续引领中国商学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学院已与百余
所世界知名院校在教学、科研、学生交流等方面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了
中国学生出国交换的全覆盖，并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和交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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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际视野
一、国际认可
 EQUIS 认证
2010 年 4 月，EQUIS 认证授予委员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
部召开会议，正式批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通过 EQUIS 初始
认证，期限为三年。
2018 年 3 月通过 EQUIS 再认证，期限为五年。
 AACSB 认证
2012 年 7 月 24 日 通 过 AACSB 认 证， 期 限 为 五 年。2018 年
3 月 获 AACBS 再 认 证。AACSB（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是世界性的商学院联盟，旨在推动全球商管教
育品质，已经成为国际上最为权威的管理教育认证机构。目前全
球仅有不到 5% 的商学院通过了该认证。
 管理会计课程认证
2017 年 3 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成为中国第一批通过国际管理会计教育
体系认证的学校，说明我院在教育体系、管理会计教育方法、师资队伍培养与建
设、教材与教学资料、教育项目跟踪与反馈等方面均已形成了完整的系统，达到
了 IMA 高等教育支持项目的相关要求。
 金融硕士项目排名位列全球第十五位
2016 年 6 月 20 日，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简称 FT）公布了
2016 年金融硕士全球排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硕士项目位列全球第 15 位，
继续领跑亚洲商学院，成为亚洲唯一一个连续五年排名第一的金融硕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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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A 百强排名再次领跑中国高校
2016 年，光华管理学院 MBA 全球百强排名位列第 60 位，再次领跑中国高校。
2014 年开始开设行业模块课程，把已有的 MBA 项目开始引向 MBA+。未来，北
大光华 MBA 将在行业模块课程中不断探索，力争为特定行业输送高端管理人才。
 Global Green MBA Ranking
2013 年 9 月 23 日，全球最大的专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加拿大
杂志 CorporateKnights 发布首届绿色 MBA 项目调查。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首次参评，进入前三十名。
二、国际合作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始终将国际化作为学院发展的主旋律之一。经过二十
余年的发展，已经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领先商学院，在师资、科研、教
学和学生培养等各方面呈现出具有突出优势的国际化特色。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十分重视与国外商学院的合作，积极开展师资交流、
学生交流、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的合作项目，以完善学院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的管理人才。2016 年合作院校的数量已增加到 113 所，分布在 32 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芝加哥大学布斯
商学院、伦敦商学院、澳大利亚墨尔本商学院、法国 ESSEC 商学院以及新加坡国
立大学商学院等。
在师资队伍建设中，学院率先于 2000 年开始招收海外归国博士并引进终身教
席制度，还从海外聘请了多位特聘教授和访问学者，在光华形成了一支具有深厚
理论功底，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又深谙中国实践的师资队伍。多元化的教育背景和
浓厚的学术氛围也使得光华师生在国际与国内顶级期刊的学术论文发表居于国内
商学院的前列。
除了“引进来”，光华也十分注重“走出去”。学院的本科、硕博、MBA、
EMBA 等项目的留学生人数稳定增长，有利于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管理特点介绍
给世界。此外，“中国经营方略”（Doing Business In China，简称 DBIC）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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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帮助国际学生了解中国的经济管理和人文特色；“高层管理培训”国际项目
（Executive Education Programs，简称 ExEd）为知名跨国企业及国际知名商学院的
高层管理者项目提供了专业培训。
三、国际会员
 AACSB 会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01 年加入国际管理教育协会（AACSB，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国际管理教育协会 (AACSB) 是对全球
商学院进行资质鉴定的权威性机构，总部设于美国，已有 88 年历史。该协会迄今
已有 1000 个商学院和企业会员。
 EFMD 会员
2008 年 11 月 21 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收到欧洲管理发展协会 EFMD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来函，被接纳为 EFMD 会员。
这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继 2001 年加入国际管理教育协会（AACSB）后，又
一个积极参与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管理教育组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作
为 EFMD 会员，利用该平台加强与其他优秀商学院和企业的对话与合作，促进师
资间的学术交流，为进一步实现国际化战略服务。同时，光华已启动程序，申请
EFMD 旗下的 EQUIS 国际认证，并通过该认证，进一步提升了光华在国际舞台上
的地位与影响力。
 GMAC 会员
2008 年 6 月 25 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收到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
员会 GMAC（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来函，被接纳为 GMAC 会员。
这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继加入 AACSB 和 EFMD 后，积极参与的第三个具有
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性商学院组织。GMAC 成立于 1954 年，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一
个非营利性教育协会，其成员包括世界各地许多知名的商学院。GMAC 一直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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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服务全球工商管理教育机构和有潜在管理才能的学生，由其主办的 GMAT 已为
全球逾 2000 所商学院及 4600 个管理教育项目广泛用于入学考试，评估申请人在
工商管理领域深造学习的资格。
 PIM 会员
国 际 管 理 学 院 联 盟 PIM（Part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9 年 10
月 21 至 23 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举行 2009 年年会期间，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在会员投票表决环节获得全票通过，正式成为 PIM 会员。加盟 PIM，促
使光华的国际合作规模继续扩大，合作院校质量继续提升。PIM 成立于 1973 年，
致力于为不同国家、地区的优秀商学院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现有正式成员 61
所，均为所在国家、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的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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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模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根据使命和责任战略要求，对未来发展所影响的各相
关方按影响程度及其对光华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性程度进行分析，确定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的责任与社会价值模型。

图 1-2 责任与价值认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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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责任与价值管理体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高度重视利益相关方的需求，通过开展座谈会、登
门拜访、电话、网络等方式了解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希望和要求，并对其进行分析，
在学院战略和运营决策中进行考虑。保证发展过程中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利共赢。
表 1-2 商学教育视角的学院利益相关方
相关方名称
本硕博学生

沟通方式
征求意见
日常联络

举办各种活动
MBA、EMBA、MFin、
征求意见
MPAcc、BA学生
日常联络

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的期望

主要指标举例

满足知识需要

学生满意度；就业状
况等

系统的管理学知识和不断
提高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为学员提供更多成长机会

学生满意度；就业状
况等

ExEd学生

征求意见
日常联络
定期联系

有的放矢的专题性培训，
切合中国实际的前沿管理
知识

学生满意度等

MSEM学生

征求意见
日常联络
举办活动

培养学生掌握社会公益的
行业特点和商业管理的知
识体系

学生满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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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团队

职员团队

北京大学校方

合作商学院

合作企业
校友网络
媒体
国内外专业领域学术
组织、研究机构及学
术期刊

政府

对口支援地区、组织

暑期学校、夏令营

其他

征求意见
例行沟通
民主管理
日常联络
合理化建议
民主管理
日常沟通
学校文件落实
会议精神落实
定期报表报告
签订合作协议
高层会晤
文件函电来往
定期联络
高层会晤
定期联络
定期联络
校友导师制度
各种校友讲座
积极报道和宣传
专业论坛
学术讲座
承接科研项目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法律、法规、政策
国家和各部委会议
专题汇报、报表

师生参加对口支援
地区、组织的相关
活动
面向兄弟院校青年
学者、学生，举办
学术交流
宣讲会
宣传材料
网页更新

学术交流机会，薪酬待遇

教师满意度

合理的工作内容，良好的
薪酬待遇及职业发展

员工满意度；各项
培训

发扬北大精神，培养优质
人才
推动北大发展

毕业生就业率；学术
论文发表；学科和商
学院排名

提供优质的交换学生，促
进学术交流

合作方满意度等

获得师生提供的调研咨
询，实现合作双赢

合作满意度等

提供良好的平台及联络机
制，便于交流与合作

校友满意度等

沟通渠道畅通
引领学术研究方向，构建
更高学术研究平台，创造
更多学术交流机会，提供
更丰富学术研究资源
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优
秀管理人才；参与政府政
策的制订；在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实现繁荣发
展以推进综合国力，全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进程
中建言献策，积极

及时性、客观性
学术发表数量、质
量；学术影响力

承担政策性调研项
目；重要研究报告

传导新信息、新观念、新
知识

参加人次数

传导新信息、新观念、新
知识、新方法

参加人次数

了解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

及时性、客观性、全
面性

23

第二篇 学院与改革开放40年
过去三十多年，一代又一代的光华人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
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们追随内心的呼唤，有所为，有所不为，
以高远、广阔的胸襟担当推动社会责任的进步。
—— 刘 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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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厉以宁与改革开放 40 年
一、厉以宁教授获评“改革先锋”称号
2018 年 12 月 18 日，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大会上，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 100 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奖章。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厉以宁教授位列其中。
厉以宁教授，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
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
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
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 36 条以及非公经济新 36 条，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
重要影响。另外，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低碳经济发
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随后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师生座谈会上，88 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与师生们分享体会。“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
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在 1986 年北大“五四”
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此后，
他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疾呼，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方向逐渐明朗，被称为“厉
股份”。
厉以宁密切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努力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建言献策。因此，又
有了“厉民营”之称。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他参与推动“非公经济 3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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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近日举行的第二十届
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他再次与年轻的学者、企业家们一起分享民营企业未来的
改革发展之路。“中国的民营企业自身必须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要不断有制度
创新、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他说。
厉以宁一路走来，曾面临过质疑，也遭受过挑战，但他坚定如一。他说：“作
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如今，厉以宁仍然坚持在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革、企业改革等领域深入研究。
他说，中国经济在继续前进，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定要回忆这一路是怎
么走来的，这样才能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好。特别是在产权改革和产权保护领域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
不停滞。”
二、北京大学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座谈会
北大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 时，庆
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人民大
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党中
央、 国 务 院 决 定 授 予 于 敏 等 100
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
先锋奖章。北大教师、校友于敏、王选、王家福、厉以宁、李彦宏、邹碧华、林
毅夫、胡福明、钟南山、屠呦呦、樊锦诗等 11 人入选。
12 月 19 日上午，北京大学召开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座谈会。党委书记邱水平、
校长郝平等在校党政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各级基层党委、院系和职能部门等相关
负责人，师生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党委常务副书记于鸿君主持。会议邀请厉以宁、
胡福明、王选的夫人陈堃銶、钟南山、樊锦诗、林毅夫、邹碧华的夫人唐海琳等
获授改革先锋奖章的部分北大教师校友及亲属，与大家共同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共话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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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平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他指出，总书记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和宝贵经验，明确提出了坚定不移全
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把
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目标
要求，为北京大学扎根中国大地，持
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结合他参与推动经济
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经历，分享了投身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的思考。小岗村的
故事、农村农贸市场的形成——他从 40 年前改革推行的艰难历程，讲到如今已成
为世界样板的中国改革模式。他认为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人们转变观念，把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指导经济发展。
三、厉以宁思想观点择要
择要内容摘录于厉以宁教授对推动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回忆与思索等相关资料。
 走向改革开放
厉以宁教授是 1951 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1955 年毕业留校工作。从
1951 年算起，到北京大学 120 周年为止，已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 63 年了。厉以
宁教授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起草，并始终为中国的股份制改革而呼吁
推广。
众所周知，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78 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
划经济体制。一方面，中国当时是学习苏联的，苏联的体制很快就成为中国学习
的榜样；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封锁、抵制，
在这种形势下，新中国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战略，主要同苏联和一些东欧国
家保持联系，彼此都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基本上处于封闭
状态。这段时间内，虽然中国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同一时期，中国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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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变化更加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力量，
走上了开放经济的道路。了解国际经济的中国改革派从实际中开始懂得，只有转
向改革开放，才能加速前进。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
重大决策：走向改革，走向开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了中国经济前进的方向。改革开放初期主要进行了
三项有影响的改革：
一是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尽管 1960 年代初在某些农村尝试实行家庭承包制，
但不久就被取消了，因为这与人民公社制度不能并存。现在，在改革的旗帜下，
在安徽、四川等省，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实行了“大包干”，也就是家庭承包制。
家庭承包制的出台，得到了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终于推广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出现了新的气象。
二是农村和农民在家庭承包制推广后，一部分农民考虑到农村有富余的劳动
力，他们便产生了兴办乡镇企业的想法。市场缺少什么，他们便生产什么、销售
什么。技术工人不足，他们便到城市中去寻找退休工人，聘他们来乡镇企业传授
技术和指导生产。很快，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农村，乡镇企业不仅有较快发展，而
且还兴起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工厂。更意想不到的是：在乡镇企业成长的同时，有
些地方还涌现了一批乡镇企业的企业家。
三是在沿海城镇出现了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最早出现于广东的深圳，时间是
1980 年。接着，广东的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也出现了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
建立，使改革开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这三项改革好像给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三块大石头，激起了阵阵波浪，从此中
国经济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平静下去了。从 1979 年到 1984 年短短的五年间，中
国经济开始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比如说，凭票供应的时代结束了，农贸市场
中的商品日益丰富，鸡鸭鱼肉、粮食蔬菜水果，应有尽有。又如，乡镇企业发展
起来以后，许多商品被生产出来（包括建筑材料、纺织品、食品等），以满足人
们的需求。在火车上，轮船上，长途汽车上，挤满了手拎着大包小包的农民模样
的人，他们是乡镇企业派出的推销员，随身带的大包小包就是商品的样本。于是
在大一统的计划“市场”以外，出现了计划外的“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大一统
的计划“市场”被打破了，甚至像铜材、煤炭、五金制品，在农贸市场上一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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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到。
再如，经济特区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香港。尤其在深圳，一栋栋高楼、一
座座工厂、一条条马路、一片片商业区和住宅区，都体现出“特区速度”、“深
圳速度”。这就使经济特区的劳动力、经营者、投资者感到骄傲，因为前景美好。
 改革重心向城市转移
到了 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告改革的重心向城市转移。
为什么这时提出中国改革的重心要从农村转入城市？是不是农村会被忽视
呢？并非如此。农村家庭承包制这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民生活已初步改
善。多种经营也逐渐被一些条件较好的县、乡、村的政府所关注，此外，乡镇企
业这时也开始走向重新组合，成为农民得以提高收入的生产方式。因此，到了
1980 年代中期，城市的改革自然而然地成为改革的重心，这是形势所逼，无法回避。
转向城市改革，当时至少有三个考虑。
第一，城市是中国经济的重点。因为国有大型企业都设在城市中或城市的郊
区，如果不从体制方面着手改革，中国很难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中国不仅应当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而且应当扩大经济的
开放度；而经济开放度的扩大，应当从一些条件较好的沿海城市或内地交通要道
边上的大中型城市的改革着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文化因素造成的，所以
经济的扩大开放措施应把历史文化因素考虑在内。
第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就业问题在长时间内将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民生问
题。不深化改革，不仅城市发展不起来，甚至农村的多余劳动力也找不到出路。
总之，只要城市繁荣了，日积月累，就业人数就会越来越多，社会就会稳定。
因此，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是符合实际的。
 股份制是改革的关键
那么，怎样对城市和工业、商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进行重大的改革呢？
这是摆在 1980 年代中期的热门话题。经济学界展开了两条改革主线之争。
一条改革主线是把价格改革放在首位。他们主张仿照 1949 年西德的改革，全
面放开价格，接受市场的价格波动。主张这一改革思路的中国经济学家认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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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价格放开已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范例，价格放开以后，经济可能会乱一阵，
但过了一段时间经济就会转入复苏，再转入繁荣。这种改革思路又被称作“休克
疗法”。在世界银行专家们的介绍下，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持有“休克疗法”的
学者，成为当时主张放开价格、在改革方面最有影响的鼓吹者。
另一条改革主线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德的经
验，因为西德以私营企业为主。在市场经济中，私营企业是能够适应价格改革的，
这样，它们就能继续存在，并发展壮大；企业如果不能适应价格改革，就会被淘汰，
或者被改组、被兼并，它们会通过改组、兼并而重新参与市场的竞争。中国的情
况与西德完全不同。西德的企业是私营企业，而中国的企业当时主要是国有企业。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它们听命于政府，
受制于政府，不可能因价格放开而变得灵活，甚至在西德放开价格后，企业通过
重组、兼并等决策而复兴的经历，也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所能采用的。在价格放
开的格局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只能坐以待毙而无法自救。这正是中国国有企业的
特殊性质。
因此，适用于中国工业和企业的改革思路决不是价格改革，而只能是产权改
革。产权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产权界定，产权清晰和股份制改造。说起来容易，
实际上每一个环节都包含了很大的工作量。
厉以宁教授当时的改革设想在 1986 年 4 月 25 日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召开的
北京大学校庆学术论坛上做了说明“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经济改革的失败
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
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是因为：价格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
创造一个适宜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的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
及到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
根据上述解说，股份制改革、也就是产权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很清楚。接下来
的问题应该是如何部署，如何推出适当的措施和法规，保证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工
作并总结经验。
1986 年 4 月 25 日夜晚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的那次学术讨论会，使与会学
生和年轻的教师难以忘却。学术报告定在晚上七点开始，但下午五点多就有学生
来占位子。当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同学在六点半钟在门口迎接厉以宁教授时，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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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门前已人山人海，再也挤不进去了。幸亏从办公楼一层大厅中走出一些保安，
才把厉以宁教授一行迎进去。二楼报告厅会场地上坐的是人，窗台上也是人，连
主席台上的两侧和后排都满是听众。这表明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是多么拥
护改革开放，多么期待中国能迅速发展为世界上的强国之一。
第二天，国外的报纸刊登了一个消息：“在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思路：走股份
制改革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使股份制改革有法可依
然而，股份制作为深化改革的建议远不是那么顺利的。经济学界有一些同志
认为股份制改革的要害就是私有化，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所建
立和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变为私有企业，他们认为：小企业特别是一般轻工业企
业，可以走股份制的道路，因为他们是小企业，至于现有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
大型企业，不能改制为股份制企业。1980 年代后半期，这些“把股份制企业说成
是私有化的产物”的同志仍然在不断批判股份制改革。消息传来，外地不少高校
都停止讨论或讲授股份制改革了。
北京大学毕竟是鼓励学术争鸣的学府。领导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可以通过百
家争鸣，继续展开讨论。厉教授仍然在课堂上讲述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反对股
份制的教师也照样在课堂上把私有化当作批判对象。争论从未停止下来。这就是
北大学风。
这种情况直到 1992 年春季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以后才

厉以宁教授做学术报告

厉以宁教授到国有企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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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1992 年下半年，中共十四大明确了改革的市场导向，市场竞争试行了，
股份制也试行了。1997 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股份制
可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通过国有企业
的股份制改革，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和企业中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股份制
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式就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统一了。于是理论界一部分人对股
份制企业性质的质疑也就逐渐消失。
要知道，新中国的股份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实现
的。国有大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仍有困难。例如，国有大企业的资产是不是会因数
量偏大而被侵占或廉价卖掉呢？是不是会因改制过程中被知情者个人或相关知情
人以不同方式私吞呢？这种情形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于是政府、学术界在股份
制改革实践中，采取了“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做法。这就是说，国有大企业
的股份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流通股 ( 即“存量不动”)，另一类是流通股（即“增
量现行”）。这样，中国的国有大企业终于走上了股份制改革的道路。
为了便于更多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纯粹的民营企业）
上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认为有必要趁早制订一部《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万里同志还指出：证券法的起草不能采取部门立法的做法，
因为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部门利益，还有部门立法的片面性。他建议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常委中的专家起草、立法。于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厉以宁教授就被任
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接着，吸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
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以及证券界的专家参与起草。从 1992 年算起，大约用了六
年半的时间，才提出送审稿，供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这六年半时间，先后经历
了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万里同志；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是乔石同志；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李鹏同志）。终于在第九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上以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和企
业上市，从此有法律可依了。
 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
“存量不动”和“增量先行”的做法虽然为中国的股份制开辟了通道，但也
带来了股份制改革中的新问题，这就是，在国有大企业的股份构成中，非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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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大企业的全部股份中所占的比重过大（即存量过大）。这样一来，即使国
有大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但股东会开不起来，董事会上只有一种声音，即绝对控
股的国有大企业的声音。在证券市场上，有些散户也买了上市的国有大企业发行
的股票，但散户的投票起不了任何作用。即使国有大企业有些上市了，但无法使
上市的国有大企业转换机制。换句话说，上市的国有大企业只是拓展了融资的渠
道，而企业的运行机制却无法改变，因为国有企业控制了非流通股。
证券界和经济学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通过以后，把股份制改革的
深化作为新的研究课题，目标是如何把数额巨大的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这被证
券界和经济学界称为“中国股份制第二次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是
在 1998 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的。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接着就展开
了。
如上所述，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是如何把国有大企业的非流通股变为流
通股。具体的做法是：非流通股持有者应该给流通股持有者一定的补偿，以取得
流通股持有者同意将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
为什么在非流通股上市前要给流通股持有者一定的补偿？这是因为，当初国
有大企业上市时，在招股说明书上曾做过如下的承诺：“本公司的非流通股暂不
上市”，国有大企业的这一承诺，等于是一种“要约”，必须遵守。现在非流通
股票要上市了，这无疑违背了当初的承诺，所以要取得流通股持有者的谅解，给
予补偿是合情合理的。至于给每个流通股的持有人多少补偿？则有市场决定。市
场根据上市企业的效益好坏来决定补偿数额：是十配四，还是十配三、十配二，
由市场决定。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终于成功。这是政府和企业界、证券界、
经济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在 21 世纪前期着手推出。虽然厉教授在全国人大
常委会已先后担任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常委，但从 2003 年起他离开全国人大
常委会，担任了全国政协第十届常委的职务。接着，在 2008 年、2013 年还继续担
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常委。中国的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革、企业体制的转变可
以说一直是厉以宁教授投入时间最多的研究领域。
把这段历史告诉北京大学的年轻教员和进校不久的大学生、研究生们，有助
于他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股份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在产权改革和产权保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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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
永不停滞，跨入新时代。
 需要培养更多的新型企业家
2018 年 6 月 19 日，中国 REITs 论坛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正式启动，建
立了一个聚集中国 REITs 领域政策、学术研究和商业机构中坚力量的高端平台，
旨在以最高水平的学术、政策与行业研究推动中国 REITs 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88 岁高龄的厉以宁教授亲临论坛现场，带来了题为《培养更多的新型企业家》
的开场主旨演讲。他表示：首先，企业家的培养光靠企业家精神是不够的，企业
家精神必须跟实体结合在一起。其次，“失败是成功之母”是旧观念。如果没有
新的思路，上一次的失败只会导致再一次的失败，只有通过创新，只有改变思路，
才有可能实现成功。最后，有创意的年轻人刚进入市场，希望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
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年轻企业家的发展，也才能培养
更多优秀企业家出来。
2018 年 7 月 24 日，“ 第 六 届 中
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在京开幕，
厉以宁教授在会上发表演讲，认为中
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全靠国有企业，一
定要有相当大的民营企业，中国现在
的任务是培养大量的、新的民营企业。
企业最重要的事情是产权界定、产权
清晰。
 重视民营企业的改革发展
2018 年 12 月 23 日，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次
论坛以“美好中国：敢当与前行”为主题，旨在致敬改革开放 40 年，展望发展新
愿景。
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表示：“一带一路”加
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民营企业的发展。随着海外市场的开辟，与外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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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经营并参与到“一带一路”
建设的民营企业也越来越多。广
泛地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将有
利于中国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迎接“一带一路”的新高潮，
民营企业自身需要加快改革。从
目前的情况来考察，中国的民营
企业必须调整结构，而且这是长
期调整，以迎接“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民营企业，无论规模多大，不
注重设备的更新、技术的更新和营销方式的更新，迟早要被淘汰。
今天再进一步发展经济，一定要把路线搞对。路线已经不是从前的单纯引进
来机器设备了，重要的问题是跟上世界的潮流，要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品牌
创新。这都涉及到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不要认为结构性改革很容易做，结构性改
革有多难，看看历史就知道，结构性改革需要埋头去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构
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这样的经济才能够走上新路。

第二节 光华校友、教师为“两会”建言献策
一、2018 年两会校友（部分）观点
 黄久生 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省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书记、省总
工会副主席（兼）
建议废除苛刻条件，让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建议深化城乡统筹，深入
推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工资待遇，解决好
农民工群体权益保障工作，促进在外农民工住房、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
均等化。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安居条件，让农民工和城市人一样公平享受各项社
会福利。建议在政策保障、金融信贷、项目审批、产业倾斜等方面对返乡创业的
农民工党员、乡土人才、成功人士给予大力支持，积极构建城市反哺农村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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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通道”，为他们回乡创业、投资、办企业、兴产业，甚至参与政府 PPP 项目，
提供“一站式”直通服务，引导他们积极助力家乡建设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生
力军。
 冷友斌 全国人大代表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农畜牧业废弃物是资源不是污染源，建议打造生态循环模式，实现经济和生
态的良性可持续发展：鼓励企业积极实践，实现种养一体（粪肥＋秸秆）的生态
循环模式；推动中央和地方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推动养殖大县实现蓄禽养殖污染
治理和废弃物综合利用区域统筹；站在建设农业生态文明，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高度上，制定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的奖补政策；设立相关扶持资金，扩大
生态循环模式的应用实践；尽快出台诸如生物天然气行业标准，有机肥施用技术
标准等相关政策措施：明确主管部门，积极为条件具备的企业颁发生物天然气特
许经营权证及批准加气站建设指标。
 李光宇 全国人大代表 宇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建议加大对太极拳申遗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太极拳申遗工作，进一步弘扬
太极文化。建议检查机关与有关部门共同努力，推动“法治进校园”活动走向常
态化。建立由教育、司法、宣传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青少年法治教育联合工作
机制，协同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在法治教育教师队伍上也要走专业化道路、鼓
励高校探索设立法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方向，吸引法律专业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
建立法治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加强民办学校党建工作。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于任何教育来说，包括民办教育，都是
头等大事。
 李一 全国政协委员 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
提交“关于全面科学监管非正规金融行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提案，
建议：首先，做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组织和功能的顶层设计，可考虑针
对各类非正规金融行为设立专门委员会和职能部门，重点是针对非正规信用中介
机构（如网络平台）的行为，要从法规、职责和手段等方面明确，避免“三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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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其次做好科学统计，摸清现状，然后按照非正规金融行为的商业逻辑和特
点，科学设计监管体系的目标、指标和手段。
 李寅 全国人大代表 哈尔滨九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建议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政策，细化认证标准，更好的贴合新时代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特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一是细化研发费用占销售收
入的比例要求；二是将“研发费用”改为“研发投入”。建议进一步完善清洁能
源供热的定价机制，形成“成本加合理利润”的热价政策，引入社会力量，减轻
政府负担。推广实施清洁能源发电与供暖一体化模式，将电供热项目指标优先满
足清洁能源发电企业的需求。
建议把“秸秤”作为乡村振兴“杠杆”，打造循环农业“双创”模式，从根
本上解决秸秆焚烧引起的资源浪费与大气污染，可实现民企共同创富。
 李振国 全国人大代表 九芝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针对黑龙江省的发展问题，建议黑龙江省要加大重视程度，集各方之力精心
规划，制定更为优惠的产业政策，加快产业项目落地实施，努力打造黑龙江的“绿
色名片”：大力兴办夏季森林氧吧旅游项目、冬季冰雪旅游项目；制定一系列优
惠的产业激励政策，快速提升绿色食品加工产业链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北药的种
植推广示范项日，发展基地推广与深加工项目制定和实施相应的人才培养与人才
激励战略。认为应通过开展中药注射剂再评价工作来明确中药注射剂产品的疗效
和风险，优胜劣汰，去伪存真，全面提升中药注射剂的品质。
 林水栖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金岭糖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于乡村振兴，建议政府重视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的回归与培养，加大
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医疗、教育公共资源方面倾斜，鼓励有实力龙头企业参与乡村
振兴。申请设立湛江综合保税区，最大程度整合、优化和发挥湛江优势资源，提
升北部湾城市群整体开放水平。建议国家应允许“驰名商标”公开宣传，以此鼓
励支持企业的品牌战略发展，提高商品附加值以及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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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汉元 全国人大代表 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
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建议科学调整缴费标准，
降低社保缴纳比例；建议增加各级财政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建议直接划转国有资
本经营利润的一部分充实社保基金。
针对目前光伏行业存在的问题，建议：让光伏产业在市场化机制下发展，摒
弃用指标压制发展规模的管理思路；全面清理并减免光伏行业的各种税费；通过
市场化机制或政策性措施解决光伏补贴资金问题。
光伏扶贫项目应适度集中化规模化，建议：发展适度集中化、规模化的村级
扶贫电站；强化村级和户用光伏扶贫电站的运维管理，保障贫困户收益；将贫困
区域的所有户用及村级扶贫电站进行集中运维管理；引导保险机构参与光伏扶贫
区域性保险业务，为光伏项日提供发电量保险、项目质量保险以及发电收益保险
等多重保障。
 宋丰强 全国政协委员 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提出“关于改善黄河滩区生态环境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提案，建议各级政
府在对黄河滩区综合开发管理规划中，定位滩区不同地方的主导功能，划区分片，
结合治黄专业机构，顶层设计黄河滩区旅游项目旅游功能区域，滩区开发应充分
利用淮区独特的地理优势、丰富的水利资源，重点发展高效观光农业、生态旅游
产业，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提出“关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提案”，建议建立校政企
结合、定向选拔、统筹就业的招生与就业联动机制。紧紧围绕培养“有文化、懂技术、
能管理、会经营”的高素质现代职业农民进行人才培养定位。
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扶持力度，完
善、稳定农业科技创新投入机制，立足产业发展，科学规划整合科技资源，建立
协同创新机制，推动形成产学研、农科教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体系。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支持航空港实验区纳入河南自贸区范围，进一步提高航空
港实验区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提升对河南省改革开放的引领带动作用。
 石聚彬 全国人大代表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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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政府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链条，
实现农业提质增效。
建议建立我国标准健康生活方式指南，加强对国民的健康保护。从国家层面
制定标准健康行动指南通过健康食养和行动指导，来进一步增强国民体质，呵护
国民健康。
提议相关部门尽快落实红枣期货上市计划，以加快红枣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建议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依法加强对知识产权行政行
为的司法审查，促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
 谭先国 全国人大代表 威海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
加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助推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议：增强企业信
用意识；加强信用信息整合；完善外部增信措施；加大金融产品创新；提高失信
惩戒力度；营造诚信社会环境。
 王刚 全国人大代表 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面依法治国，要高度重视宪法的基础性保障作用。他表示，将带头增强宪
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并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
程中，积极宣传普及宪法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宪法、学习宪法，做到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
 熊维政 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针对我国目前儿童用药短缺问题，建议加快儿童用药审批速度；完善儿童用
药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加快制定我国儿童医药目录；加大儿童用药相关政策支
持力度，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规范儿童用药指南及相关用药行为。
关于精准扶贫，他认为龙头企业带动当地发展是脱贫的最好途径：建议加大
支持大别山北缘区油茶优良品种研究培育；支持在大别山油茶核心产区新县建设
“油茶特色小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龙头企业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支持
筛选培育大别山北缘区优质油茶品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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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加强中医药文化人才的培养与队伍建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富有
特色的主题旅游产品、主题公园、专题会展、生态园区等中医药文化及其衍生产品，
逐步形成中医药文化产业链；健全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体系，促进世界各
国人民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认同和接受；净化和规范中医药文化市场。
 张劲 全国政协委员 雪松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打造家政服务区域品牌，促进精准扶贫，建议设立专管家政产业发展的主管
部门，设立发展专项基金；加强人员筛选，把好家政员身份真实关、家政企业担
责关和服务质量核验关；支持培育一批服务优质、管理先进的品牌家政公司：培
育行业荣誉感，宣传先进集体和个人，激发家政从业人员职业荣誉感和工作积极
性；通过新闻媒体等渠道，宣传家政服务业的社会价值，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家政
从业人员的新风尚。
加快推进智慧供应链发展，建议：国家在重点产业选取若干重点供应链企业，
从政策、资金、土地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设立政府引导基金，鼓励其在全球范
围内开展投资并购：由专门政府部门牵头，将散落在各部门、行业和企业的数据
归集共享，建立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和产业大数据平台，为供应链龙头企业提供基
础支持，同时推动行业组织、标准出台。
 邹磊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为加快推进我国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的发展，建议：将氢能与燃料电池纳入
国家能源体系，制订国家氢能与燃料电池发展战略及实施路线图；加大科技创新
投入，设立氢能国家重大专项，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鼓励研发具有我国自主知
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加速推进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布局，大力推广氢能与燃料
电池技术在国防、车用动力、分布式能源、储能装备等方向的跨领域应用，推动
氢能与燃料电池装备制造业发展；确定国内氢能供应在交通领域应用的技术路线，
加强氢气生产、储运和加氢基础设施网络规划和建设；完善政府支持和投融资机
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加快推动我国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的发展；鼓励企业在新
产业培育过程中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充分运用员工持股、股权
激励、岗位分红权等中长期激励手段，激发创新活力，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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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力。
二、2019 年两会校友（部分）观点
 刘红宇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刘红宇认为，近年来人民法院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得很好，而早在 2008 年全国
人大已经通过了电子签名法，如果电子卷宗能够成为证据，那么应用电子卷宗可
以使移卷时间大大缩短。因此，刘红宇建议全面推进电子卷宗应用，使司法更加
公平、透明、规范。
 林腾蛟 全国人大代表 阳光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林腾蛟认为一些地方对于民办教育持有偏见，出台的政策一刀切，不利于民
办教育发展。比如在收费上过度限价，造成民办学校教师待遇难以提升；在招生
上过度管制，以至于家长丧失选择权；在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用地划拨、人才引
进、水电气暖价格等方面，未能很好落实“民办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等等。这
些地方的民办教育出现质量滑坡，甚至有民办学校被迫关停、办学者跑路等现象，
给民办教育未来发展前景带来不确定性。建议各级政府紧紧围绕《民办教育促进
法》16 字基本方针，“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引导全社
会充分认识民办教育的价值。稳定政策、规范管理、办好教育，以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景柱 全国政协委员 海南省工商联主席、海马集团董事长
支持民营企业在海南设立国际贸易总部。立足于离岸总部，可以把海南打造
为开曼群岛与维京群岛类的国际企业注册中心；立足于离岸贸易，可以把海南打
造为国际贸易结算中心；立足于规避汇率风险，可以把海南打造为国际易货贸易
中心。
支持海南全岛推行纯电动汽车特别是氢燃料汽车并全面放开海南低空飞行，
进行集中规划、集中试点、集中管理，加快海南国际旅游的科技化与现代化，弥
补海南传统旅游资源的不足。
全面放开外资在海南办大学。海南建成国际自贸港后，会对全球放宽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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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视为境内关外。海南长远的竞争力要靠科技与教育的支撑，因此建议利用海
南自由贸易区（港）建设，深层次探索高等教育改革问题，从而实现海南人才的
国际化战略。
支持海南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2009 年《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
暂行规定》明确了小贷公司可以转型为村镇银行，但至今全国尚未有小贷公司转
型。海南省对小贷公司管理严格，小贷公司发展规范，同时海南自由贸易区（港）
建设将加大金融领域开放程度，建议在金融领域首先对民营企业开放，支持海南
优秀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
 冷友斌 全国人大代表 飞鹤乳业董事长
针对当前黑土地严重退化问题，冷友斌提出保护和恢复东北黑土地资源的建
议：第一，要从顶层设计着手。黑土地是稀缺的，要认识到黑土地的重要性。黑
龙江的黑土地一年产粮 1.4 亿万斤，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和
科学规划，黑土地将年年板结和流失。第二，要根据不同的环境设计不同的还田
方式。第三，黑土地休耕也是重要模式。
 孟宪明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网元圣唐娱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围绕高质量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三县协同发展，孟宪明提出以下建
议：第一，畅通道路交通体系。优化道路交通网布局，着力构建“轨道上的京津冀”
和“一小时通勤圈”，打通跨区域公路“断头路”，市政化主要通道，高标准构
建便捷通畅的交通体系。建议将三河与通州对接的徐尹路，大厂的厂通路及潮白
河大桥，香河的秀水路等列入规划，尽早立项开工建设。第二，开启轨道交通模式。
在京津冀大背景下，加快推进京唐高铁和北京外环铁路建设工程，同时加大北京
东部地区的轨道交通网络研究力度，彻底摒弃“一亩三分地”思维，认真谋划主
城区、副中心到三河、大厂、香河的轨道交通线路，学习世界先进经验，选择适
宜方案，科学研究京平线途径三河、6 号线东延大厂、7 号线连接香河的可行性，
并注意与规划中的北京外环铁路、京唐高铁等相关站点的接驳问题，多种形式组
网。第三，推进“公交 + 地铁”出行新模式。除了正式开通的公交线路，联通城
市副中心与北三县的城际铁路、地铁线路等各项交通网也在不断织密。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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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北三县与城市副中心公共交通出行需求，继续优化公交线网、拓展公交路网。
 王馨 全国人大代表 新野鼎泰电子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针对当前“校园贷”问题，王馨代表提出，我国目前没有一部专门针对互联
网金融的法律，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出台互联网金融法，规定互联网金融的行为准
则、行为标准、责任追究。执法部门应针对利用低门槛放贷、贷款利息明显超过
国家规定的互联网金融行为，开展集中排查和严厉打击；对于恶意泄露个人信息、
用暴力或强迫手段逼迫还款等行为，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三、2019 年两会金李委员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教授在 2019 年全国两会中
提出以下建议：
 引入“负所得税”与“低保”相衔接
金李教授指出，当前，我国居民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和意愿不匹配，而高收
入家庭则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如何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是内需增长关键。鉴于我
国已实施的减税促消费作用有限，以及现有制度对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
消费作用有限，金李委员提出如下建议：
完善当前个税和低保制度，引入负所得税，实现“低保”与“负所得税”制
度的有效衔接，多渠道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提高转移支付政策的效能。根据国际
经验，把补贴与就业状况或劳动收入挂钩，实施奖励就业的转移支付政策是解决
问题的有效手段。目前，至少有 22 个
发达国家或地区正在实施此类政策，成
效显著。部分国家在个税制度框架下通
过“负所得税”方式实施此类政策，即
在向高收入家庭征税同时，以奖励的方
式对通过就业获得收入的低收入家庭发
放补贴，使低收入家庭的所得税税率为
负。西南财经大学甘犁团队的田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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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基于“负所得税”理念的转移支付制度对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和消费作用
显著，具有较强可操作性。根据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在四川 15 县区七万户贫困家
庭的试点积累了大量数据和经验，为进一步推广打下了良好基础。
引入“负所得税“的办法可以对个税改革，尤其是专项扣除附加申报系统的
建立，为实施“负所得税”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建议对月综合所得 5000 以下群
体，一方面，根据他们的劳动所得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奖励，另一方面，根据他们
专项抵扣额度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补贴，让这部分家庭的所得税为“负”。由于低
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远高于高收入群体，这些措施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将远
远大于普惠的个税减税政策。
 化解小微民营科创企业融资贵和融资难问题
小微民营科创企业是中国经济创新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但这类企业一直面
临融资贵和融资难的问题。金李教授在提案中建议可以从三个方面化解小微民营
科创企业融资贵和难的问题：
政府引导，发动社会力量，打造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小微企业信息共享平台。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先行先试，支持建立这样的小微企业大数据信息共享的基
础设施。未来条件成熟时，可在全国推广。平台汇集所有和企业有关的公共部门
信息，包括水电煤气社保用工情况，以及政府部门掌握的大量其他数据，再以市
场化的方式获得各个商业机构所掌握的交易、支付、物流、房屋租赁等环节中产
生的其他数据，最终形成一个公共图书馆一样的共享机制。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合
理付费，获取所有相关信息，或者委托有数据处理能力的分析机构提炼分析有关
小微企业的风险信用信息。这种平台的建立，能够有效地提升信用数据收集整理
的规模经济，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系统的大数据分析描摹，对企业未来的经
营状况形成较为精准的判断，有力支持金融机构对优秀的小微企业进行信用放款。
以大数据信用信息作为基础，形成小微企业的“虚拟担保品”。小微企业贷
款很贵很难，因为担保抵押品不足。如果有足够多担保品，金融机构放款就不用
过多担心坏账问题，其贷款意愿会大大加强，放款效果会大大提升，形成可持续
的对小微企业更多的支持。数据化的企业信用信息可以是小微企业重要的“虚拟
担保品”，形成更为有效的信用惩戒机制。未来的小微企业负责人如果不能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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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损失不仅是不能坐高铁和飞机，更严重的是，相关企业和负责人会被记录在
信用信息中，极大地影响未来企业通过任何其他渠道获取资金的难易度和资金成
本。这样就可以形成一套机制，把“有能力还款”并且“有意愿还款”的好企业
和其他的企业分离开来，使得未来好的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贵的问题得到更好解
决。
制定对于民营小微和科创企业的优惠融资的长效评价机制，且功能应重于形
式。支持民营小微科创类企业，说到底从功能上是要增强信心，鼓励创新，拉动
就业，提振经济。所有大的民营和科创类企业最初都是始于小微企业。但反过来
并不成立：不是所有的小微的民营科创企业最终都能长成参天大树。有些企业在
形式上很快从小微状态毕业，有些则长期处于小微状态，靠着国家提供的低价要
素勉强维持。所以，在优先补贴谁的问题上应该实事求是，更加合理分配国家的
补贴资源。
 打造绿色旅游基地、有效促进精准扶贫
习总书记曾多次阐述绿色发展，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我
们国家的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有绿水青山，然而当地人并不富裕，
收入不高消费也不高。围绕如何真正让这些守着绿水青山的百姓获得更大的幸福
感，金李教授提出以下建议：
建议国家层面提供更大力度的金融支持。发行支持绿色旅游的长期政府引导
性专项国债，让国家投资作为劣后，并且吸引市场化社会资本，形成国家级绿色
旅游发展基金。
精心挑选若干具备条件的贫困地区进行试点，未来滚动式发展。当地政府加
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引导贫困户通过土地资金入股，打造国家绿色旅游基地集
团。集团下设各种绿色旅游基地以及主题旅游、购物、度假等“国家公园体系”。
目前，我国高收入群体对境外游热情不减，未来建设好国家公园体系的相关配套
设施后，不仅可以部分实现进口替代，还可以大力推动国际游客来中国度假、购
物甚至医疗、养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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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 年两会前光华教师对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展望与分析
2019 年 2 月 27 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联
合举办的“北大光华两会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展望分析会”在光华管理学院 2 号楼
举行。
如何理解、认识和把握 2019 宏观经济形势？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面临哪
些挑战？中国当前的战略机遇期有着怎样的新内涵？中国经济继续深化结构性改
革，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等如何更好协同发力？针对前述问题，北
大光华 10 位教授分别从宏观、金融、消费、人口政策、城市经济、数字化经济等
多角度进行分析和研判。
 刘俏：中国经济需克服九大长期挑战
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系教授刘俏预测，到
2035 年，中国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之时，按购买力
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将达到 3.5 万国际元。这是高
收入国家大约在 2000 年左右达到的水平。
而要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需克服九大长
期挑战：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中国如何保持较高
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所对应的现代产业结构；如
何实现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何应
对城乡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如何应对高端人才缺口，提升研发效率；如何提升
投资效率，重塑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如何提升消费率，改善消费结构；如何提
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位置。
刘俏院长认为，应对挑战唯一的方法是更彻底的改革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陈玉宇：新战略机遇期的四个特点
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认为，
经济危机以来，中国乃至全球都有悲观情绪，感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国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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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的阵痛、金融去杠杆和防范金融风险带来
的调整等。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
期有四个新特点。
第一，未来 30-50 年的国际增长格局仍富有活力，
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将是主角，有利于中国发展。
第二，技术进步（比如数字经济）和效率是最核心
的增长推动力，中国势头良好，长期潜力巨大。第三，
人力资本是重要的发展因素，既有利于效率也有助于平等，未来 30 年中国是人力
资本大国和强国。第四，政府和社会消费是增长的拉动力量，也是创造平等美好
社会生活的力量。
 周黎安：深化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
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周黎
安表示，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来源上
分解，主要受益于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生
产要素再配置。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
扩大，以生产要素再配置为驱动的增长趋于衰减。
其重要原因在于：一系列制度障碍导致生产要素市
场还存在许多扭曲和错配，严重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要素配置的进一步市场化
亟待推进和完善。
除了探讨传统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面临的问题外，他还分析
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凸显了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的意义和价值。挖掘和盘
活数据资源的潜力，遭遇了两个核心挑战：如何平衡隐私保护与企业对精确数据
的强烈需求之间的矛盾；如何保障数据交易中的有效竞争，避免企业基于数据优
势的垄断。
 刘晓蕾：解决资金配置问题是供给侧改革下一步的重点
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刘晓蕾教授认为，金融机构的供给侧改革是未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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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其实我们的金融总量并
不低，无论是从金融资产占 GDP 的比重，还是金融
产业的附加值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都不低，甚至
超过了发达国家。但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结构问
题，就是资金没有到应该去的地方，资金配置效率
不高。
供给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解决资金的有
效配置问题。我们传统上是间接融资，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模式。未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是要增加股权融资和直接融资。资本市场作为直接融资的重要环节，
推动其完善和进一步发展，可能会有很多政策出来，这在 2019 年非常值得期待。
传统金融机构需要实现差异化竞争，而是否能有效的利用金融科技可能是竞争中
的重要决定因素。
 唐遥：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有利的国际形势
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唐遥认为，
在未来一两年内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比较有利的国际
形势。最近两个月市场修正了对美国经济过度乐观
的期望、美联储加息预期迅速降低，同时中国经济
有望企稳，因此比起去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
升，过度悲观的贬值预期得到扭转，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唐遥教授指出，政策方面，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的出台，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动力；中国人民银行在应对经济短
期波动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同时，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国内的金融市场深入发展，能够允许外国企业和
政府以人民币在我国境内进行较大规模的融资，从而增加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场景。
 颜色：多种政策工具确保经济增长
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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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2019 年政府在两会期间将设定一个较为灵活弹
性的 GDP 增长目标，在 6.0% - 6.5% 之间，而实际
上能够容忍的 GDP 增速底线在 6.2%。这样的目标
能够在稳增长与防风险的两重目标中达到较好的平
衡，保证我国在 2020 年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目标。他认为，政府并不会简单通过加杠杆（即
货币放水、大水漫灌）的方式确保经济增长目标的
实现，而是会诉诸于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
颜色教授表示，中国经济虽然还将低速运行一段时间，各方面的下行压力也
将持续，但是经济指标将在二季度达到底部，大约在二季度末期开始逐步反弹上
行。实体经济的探底回升将有力支持金融市场的企稳回升；但由于政策因素和货
币政策并无过度宽松，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将继续承受压力。
 彭泗清：兼顾“三维度”与“双标准”优化消费结构
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彭泗清认为，对
于居民消费和内需市场，需要进行系统分析和精细
管理，以确保高质量的消费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对此，彭泗清教授提出“三维度”与“双标准”，
以此来考察优化消费结构的有效途径。三个维度包
括消费的需求结构：即消费品满足了消费者的哪种
需求（温饱型需求 / 发展型需求 / 享乐型需求）？
消费的品种结构：消费品本身属于哪种类型（非耐用消费品 / 耐用消费品 / 服务
消费）？消费的质量结构：消费品属于哪种质量档次（或品牌档次，低 / 中 / 高）？
对于质量与需求的层级，也需要与时俱进。彭泗清提出消费升级的“双标准”，
其一是对于消费者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其二是与社会发展趋势，尤其是五
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一致程度，即要兼顾个人的美
好生活需求和全体人民的美好社会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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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辉：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
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王辉认为，
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应继续深化
要素市场的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将劳动力有效地在
城乡间、地区间以及产业间进行配置，充分发挥现
有劳动力的潜力。
第一，解决外来劳动力公共服务覆盖率低的问
题。这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充分保障各类劳动
者共享城市发展红利；第二，解决劳动力在跨地区流动时，其社会保障的携带问
题；第三，鼓励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发展定位与规划布局，为不同类
型的劳动者设立“量身定做”的激励条件，实现“精准引才”；同时积极采用市
场机制补偿农村实用人才，实现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避免农村地区
和农业部门出现人才“空心化”现象。
 张庆华：一个城市什么样的人口规模是合理的？
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张庆华认为，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城市的
规模在不断增长。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面临着拥
堵和高房价等诸多问题，而与此同时，小城市面临
着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流失。城市人口规模的分布
向两级化发展。大部分地级市人口规模低于最优水
平， 不利于城市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
张庆华教授从四个维度提出建议：第一、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促进生产要
素比如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城市间的合理流动。目前超大城市在资源分配上受到
优待。2001 年开始的户籍制度改革并未使得城市人口规模过小的情况有大幅缓解，
这说明人口流动成本仍然很高， 改革仍需深化；第二、深化土地市场改革，推进
城市化进程，帮助农业人口顺利地流入城市；第三、培育发展都市圈，使得核心
城市通过溢出效应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第四、超大城市可以发展多中心和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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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城，更合理地布局规划土地开发，降低拥堵成本。
 张影：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国家政策效率的提升
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市场营销系教授张影认
为，数字化的目的是从宏观和微观上提高效率，包
括生产效率、投资效率和政策效率。在这个阶段提
数字化转型，因为在全要素生产率已经降到非常低
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转换思维，从效率要增长。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我们的发展以体
制改革为基础，在很大程度是市场和投资两轮驱动
的，而短板是效率驱动。效率驱动增长要对市场、对企业这些微观经济单位有足
够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数字化不单单是企业的数字化，它也包含了在企业
数字化基础之上的整个社会运行的数字化，从而为我们的政策效率提高提供非常
有效的支持。

第三节 新年论坛
一、新年论坛概述
（一）新年论坛背景
创立于 1998 年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是中国经济管理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论
坛之一。每届论坛紧扣社会经济形势和重大管理议题，邀请有关政府高层领导、
著名企业家和杰出学者与会发表见解，与北大师生共享思想盛宴，经过二十年的
悉心耕耘，光华新年论坛已经成为中国具有权威性和前瞻性的思想交流盛会，受
到媒体广泛传播，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认可。
（二）往届观点回顾
光华新年论坛每届围绕一个紧扣中国经济发展与企业管理的重大主题，邀请
来自政府、学术、工商各界精英人士与会发表见解，与北大师生共享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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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论坛主题涵盖了 WTO 对中国企业的影响、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等当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以下是前二十届论
坛主题汇总：
表 2-1 论坛主题汇总
届 数

举办时间

主 题

1

1998.12

MBA与中国职业管理团队的形成

2

1999.12

新世纪、新挑战、新机遇

3

2000.12

中国知本论坛

4

2002.01

WTO——中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5

2003.01

经济改革与社会信任

6

2003.12

城乡协调发展

7

2004.12

科技创新强国

8

2006.01

自主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9

2007.01

奥运与品牌之路

10

2008.01

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评价与展望

11

2010.01

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

12

2011.01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

13

2012.01

创新创业与经济转型

14

2013.01

社会责任、价值共享与治理之道

15

2014.01

新经济 新变革 新时代

16

2014.12

文化重塑与经济转型

17

2015.12

中国发展2020——改革新征程

18

2016.12

全球变局 中国策略

19

2017.12

新时代 新思想

20

2018.12

敢当与前行

二、第二十届光华新年论坛嘉宾观点撷英
 王博：以敢当精神、前行勇气，为国家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认为：40 年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用双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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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不
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进
程。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大学也取得
了巨大的进步，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越
来越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党中央、
国务院表彰了 100 位改革先锋，厉以
宁等 3 位北大教师和 8 位校友入选，这是北大的光荣，也是前行的动力。北大将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改革创新、埋头苦干，在新时
代的改革开放中以敢当的精神和前行的勇气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郑建邦：以更坚定信心更有力措施，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
务副主席郑建邦表示：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
现历史性跨越，民生显著改善，经济
结构出现重大变革、社会结构不断变
迁。历史深刻启示我们：改革开放是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
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我们要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就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这条正确之路、强国之路、
富民之路。
郑建邦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能否继
续把握好重要战略机遇期，适应变化、驾驭变化，关键在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
更好条件；要坚定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此赢得加快自身发展的动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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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要注重回应民意诉求，提升人民群众的改革“获得感”；
精心设计改革方案，把落地机制做深做细，并以钉钉子的精神狠抓改革落实。
 厉以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民营企业发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表示：“一带一路”加速了中
国经济的发展，包括民营企业的发展。
随着海外市场的开辟，与外国企业合
作经营并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的
民营企业也越来越多。广泛地参与国
际合作与竞争，将有利于中国民营企
业的进一步发展。
迎接“一带一路”的新高潮，民营企业自身需要加快改革。从目前的情况来
考察，中国的民营企业必须调整结构，而且这是长期调整，以迎接“一带一路”
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民营企业，无论规模多大，不注重设备的更新、技术的更新
和营销方式的更新，迟早要被淘汰。
今天再进一步发展经济，一定要把路线搞对。路线已经不是从前的单纯引进
来机器设备了，重要的问题是跟上世界的潮流，要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品牌
创新。这都涉及到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不要认为结构性改革很容易做，结构性改
革有多难，看看历史就知道，结构性改革需要埋头去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构
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这样的经济才能够上新路。
 田国立：用金融的手段助力百姓住有所居
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认为： 房地产这头体量巨大的“灰犀牛”是否会冲出
来引发系统性风险？怎么用市场手段解决市场长期存在的问题，让金融的归金融，
市场的归市场，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十九大报告适时确立了“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改革方向。近期租赁市场暴露出的一些新问题，证明要培育市场、规范发展，
大型国有金融企业介入租赁市场非常必要。田国立以建行为例进行了阐述，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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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了一个全国性安全、阳光的住房
租赁综合服务平台；二是倡导“长租
即长住 长住即安家”等住房新理念；
三是探索发展存房业务，激活存量闲
置房源；四是打造住房租赁新生态，
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发展租赁市场 , 提
升租住品质；五是研发住房租赁指数，
促进形成租金合理预期。
 朱光耀：2019 年中国经济外部挑战严峻 需用稳定战胜不确定性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
2019 年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复杂严峻
的外部环境，主要的不确定性体现在
全球供应链整体布局调整、世界贸易
组织（WTO）等多边贸易体系改革、
英国“脱欧”、美联储利率政策走势
等四个方面，这些不确定性相互叠加，
使得外部环境愈发复杂严峻。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们一定要坚持稳中求
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首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这对中国
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
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贡献，用稳定战胜不确定性。
 吴红波：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绿色工业革命的创新者和领导者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吴红波表示：据预测，如果按照目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消
耗能源和资源，我们在本世纪 100 年至少需要 3-4 个地球才能满足发展需求。实
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是唯一的解决方案。2016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联合国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主要方面高度契合，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绿
色产业革命”，而中国有可能成为这一轮绿色工业革命的创新者和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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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红波指出，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对现行管理的理念和方
式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需纳入本
国发展战略才能有效实施，同时还要
加强跨部门协调、严格问责制度、丰
富执行手段、完整准确的数据以及制
定符合国情的指标。他表示，中国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
标全部纳入“十三五”规划，为各国做出了表率。
 倪光南：加强科技人员知识产权股权保护，促进创新更快增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我
国知识产权对 GDP 的贡献是 11%，
而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知识产权对
GDP 的贡献达到 30% 以上，相比之
下我国还有差距。而知识产权产业，
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非常重要。与此
同时，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正在
扩大，1/4 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是美国
进口。这需要我国打造自己的知识产权。能否保护知识产权是高技术企业创新能
力兴衰的关键。正是由于没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股权体系制度，目前科研人员进入
孵化企业或投身创业时，缺乏制度保证。我们希望加强科技人员知识产权股权保
护，国家有关知识产权股权体系的鼓励政策应该更加明确，促进创新更快增长。
 林建海：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前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林建海表示：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在过
去 40 年间创造了辉煌的经济成就。面临当前世界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应该如何应
对？如何实现可持续、包容性的高质量发展？对此，林建海重点强调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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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高质量增长
的前提；坚持对外开放是高质量增
长的必要条件；转变发展动力，提
高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核
心；完善金融体系，发展服务业是
高质量增长的桥梁；推进可持续、
普惠、绿色增长，提高人民福利是
高质量增长的最终目的。
 刘俏：相信更彻底的改革开放能为中国应对长期挑战找到答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
俏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
的经验可以归结为四点，即政府和市
场积极结合以推进产业和产业集群的
崛起、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布局、持
续的制度创新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环境。展望未来，中国经济
发展面临七大长期挑战，包括如何继
续保持高水平的全要素增长率、产业结构问题、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人口老龄化、
城乡结构变化、如何提升研发的质量和解决高端人才缺口，以及如何提升投资效
率等。相信依靠中国的智慧，依靠更加彻底、更加果断的改革开放，把市场作为
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出来，未来能够找到破解上述问题的答案。
 宋志平：坚持走一条开放包容的国际化道路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杰出管理实践教授宋
志平表示：尽管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中国企业还是要坚持走一条开放包容的国际
化道路，要坚定不移地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注重开拓多元市场，注重树立中
国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形象。近年来中国建材集团国际化经营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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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不少心得：尊重国际分工、坚
持全球采购；注重与跨国公司联合开
发第三方市场；强化企业市场行为，
少打国家旗号，平等参与国际市场竞
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奉行“为当地经济做贡献、与当地企
业合作、为当地人民做好事”的三项
原则。
 徐学明：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需要“政银企”协同发力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徐学明
认为： 民营企业信贷不良率攀升、债
券违约、再融资困难、股票质押爆仓
等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
注。那么，该如何破解呢？ 对此，他
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政府要着眼于
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第二，监管部
门要坚持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两手
抓”，促进商业银行把源头活水引向民营企业；第三，商业银行要坚持服务实体
经济的初心，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第四，民营企业要加快转型、稳健经营。
 宋葛龙：新时代呼唤优秀企业家
精神
《中国改革报》社党委书记、社
长宋葛龙表示：企业家是参与经济活
动的重要主体、“关键少数”和特殊
人才，必须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
权益的法治环境、营造促进企业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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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弘扬
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
越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新时代，呼唤爱国敬
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诚信守约、履行责任、
勇于担当、服务社会的优秀企业家精神。
 王小兰 : 企业家要做好传统产业与新经济的融合创新
时代集团公司总裁王小兰表示：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出现与
发展，为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与
此同时，身处新技术向产业落地的新
时期，市场面临发展、裂变的不确定
性，但同时也拥有广阔机遇。企业家
就是为应对不确定性而生。在市场经
济下，企业家是整合资源的主体，是
推动经济转型的第一动力。与其担心，不如担当，在即将到来的 2019 年，企业家
要应对不确定、拥抱新变化，做好传统产业与新经济的融合创新。
 刘汉元：光伏发电是未来新能源发展的主要选择
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通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汉元表示：从根
本上讲，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问题是
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可持续。在新
一轮能源革命的背景下，光伏发电已
成为人类当前及未来新能源发展的主
要选择。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光伏产
业实现了从一路追赶、齐头并进到全
面超越的华丽转身，占据了全球 70% 以上的市场份额，已牢牢站在全球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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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前列。无论是解决国内雾霾问题、环境和资源不可持续问题，推动我国高质量
发展，还是“一带一路”走出去帮助欠发达国家跨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光伏
产业都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成为当前及未来中国
乃至全球经济的主要牵引力和增长点。
 景柱：民营企业的根与魂
海马集团董事长、海南省工商联
主席景柱表示：民营企业的魂是创新，
而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八个字：创
新、实干、坚忍、担当。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经
济形势，提升中国经济的活力、韧性
和创新力有赖于企业家群体，我们比
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家精神。对民营企业来说，尤其要把中庸之道转化为企业前
行的辩证法，不是做多大，而是做多好；不是走多快，而是走多远。
 白云峰：中国基础教育仍需努力推动因材施教
好未来教育集团总裁白云峰表
示：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教育
事 业 取 得 长 足 发 展。 数 据 显 示， 到
2030 年，90 后将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
柱，其中有近一半人受过高等教育，
这个比例位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
中国基础教育体制变革仍落后于经济
的发展。伴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
国基础教育还需要努力推动因材施教，避免教学千篇一律，同时真正推动“教”
和“育”的分工发展。中国基础教育的终极目标应是培养孩子们拥有正直、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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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的品格，拥有探索和发现世界的工具，具备获得幸福的能力，具备独立的判
断力和思考的精神，从业者应为此不懈努力。
 俞熔：主动健康优于被动治疗，美年大健康持续强化预防医学科技创新
美年健康董事长、天亿集团董
事长俞熔认为：未来 10 年、20 年，
全球医疗健康的重大挑战还是老龄化
的问题，由此带来的健康需求升级始
终是医疗健康领域探索的核心趋势。
此外，指数型技术提升带来行业的变
革，比如说：人工智能、大数据、基
因组、远程医疗这些技术的重大突破，
给生命科学领域带来非常大的变化。除了老龄化，慢性病和预防也是将长期影响
健康产业的关键词。未来预防医学端口面临重大的机遇。事实上，在欧美国家，
疾病早期筛查，智能诊断、精准预防等技术和商业模式，正在成为产业以及社会
的关注重点。
 周芊：新时期房地产金融创新
中联基金合伙人周芊认为：目
前房地产行业正逐步进入精耕细作阶
段，商业地产、城市更新、主题地产
投资、房地产证券化等领域都有望成
为突破点。从成熟市场实践来看，中
国的房地产企业除了关注不同融资工
具带来的成本差异外，更应关注多种
金融产品综合运用的房地产金融“工
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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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思想的力量
光华过去三十三年的探索对于聚焦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提供
很多启示，商学教育和研究的实质不在于迎合，而在于引领。
—— 刘 俏

第一节 “思想力”项目概述
“光华思想力”是北大光华的智库平台，旨在立足新时代中国，遵规范的学
术标准，循前沿的科学方法，做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
“光华思想力”扎根中国大地，
紧紧围绕中国经济和商业实践开展研究；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研究市场规律和趋势，服务企业前沿实践；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商学教育，
支撑中国实践，贡献中国方案。
思想力课题包含但不限于以下领域的研究：
 国家发展战略 / 经济体制改革
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崛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探索一条
史无前例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思想的崛起意义更加重大。在总结我国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以中国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模
式和理念为特色研究领域，通过机制和体制创新，整合研究资源，服务于国家发
展战略与社会进步。
 宏观经济预测 / 中长期经济增长 / 财税改革
站在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经济波动较大，政策出台较为频繁，作为国
内顶尖商学院，我们中间有着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有责任以卓越的宏观调控理论
研究，在实践中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预期管理理论框架，以宏观经济发展形势预
测回应经济运行和改革中的热点，对政府政策出台和机构、个人投资决策产生重
要影响，乃至对推进进一步深化改革产生重要意义。中长期经济增长主题的研究
涉及中国中长期增长的关键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迁、城镇化、长期
经济增长率等。
 开发性金融
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宗旨，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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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信用为依托，以市场运作为基本模式，在实现政府发展目标、弥补市场失灵、
提供公共产品、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和作用，对于区域经济繁荣和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同凡响的重要作用 , 成为国
家金融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词。国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一带一路”等重大决策部署，需要各方力量进一步深化
金融合作，加强金融创新，深化开发性金融的理论体系研究，发挥好金融特别是
开发性金融的作用。
 企业（家）口述史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风雷激荡、波澜壮阔的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
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涌现出无数杰出的企业家和
优秀的企业。记述企业（家）的口述历史，是商学案例研究的一种模式，同时更
是为这个时代的商业立传。唯有脚踏实地、耐心谨慎地在商业实践中不断探索、
不断总结经验，才能不断发展。舍此别无他途。
 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商业模式研究
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均发生深刻变化，国民经济增速换挡，实质是我国几乎
所有支撑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一系列条件变化和
矛盾转化的叠加反映，归根到底要求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从要
素投入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跃迁。而经济转型升级中 , 支柱产业的转型升
级是重中之重。新经济异军突起、新技术加快应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
科技创新加快转型升级，以商业模式创新释放发展活力，为经济带来了弯道超车
的机遇。
 新金融
新金融之“新”，新在金融科技的不断创新之“新”，新在金融资源配置效
率提升之“新”，新在金融服务模式变革之“新”， 也新在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
提升之“新”。在对“新”的研究中，研究重构信息时代的金融方式和方法，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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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民福祉，创造欣欣向荣的新金融时代。
 数据与科技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深刻影响人类未来发展，大数据技术和应用呈现纵深发
展趋势，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开启着一个全新的大智能时代，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
面，成为人类认识世界、推动智能化的有效工具。

第二节 光华“思想力”课题简报
“光华思想力”项目第一期课题已基本结束，第二期课题正在进行中。本节
将对第一期课题的主要成果及第二期课题的相关内容做出介绍。
一、第一期课题及研究方向

二、“光华思想力”第一期主要成果
（一）商学教育的优质课程
 区块链 @ 北大光华：前沿应用与价值创造
 财富管理
 领导与变革：华人家族企业全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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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REITs 先锋项目
 数据思维与价值发现
 中国企业国际化 2.0：战略，途径与方法
 数字化企业转型：战略、平台与创新
 数字化时代的营销创新：新技术，新消费，新价值
（二）论坛、对话等思想传播
 北大光华中国 REITs 论坛
（三）指数等成果
 《2018 新零售城市发展指
数报告》
 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能力架构与指标体系
（四）书籍、案例等思想成果
著作
 《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教程》
 《工匠智造：成飞发展之路》
 《博雅光华：在国际学术期刊上讲
述中国故事》
 《中国式财富管理》
 《共演战略：重新定义企业生命周期》
 《重构平台与生态》
 《从追赶到领先：华为启示录》
 《创新运营双元整合：思科实访录》
 《扶贫开发模式案例分析与研究书稿》
案例
 口述历史纪录片：《紫色传奇——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口述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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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方的战略选择》
 《京东方的企业文化》
 万魔声学案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万魔声学案例：The Innovation of a
Start-up: A Case of Upgraded Manufacturer
 百度金融基于区块链的 ABS 云平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沪深三百指数挂钩保本收益凭证
 艺术与金融
 京东案例：无界零售
 以比亚迪为蓝本的定增策略案例
 金融科技相关案例
（五）研究报告、简报、白皮书等政策及社会影响力成果
 《将发展教育增强国民素质作为第一国策》
 《中国 REITs 白皮书》(1-9)
 《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势和政策导向的分析报告》
 《共享经济白皮书》
 《劳动力市场和长期增长》
 与业界合作季度研究报告
 研究简报 16 期
三、“光华思想力”第二期研究课题
（一）特别立项（发改委十四五计划）
 2035 年远景目标和 2050 年展望研究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实施路径和重大举措
（二） 课程开发系列
 中国经济
 中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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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管理
 中国式领导力
 数字经济与新商业模式
 科技金融
（三）普通课题系列
 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发展模式
 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中国制造企业
最佳实践研究
 中国家庭 ( 耐用品 ) 消费指数研究
 体育赞助与赛事体验管理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机制、制度与政策研究
 中国地方政府金融
 国家金融、中国工业化及公共治理
 中国投资者教育：行为理论与实践
 打造中国企业的组织文化：仪式的形式、功能与干预研究
 中国资本市场财务诚信和声誉：公司实地调研
 社会效应债券（Social Impact Bond）模式与实践研究
 我国企业“杠杆操纵”的动机、手段及后果研究
 中国风险投资回报研究
 获得感难题：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客户心态与需求管理
 数字经济下的用户行为洞察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宏观视角下的微观实证研究
 互联网内容付费商业模式与消费者行为研究
 中国企业跨国收购案例研究
 世界经济和金融周期及中长期发展趋势
 乡村信息赋能
 大学社会责任：分析框架与评价
 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研究——基于 MMVaR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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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定价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外经济合作区研究
 新时代中国卓越企业战略经营模式与成功之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地区群众对于中国经济崛起的看法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立法研究
 中国与全球宏观经济监测与中长期趋势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与专利战略
 中国城镇化大潮中人口的空间流动
 领导团队的结构分析
 中国城市间的要素流动和资源的空间错配
 创业家口述史
 消费不平等与经济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课程教学开发与研究
 “五年计划”体系演变的口述历史研究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四）“一带一路”经典案例研究
 中国路桥建设蒙内铁路（蒙巴萨—内罗毕）
 招商局对吉布提港的开发；对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开发
 葛洲坝的阿根廷水电站项目
 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
 三一重工或中联重工等制造业海外市场拓展路径研究
 中投投资蒙古铁矿的案例
 国开行以开发性金融服务“一带一路”的代表性案例
 华为等企业的案例研究
 “一带一路”书院
 金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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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扎根本土 面向世界
“一带一路”书院是一封面向未来的邀请函，中国路径为
世界提供发展新方案。我们希望通过不断努力，把中国带向世
界，把世界带回中国。
—— 刘 俏

第一节 分院推动经济发展
依托北京大学的优势，借助光华管理学院的优秀师资、服务团队、全球网络、
校友资源，联合当地各级政府和企业，开展学术研究、商学教育、国际合作、创
新创业、智库服务等，光华管理学院分别在西安、上海、成都和深圳四地成立分院，
依据光华的品牌优势，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一、西安分院
2018 年 3 月刘俏院长主题报告：《新时代 新经济 新西安》（与西安市政府
合作）
2018 年 6 月第二届世界西商大会光华论坛：新时代、新西安、新西商
2018 年 9 月紫色传奇——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口述历史

71

二、上海分院
2018 年 9 月 28 日，上海分院安迎来了北大光华华东金融协会的第二届换届
仪式及第一次活动。在此次会议上，确定了金融协会第二届领导班子，希望能为
校友提供更好的帮助。与此同时，学院院长刘俏和上海分院院长李其在会上给同
学们开展了精彩的讲座，让同学们受益匪浅。

三、成都分院
2018 年 5 月“ 北 大 企
业家俱乐部”在创始理事长
俞敏洪、厉伟理事长和孙陶
然秘书长的带领下拜访省市
区领导，探索校友支持地方
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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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分院助力人才培养
光华管理学院注重通过分院建设提升影响力的 MBA 学位教育，推动高层管
理教育的本地化，并与地方政府结合通力合作开展有学院特色的创新创业项目，
并开始在决策咨询、智力支持、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方面开展校地、校企合作。
借助北大的优秀师资和服务团队，聚集和融通可持续发展所需各种资源，着
力打造开放式大平台集群，助力人才培养，引领学术思想潮流。
一、西安分院
2018 年主要活动：
2018 年 4 月北大光华丝路新生力项目第一期开班
2018 年 5 月北大光华西部校友返校活动
2018 年 7 月北大光华创业训练营第四期开营
2018 年 8 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西部大讲堂（青海）
2018 年 8 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西部大讲堂（银川）
2018 年 8 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西部大讲堂（榆林）
2018 年 9 月北大光华·骊山慎思会 2019MBA 新生入学指导暨光华校友备考
经验分享会
2018 年 9 月 2018 级 MBA 开学典礼
2018 年 9 月校友返校主题讲座：创新战略与中美贸易摩擦解读
2018 年 10 月张宇主题讲座：房地产金融与定价
2018 年 10 月王翀、易希薇、翁翕：新时代下的经济和金融理论前言和实践
2018 年 10 月北大光华丝路新生力项目第二期开班
2018 年 11 月中国经理人项目 30 期开班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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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分院
2018 年 1 月 14 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上海分院 2018 校友年会隆重举行。
本次年会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EMBA 华东校友会、宏信公益基金会承办，
EMBA113 和 124 班协办。国防大学著名教授金一南将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 华东校友会会长赵国强校友、以及北大光华 EMBA 华东校友会理事会成员
参与了此次年会。
在“5·20”这个充满美好含义的日子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华东校友
们相约浦江之畔，欢聚北大光华上海分院。在北大百廿校庆年里，回味那段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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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华岁月，展望未来的宏伟蓝图，迎接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
2018 年 6 月 8-10 日，北大光华 EMBA 华东校友会一年一度的“在一起”活
动于武夷山举办。共计 50 余名校
友及家属一起来到武夷山，品印
象大红袍，体验竹筏漂流，在一
片欢声笑语中打破届别区隔，加
深彼此了解。
2018 年 7 月 7 日， 视 界 共 和
第四节课《摄影只需要一部手机》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上海校
区如期举行。
作为北大光华 EMBA 华东校
友会的品牌活动之一，“走进区县”系列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 3 期，成为政企交
流的优质通渠。2018 年 8 月 22 日，40 余位校友一起走进位于上海市中心的静安区，
新一期的“走进区县”活动成功举办。
三、成都分院
光华管理学院于 2016 年在蓉招收
MBA，至今已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报名
申请该项目。目前已在校三届 129 位
学生，2018 年成都分院首批 MBA 学生
已圆满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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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成都分院创立
了“未名天府”栏目，此
栏目通过分院的平台，面
对广大社会大众，邀请一
些行业优秀校友或是非校
友的企业家，与大家分享
和互动。至今已开展 5 期，
2019 年将持续开展，让更
多社会人士接触到北大光
华，让更多的光华思想辐射西南，更好地推动西部经济建设。
2018 年 8 月由北京大学校友会主办的“中国创业者峰会”走进成都天府新区，
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国有，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
理事长、学院 EMBA 校友厉伟，方正集团董事长生玉海等资深专家学者、国内知
名企业的企业家、高层领导、创业者汇聚成都，共同探索加快推动成都战略转型、
经济变道超车、重塑竞争优势等问题。
2018 年 11 月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 Ran Peleg ( 潘立文 ) 先生，从初识以色列、
创新之岛、远东的友谊以及以色列和四川等方面，为北大光华成都分院 MBA 在
职班的师生带来了一场有关以色列创新产业的精彩演讲，通过北大平台，为学生
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方式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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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一带一路”书院扬帆起航
一、书院成立
2018 年 4 月 20 日下午，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启动仪式在北大英杰交
流中心举行。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北京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也是“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周年，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顺势而为，发起
成立“一带一路”书院。书院依托光华的学术机构优势，汇聚北大一流的人文社
会等多学科资源，肩负起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培养政商领袖，以研究与教育
贡献新型全球化的时代使命。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司长
赵艾，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华出席并致辞。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到会祝
贺，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以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出席了本次大会。
 王博：以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王博副校长首先对“一带一路”书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北京大
学 120 周年校庆即将到来，“守正创新，引领未来”是北大坚定的选择。回首过去，
北京大学在 120 年的历史中一直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而要引领未来，
则要直面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北京大学率先垂范、
积极行动，不断贡献学界力量。建设好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以人才培养
和学术研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为相关国家培养未来政商领袖，为新型全
球化进程做出更大贡献。由光华来发起成
立该书院，最主要的是光华有两大优势：
第一是理念上的优势，第二是在聚集人才、
资源、知识和思想方面的优势。他希望未
来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等在内的社会各界
共同将“一带一路”书院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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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建邦：书院的成立极具前瞻性眼光
郑建邦副主席对“一带一路”书
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书
院的成立，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尽管目
前国内开展“一带一路”研究的高校
和机构有不少，但相关的基础性研究
仍显薄弱，人才培养方面也有所欠缺，
尤其是以经济建设急需的工商管理类
人才的培养步子可以迈得更快、更大
一些。在郑副主席看来，北大“一带一路”书院将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加强
对政商人才和青年领袖的培养，进一步增强民心相通、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梳理中
国发展理念等，这是极具前瞻性眼光和战略性思维的。
“我想，未来光华要服务的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有‘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更高维度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人
文交流，培养大批共建‘一带一路’急需的政商人才，推动教育深度合作、互学
互鉴等。” 郑副主席认为，“一带一路”书院的启动，意味着全新的起航。
 赵艾：期待书院发扬北大敢为天下先的传统
赵艾司长指出，五年来，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从愿景转化为现实，惠及相关国家和
人民。“一带一路”建设是全新的伟
大事业，需要各方积极参与、共同努
力。北京大学认真开展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相关工作，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瞩目成绩。他
希望，北京大学特别是“一带一路”书院能发扬北大敢为天下先的光荣传统，依
托雄厚底蕴和丰厚资源，肩负历史使命，勇担时代责任，汇聚北大力量，发挥光
华优势，在新时代更好的参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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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定华：书院的成立是北大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写照
王定华司长指出，长期以来，北
大广大师生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人民
的期盼同频共振， “一带一路”书院
的成立就是北大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生动写照。他期待书院能够发挥
学术机构的独特价值，运用研究和教
育等主要抓手，参与定义新一代全球
化内涵，共同书写世界的美好未来，
并对书院未来的发展和建设提出建议：一是开展教育互联互通合作，二是开展人
才培养培训合作，三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四是凝聚社会各方智力资源，
定期开展多类型专题讲座或高峰论坛。
 厉以宁：书院未来应重点关注新观念、新思路、新人才
厉以宁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合作共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的成立，希望能够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增加新知识、
新本领，以及新的事业发展机会。“一带一路”书院未来关注的重点，应该放在
新观念、新思路和新人才上。
在经济学领域什么是“新观念”？首先是前提假设的变化。厉以宁教授指出，
流行了 200 多年的经济人假设已经行不通了，著名经济学家西蒙提出的次优选择
理论则启示人们，现实中的人不是经济人，而应该是社会人。再如，创新的定义。
熊彼特认为，创新主要是生产要素的
重组。现在的创新不仅包括生产要素
的重组，还包括信息的重组，要考虑
与资本的结合。过去认为年轻人没有
资本和经验，也就无法创业，但今天
的年轻人跟 100 年前不一样，只要有
好的创意，就能够吸引投资。此外，
经济发展模式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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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质量增长，这个变化正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断实现。
在本次活动上，郑建邦副主席、厉以宁教授、赵艾司长、王定华司长、王博
副校长、刘俏院长上台揭牌，共同启动了“一带一路”书院。全场座无虚席，来
自政商学各界的嘉宾们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未来书院将以思想光华推动全球更
好地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刘俏： “一带一路”书院是一封面向未来的邀请函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刘俏院长在做
主题演讲时诠释了“一带一路”书院
的内涵。他表示，书院是一封面向未
来的邀请函。邀请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政商精英一起交流发展理念和经验，
破题影响人类社会进化的重大问题，
以平等和开放的胸襟一起定义全球化
新时代的内涵。
“2018 年，我们将开始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广泛招收具有优秀学业表现，胸
怀远大、具有全球视野、敢当精神和强烈使命感、同时具有卓越领导才能或具备
领导潜质的中青年人才。未来 2-3 年，形成每年 400-500 名学员的培养规模。”
刘俏院长表示，未来书院还将系统研究和梳理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企业在“一带
一路”国家的商业实践案例，开展跨领域、跨国别的经济和商业研究，通过对大
量有各国特色的商学案例进行研究，反哺中国对外开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二、“一带一路”书院介绍
（一）缘起
“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通过五年的实践，发
展中的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一道，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一带一路”倡议为当前的全球化注入了新内涵，
为全球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新方案，为各国实现共赢共享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时代
发展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机遇也为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提出了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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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大 学， 作 为 中 国 近 代 第 一
所国立大学，自成立以来从未缺席中
国近现代历史的任何一个重要时刻。
2018 年正逢北大双甲子之年，亦是中
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 5 周年，值此时代节点，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顺势而为，发起
成立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期
待思想光华为全球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为新型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二）使命
秉承“贡献学术智慧、培养国际人才”的使命，培养有志于为推动新型全球
化贡献智慧的政商领导者；以顶尖的研究实力与“一带一路”实践相结合，创造
经管及交叉学科理论，以世界级的中国学问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学术软实力，
塑造学术自信、文化自信、传播中国发展智慧；以研究和教育定义新一代的全球
化，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进程做出更大贡献。
（三）愿景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面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选拔具有优秀学业表现、
全球视野、敢当精神和强烈使命感，同时具有卓越领导才能或潜质的中青年人才。
通过在“一带一路”书院的学习，培养具有优秀的综合素质和卓越的领导能力，
具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感，能够引领未来经济、管理、国家治理等方面的各
界领袖；通过不同文化、宗教背景、发展阶段、和学术兴趣的师生之间的交流与
互动，提升跨文化的协作和领导能力，以及融入多元文化的能力，在跨文化的交
流碰撞中促进思想的创造；通过广大学员广泛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之道，
聚焦本国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中关键问题，探寻创新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
通过各国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思考全球发展与治理的新架构，“藏天下于天下”，
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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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标
 以教学，培养推动新型全球化的未来力量
以学术和政策研究带动教育项目的创新发展，创造面向未来的新型教育模式。
以全新课程体系和授课方式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学员广泛交流，深
入、扎实地合作，思考对未来有更长远影响的大问题，为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发展
培养未来领导者。
 以研究，探索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最优路径
以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为“一带一路”的政策和商业实践提供智库平台和智
力支持，促进相关研究成果向政经实践的转化；以研究和教育探索和传播新时代
的全球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
 以科学精神，讲述真实的中国发展故事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通过文明的交流和输出，汇聚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相关国家政要、商界领袖、社会精英，形成扎根于中最高学府、新时代国
际化的第二外交轨道。
三、北大光华驻华高级外交官项目启动
2018 年 1 月 17 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一带一路”论坛在北
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回顾与展望。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五年来，该倡议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取得积极
成果。时值倡议提出五周年之际，本次论坛邀请了来自政府、企业以及学界的重
磅嘉宾，就“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共同探讨、回顾与展望，包括国家发改委原
副主任张晓强、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刘争
鸣，新加坡、希腊、以色列、波兰驻华大使，以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等
出席了论坛并分享了他们的见解。
此次论坛是北大光华“一带一路”驻华高级外交官项目的组成部分。新加坡
大使、希腊大使、以色列大使、泰国大使、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墨西哥大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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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达黎加大使、阿联酋大使、
波兰大使，与刘俏院长、刘争
鸣先生，在论坛上共同正式启
动了北大光华“一带一路”驻
华高级外交官项目。
北大光华“一带一路”驻
华高级外交官项目得到各国驻
华使馆的积极响应，外交官们
踊跃报名，经过严格筛选，共
录取大使公使等参赞以上级别的外交官 50 人。他们分别来自加拿大、英国、德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泰国、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墨西哥、智利、南非、
肯尼亚等 36 个国家。
四、“未来领导者”国际双学位本科项目推出
2019 年 1 月 11 日，北京大学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发布三项服务“一
带一路”倡议重大项目，“未来领导者”国际双学位本科项目是其中之一。该项
目依托北京大学历史积淀和光华管理学院学科优势，是北大定位高远、锐意创新，
与全球顶尖院校积极构建高水平教育合作联盟而共同打造的学位项目，旨在以世
界水平的全英文本科管理教学项目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化新时代培养
国际领导者。项目将在合作联盟院校选拔最优秀、最具领导潜力的青年人才，在
本国完成本科前两年的学习后，再到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与北大学子共同
开展为期两年的学习和实践。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为当前的全球化注入了新内涵，
为各国青年对接梦想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大学教学研究提出了新课题。站在新的
历史节点，始终与国家共命运、同进步的北京大学以学术机构特有的优势积极服
务于“一带一路”倡议。“未来领导者”国际双学位本科项目，是北京大学服务“一
带一路”倡议重大项目中关注全球发展、着眼长远未来的项目，将为新时期中国
教育对外开放提供新思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人才力量。
“未来领导者”国际双学位本科项目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筹备运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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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刘俏表示，青年一代诞生于全球化时代，更是未来新型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参与
者和建设者。“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期待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通过北大 “未
来领导者”国际本科项目相聚燕园，在相识相知中建立真挚而持久的友谊，提升
跨文化协作和领导能力，共同探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打造高端国际教育联盟 汇聚全球杰出青年人才
北京大学“未来领
导者”项目以国际化的、
开放创新的办学理念和
人才培养模式得到了全
球顶尖院校的高度认可
和积极参与。目前，该
项目已与来自 13 个国家
和地区的 14 所顶尖院校
达成合作意向，共建教
育合作联盟。首批合作院校包括巴西 FGV 大学商学院（FGV - Sao Paolo）、波兰
华沙经济学院、德国曼海姆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国 ESSEC 商学院、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加拿大皇后大学、约克大学、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西班牙 IE 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香港大学、意大利博科尼大学、以色
列特拉维夫大学等。
该项目将在全球合作院校中选拔最优秀、最具领导潜力的青年人才，在本国
完成本科前两年的学习后，再到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与北大学子共同开展
为期两年的学习、实践，深入理解中国与世界，成长为具有优秀学识、高尚品德、
远大胸怀、广阔视野、跨文化理解力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感的未来国际
领导者。学生按要求完成各培养环节达到毕业要求后，将被授予北京大学管理学
学士学位和他所在学校的学士学位。
 设立全额奖学金 首届学生 2020 年入学
北京大学和光华管理学院建立“一带一路”书院的创举，离不开机构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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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慷慨捐赠。基于入选学生的优
异表现和潜力，该项目的学生将
享有全额奖学金，包括学费、住
宿费和生活补贴。期待更多机构
和个人参与支持书院发展，以研
究和教育定义新一代的全球化，
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
培养未来的政商领导者。
项 目 计 划 第 一 批 录 取 50 人
左右，未来逐步扩展至每年 100 人左右。首批学生包括 10-15 名中国学生，以及
40 名左右拥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按照计划，该项目首届学生将于 2020
年秋季入学。
五、北大光华纽约论坛成功举办
2018 年 5 月 11 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五届北大光华纽约论
坛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行，主题为“Investing in a Better World”。此次论坛也是北
京大学 120 周年海外庆典的组成部分。
美国肯尼迪家族基金董事 Stephen Kennedy Smith，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 Jeffrey Sachs，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生命未来
研究所联合创始人、《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 Max Tegmark，纽约大学斯特恩商
学院 Heinz Riehl 商业讲席教授
Anindya Ghose，亚洲协会副会
长 Christine Davies， 以 及 来 自
北京大学的副校长王博、光华
管理学院院长刘俏、香港大学
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兼光
华管理学院教授蔡洪滨、光华
管理学院教授沈俏蔚等中美顶
尖学者出席本次论坛，并就当
85

下热点话题进行深度、开放、
精彩的学术探讨。
北大光华纽约论坛始创于
2014 年，是由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倾力打造的国际高端对
话平台，致力于构建中美商业
对话、产业交流，探讨中国与
国际社会经济热点学术问题。
一直以来，论坛得到了美国当
地光华校友和北大校友的大力
支持，受到中美两国商业商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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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教育与研究
要做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培养具备国际眼光的学界领袖，光
华希望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找到一条培养商界领袖、政经领袖的新模式。
—— 刘 俏

第一节 教育项目
一、理念与特色
学院提供完整人才培养体系，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针对各层
次人员的金融硕士（MFin）、工商管理硕士（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
士（EMBA）、会计专业硕士 (MPAcc)、社会公益管理硕士（MSEM）、商业分
析硕士（BA）等学位项目。为了满足不同类型的企业和组织中的高层管理者的知
识需求，学院还设立了高层管理教育中心（ExEd），提供非学位的公开课程、定
制课程和国际课程。
本科 & 研究生（UG&PG）
 本科教育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本科教育遵循北京大学本科生教育理念，以培养“厚
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坚持“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分
流培养、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对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施专业教育。
国际化的英文授课：学院采用国际前沿的经典英文管理类教材，每学年开设
20 多门纯英文课程，约 80% 的课程实现中英文双语教学。
丰富的科研活动：学院对本科生科研项目非常重视，学院专门设立了院长基
金。学生每年还可以申请由学校和学院资助的“科研基金”项目，在导师的指导
下进行科研课题的研究。
全覆盖的国际交流：与国外 93 所知名大学签订了交换学生协议，合作学
校遍及美国、加拿大、欧洲、亚洲、大洋洲等国家，历经 15 载的发展，已实现
100% 全覆盖。
最优秀的生源：为体现交叉学科的特点，按工商管理类统一招生，文理兼收。
学院每年吸引大约 1/3 的全国文理科状元。从 2012 年起，光华管理学院开始施行
本科自主招生政策，选拔更加符合经济管理类学科特色的学生，平衡城乡生源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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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商务英语课程：学院重金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倾力打造“商
务英语（Business English）”课程，全面提高本科生商务英语水平 , 实现光华管理
学院本科生的第一步领先。
独特的个性化培养：采用国际先进的 Mentor & Mentee 理念，为每位本科生
分配专业的学术导师，指导学生学习生活，合理规划未来发展；学院取消专业限制，
完全尊重学生意愿，允许学生根据个性特征和兴趣特长自由选择专业；学生有机
会获得多种奖学金，支持贫困地区学生完成学业，并参与多种国际国内的文化交
流活动。
 研究生教育
光华管理学院学术研究生项目以研究型人才为培养目标，旨在教育和培养能
进行高质量科学研究，具有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与学术影响力的青年学者。
学术研究生项目招生涉及国民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企业
管理、会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七个专业。其中企业管理专业按照组织行为和人
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战略管理与国际经营三个方向招生，管理科学与工程专
业按照供应链与物流管理、信息系统与知识管理、决策分析与绿色管理三个方向
招生。
学术研究生项目每年招收博士生 35 人左右，硕博研究生 70 人左右，进行全
日制学习。博士生源包括以推荐免试方式招收的直博生、硕转博学生和应试招收
的普通博士生三种，其中直博生和硕转博学生比例超过一半以上。硕博研究生生
源包括推荐免试考生和参加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的应试考生。研究生招生正逐步建
立强调综合素质能力的申请与考核相结合的录取机制，由以考试成绩为基础的应
试机制向以素质能力为基础的申请与考核相结合的机制过渡。企业管理、统计学、
会计学等专业已开始尝试完全通过推荐免试方式招收本科起点研究生。此外，由
于企业管理专业的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战略管理与国际经营三
个方向以英文授课为主，因此招生中对考生英文水平的要求较高。
学术研究生项目培养始终坚持学术导向，重点培养学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以
及研究、创新能力。学生入学前两年，除进行课程学习外，还要与指导老师一起
进行学术研究，撰写研究论文，参与展板论文、学习评估等项目活动。学科综合

考试后，学生根据对专业知识掌握情况以及个人兴趣、发展方向酝酿论文的选题，
确定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并组成学位论文指导小组。博士学位论文注重博士生的
创新研究，通过选题报告、预答辩、匿名评审、答辩等环节，进一步监督、保证
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
为了鼓励学生对研究性学习的积极性，学院近年来逐步加大研究生奖学金力
度，目前奖学金的额度达到五万元 / 年。项目同时对学生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奖励，鼓励学生潜心研究，提高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中国的大学承担着为国家培养新一
代国际化的管理者和学者的责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 IPHD 项目即以此为
目标。近三年来，每年都有数十人在国际高水平国际会议上报告论文，包括国际
经营学会年会、美国管理学会年会、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美国营销学会会议、美
国会计学会年会和 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 等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其中大部分学生
都获得了学院或学校的“学术交流活动补贴”。
工商管理硕士（MBA）
 培养目标
光华管理学院 MBA 项目自 1994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
感和全球视野的高级管理者与未来商业领袖。光华 MBA 项目坚持以“创造管理
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为使命，努力打造富有人文精神的 MBA
项目，并借助北大深厚的人文底蕴、系统而创新的课程设置以及优秀的师资队伍，
为学生了解前沿商业知识，培养跨文化敏感性与人际沟通技能并逐步成长为具有
在复杂环境下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勇于承担未来挑战的创新型人才提供了一流
的教育与指导。
 项目优势
强大的师资团队：光华管理学院师资专业背景雄厚，拥有博士学位和海外博
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位居全国之首。
依托北大人文底蕴，强调人文精神：光华 MBA 项目借鉴北大雄厚的人文积淀，
开设多门人文类课程，着重培养 MBA 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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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而创新的课程设置：光华管理学院 MBA 课程既包括学生必须掌握的基
础知识，也包括可供学生根据自己职业发展方向自由选择的 100 多门选修课程，
更有丰富的“第二课堂”，以光华同国内外金融界、经济学界以及企业界合办重
大国际会议的形式，为 MBA 学生的学习提供不可多得的实践机会。
全覆盖的海外交流机会：光华管理学院提倡开放办学，分别与 92 所知名商
学院签订了学生交流项目协议，学生可以通过一学期的海外交流拓宽视野，跟进
热点。除此之外，光华也精心挑选了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商
学院等在内的十所海外院校，开设了广受欢迎的 MBA 双学位项目。
实践项目与实践活动：暑期实习项目、企业咨询实践项目、企业调研项目、
国际国内案例大赛、创业大赛等，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为学生实践和检验学习成
果提供机会和帮助。各种大型论坛、大型文艺晚会、文体竞技等活动，则进一步
培养了学生的组织与领导能力。
丰富的校友资源与专业化的就业指导：光华长期采用校外特聘导师制度（每
六个学生配备一位校友导师），借助于光华校友资源，将 MBA 在校同学与校友
建立起具体的真实的联系。并通过提供职业测评工具、
“一对一”的职业咨询辅导、
举行职业规划研讨会、就职前培训以及资源整合，尽最大可能为学生提供更多更
好的实习、工作帮助。
 招生方式
“提前面试、联考底线” ：申请者首先参加光华管理学院 MBA 项目组织的
面试，通过后获得准录取资格，而后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分数达到全国分数线即
可成为光华管理学院 MBA 学生。
不定批次、滚动招生（全日制 & 国际班）：申请者在网上递交材料，当申请
人数到达一定数量时，学院将组织面试。面试结果分为有条件录取、面试等待以
及不录取三种状态。处于面试等待状态的申请人不断与之后的申请人进行比较。
对于学校而言，这样反复的比较增加了考察学生的机会，有利于寻找到更有潜力
的申请人。
“X”计划： 从应届本科生中招收 3 年后的 MBA 同学，即应届本科生参加
光华管理学院 MBA 项目组织的体验营，获得管理学院 MBA 的准录取资格，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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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需要再面试，即可直接参加全国 MBA 统一考试。2013 年，光华管理学院
MBA 项目将“3+2”计划改版为“X”计划，具体招生途径除了“体验营”活动以外，
还有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全国大学生工商管理案例大赛。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项目是针对高端管理人才设计的
系统管理课程。课程综合学员特征和诉求，将国际前沿管理理念和方法与中国当
前商业环境和实践相结合，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授课内容。课堂上，光华甄
选北京大学及国际顶尖教授和业界专家，凭借深厚的教学功底和丰富的从业经验
为学员倾心授课。课堂外，EMBA 校友拥有广泛的国内外校友网络和精益求精的
校友服务，他们不仅可以通过校友组织与全体校友持续联动，还享有北大更为广
阔的校友资源和互动平台。
1999 年，北大光华在中国国立大学中率先创办 EMBA 项目。18 年来，北大
光华 EMBA 始终坚持传承和践行“独立思想、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以培养具
有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人文精神、全球视野、以及别具一格的企业家精神的
商界领袖为 EMBA 教育的根本，助力企业家们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高屋建瓴、持
简驭繁、洞悉行业、前瞻思考的同时，引领中国时代商业思想体系的进步。光华
EMBA 教育洞察时代发展和企业家实际需要，综合 EMBA、金融 EMBA、北大光
华 -Kellogg 国际 EMBA 合力打造综合化、专业化与国际化并进的 EMBA 教育新罗
盘。
学院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其中包括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国内著名学者，
以及一批有着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在光华 EMBA 的讲台上，活跃
着谙熟中外商业实践，术有专精的教员。北大光华 EMBA 的教员们既需要把握时
代脉络、熟知前沿理论，也需要洞悉国内商业环境、了解运营实践。他们凭借自
己严谨而深厚的学科素养，启迪 EMBA 学员深入思考，找到提高组织运营效率、
解决面临的问题的策略和方法。
EMBA 项目力求为学员打造全面扎实的管理学理论基础，从宏观经济学基础
理论到微观经济学认识论，从管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到决策机制，从组织方法论
到流程管理，深入浅出地带领学员从多个视角解读现行基础理论和应用方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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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领域的前哨思想加以分析，为不同行业背景学员构建管理学知识体系，形成
管理实践的认识视角。行业模块课程为 EMBA 学员提供深入学习的方向，在专业
领域内引导学员进行精准学习和研究，在研习和交流中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
应用。同时也带领学员走进国际顶尖商学院、一流机构内部进行分享互动，强调
与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的人进行交流碰撞，以期开拓思路，激发创新潜能。
高层管理教育（ExEd）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ExEd）中心提供面向个人的公开课程
(Open Programs) 和面向企业的定制课程（Custom Programs），作为中国国立大学
高层管理教育（Executive Education）先行者，始终致力于将最前沿的管理知识与
中国企业的实践相结合，整合光华、北大、全球著名商学院及业界的优质资源，
提升企业家的领导力，打造企业家终身学习的平台。
公开课程旨在通过管理学最新研究成果与中国本土最新管理实践，融汇北大
百年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帮助中国各界精英提升个人领导力，培养国际化视野，
更清晰深刻地理解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更准确地把握企业未来的发展走向。
定制课程针对不同企业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与其组织发展与战略创新相结合
的管理培训方案，构建管理知识与实践交流的平台，洞悉企业现状，提高企业整
合学习能力，提升企业整体创新水平，增强企业综合运营能力。
金融硕士（MFin）
金融硕士项目主要培养具有坚实金融学理论基础和较高应用技能的专业人
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现代计量分析手段解决理论问
题与实践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既了解国际金融业的前沿发展，又能密切联系中国
的实践，具备比较强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潜力，能够适应金融管理部门、各类金融
机构和研究机构的工作。
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硕士项目成立于 2002 年，是学院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而进
行的一项战略性教育创新。它的创建，顺应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汲取了
原有金融学研究生专业的办学精髓，开创了中国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先河。伴随
中国资本市场一同走过的十五年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硕士项目培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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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高层次专业金融人才与行业领袖，在国内经济、金融领域建立起极高的声
誉，并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高度认可，逐步成长为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最具影响力
的金融学教育品牌。
我院金融硕士项目是自筹经费的专业硕士项目，每年招收 80 人左右，以推
荐免试和全国统一入学考试两种形式招收，学制为两年。学生入学后经过扎实的
管理学、经济学、金融学的基础训练后，进一步学习证券市场、货币金融、国际
金融、金融工程等方向的高级专业课程。课程学习采取学分制，总学分要求为 45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为 32 学分。一般情况下，学生在前三个学期修完所有的必修
课程以及大部分选修课程；第二学期末、第三学期初，学生根据对专业知识掌握
的情况以及个人兴趣和发展方向酝酿论文选题，并且在专业导师小组指导下，按
照双向选择的原则确定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撰写学位论文。学生就业主要面向各
大投资银行（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四
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国外咨询公司等机构。
为进一步建立项目的激励机制，吸引优秀考生，金融硕士项目自 2009 年起设
立奖助学金，对优秀生源、学业优异者、以及家庭困难学生进行奖励或资助。
会计专业硕士（MPAcc）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健全和完善国家高层次
会计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高素质、应用型的会计人才队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
2003 年 12 月决定设置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北京大学是全国首批招收会计硕士专
业学位的院校之一。项目于 2005 年招收首批非全日制 MPAcc，并于 2017 年实行
全面改革，首次招收全日制 MPAcc 学生。北京大学 MPAcc 的培养目标是：致力
于培养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水平、高层次的会计与金融财务的综合性人才，着重
培养学生在会计与金融服务中的专业性知识并培养相关的宏观政策与国际视野、
领导力与执行力、综合管理能力以及职业道德与操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PAcc 项目具有以下特色：
一流的师资队伍：光华管理学院拥有许多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
厉以宁教授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占教师总数 80％以上的 45 岁以下的教师充分展
示了学院的教学与科研的活力与勃发生机，70％的教师分别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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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名校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在经济学、管理学、
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的成就，是采用多学科训练方法来提高 MPAcc 学生的经
济管理综合素质的根本保障。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科是国内最具前沿性的会计学
科，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现有博士生导师 10 位，同时设有博士后流动站，
理论研究水平走在全国会计学科的前列，学术化、国际化、重实务是光华会计学
科发展的重要特点。此外，学院还聘请了一大批造诣深厚和富有实际管理经验的
专家学者作为学院的名誉教授、特聘教授、兼职教授和长短期访问教授。
精心设计的教学体系：光华管理学院 MPAcc 项目的主力课程均为学生专门
设计，力求通过理论和实务之间、沟通性训练和分析性训练、个人创意与团队合
作之间的平衡使学生得到多方位的提高。采用教师授课、案例研讨、多媒体教学
以及电脑模拟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果。
丰富的第二课堂：光华管理学院 MPAcc 项目秉承学院开放办学的思想，与
国内外会计界、金融界和企业界保持紧密广泛的合作和联系，不定期地邀请国内
外专家学者、跨国公司总裁及财务金融业内精英为学生开设讲座，提供丰富的交
流机会。
广泛的国际交流：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光华管理学院
在世界范围内与不同的机构建立起了广泛的学术和专业联系。这些伙伴关系对于
光华在学术方面的持续成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为光华学子的培训与交流
学习做出了突出贡献。学院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欧洲、亚太地区和港台的 60
余所大学 40 余所优秀商学院签订了交换学生协议。双方互派学生到对方院校进
行为期一学期的学习，双方有条件的互认学分，互免学费。交流项目有力拓展了
MPAcc 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了学生的国际竞争力。
专业的职业发展辅导：光华管理学院在国内率先成立了职业服务中心，通过
各种形式对在校的 MPAcc 学生进行专业的职业指导，帮助学生达到既具有挑战性
又具有现实性的职业目标，并同时提高学生在职场的综合素质和求职技巧，以加
强学生在职业发展方面的竞争力。
优秀的校友资源：光华管理学院的 MPAcc 学生均经过严格的筛选，是中国
最具潜力的业界人才。MPAcc 学生分别来自于国营大中型企业、跨国企业、民营
企业以及政府机构等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及领导管理层。丰富的校园生活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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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使学生在互相交流中获益和提升。成立于 2003 年 9 月的光华校友联络中心是
光华师生员工和历届校友交流互动的理想平台，能够促进海内外各行业的校友在
更多领域和更深层次的交流和合作。
社会公益管理硕士（MSEM）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Master of Social Enterprise
Management）由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基于对中国公益领域人力资源长远发展及推动公益人才专业
化、职业化的愿景共同发起，于 2014 年正式启动。项目旨在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
创新意识、管理能力和实践能力，并致力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的高级管理人才或
社会企业家。
项目结合社会公益的行业特点和商业管理的知识体系，引入公益界的实务专
家进行实践经验传授，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素质训练。同时，学
院与国外顶尖院校和公益组织合作安排参观和访学，学习公益领域先进理念和管
理方法。此外，教授学生如何创新性地运用各种商业模式以促进社会公益的发展，
也始终贯穿培养的全过程。项目与公益领域内的机构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丰富
的社会公益实践机会以及就业机会，同时依托于光华管理学院职业发展中心的平
台来训练学生们良好的职业素养，助力学生们在公益行业内获得很好的发展从而
推动整个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项目设置了全覆盖、多层次的奖学金，奖学金根
据学生的综合表现评定。
项目为模块制授课，学习年限为 2 年，经申请并获批准可延期，最长不得超
过 5 年。必修课的学习在第一学年进行；选修课主要安排在第二年 , 以周末和晚
上授课为主。要求所有学生在第三学期结束时，完成全部的课程学分，第四学期
专门用于写论文和处理毕业相关事宜。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和学分要求并通过
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后，将被授予教育部颁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中国首个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招生正在火热进行中，百年北大敞开胸怀，
真诚邀请符合条件的青年积极报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社
会公益事业的茁壮成长还有待于专业的管理人才、有社会责任感的商学院、企业
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携手创造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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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分析硕士（BA）
商业分析（Business Analytics, BA）硕士项目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为适应
和推动中国数据产业发展而重点打造的硕士项目 , 也是 2018 年新增教育项目。
商业分析项目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的人文底蕴和光华管理学院的雄厚师资及丰富资
源。其目标是培养精通数据商业价值的高级人才，为中国数据产业培养技术与管
理兼备的优秀人才，推动中国数据产业的繁荣进步。
商业分析项目既看重经济、金融、管理知识的熏陶，也关注大数据分析方法，
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训练。在为期两年的全日制的学习中，将教授学生商业基础、
计算机技术、分析方法以及行业实践课程，以此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解
决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能力，使学生既了解数据分析的前沿发展，又能密切联
系中国的国情和行业需求，具备比较强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潜力，以适应相关领域
的工作。
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学院配备了强大的产业实践导师团队。该团队导师均为
国内一线互联网企业、或者优秀创新团队的高管负责人。他们的存在能够能帮助
学生快速获得来自产业最前沿的业务知识，以及高瞻远瞩的职业规划。同时，依
托光华管理学院国际交流平台，光华管理学院商业分析项目学生可以申请参加学
院针对研究生的学期交流、暑期学校、寒假放学等多种国际交流。光华管理学院
商业分析硕士项目也将为学生提供国内外行业讲座、行业游学等实践学习机会。
二、社会责任课程设置
近年来，学院多位教师精心设计，为不同教育项目的学生开设的社会责
任相关内容的课程不断增加。其中既有学术型的研究生课程，也有面向实务界
的 MBA、MPAcc 项目的实务课程。2009-2011 年，学院教师团队积极参加由世
界资源研究所、国家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联合主持的贝迩项目（BELL，Business
Environment Learning and Leadership），并承担“环境战略”、“环境会计与业绩”、
“生态文明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课程”等课程开发。目前在教学大纲内已有的课程，
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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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社会责任相关内容的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项目类型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企业伦理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知识与创新管理
公益组织治理
公益前沿
科学精神与科学素养
公益原理
行业课：跨界公益

课程名称

本科、研究生
本科
本科、研究生
研究生
MBA
MBA
MBA
MBA
MBA

项目类型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绿色管理
绿色金融与社会责任投资
非营利组织法律规制
医疗体系概论
医药健康产业概论
企业社会责任与伦理
公益前沿
行业课：医疗健康

本科、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MBA
MBA
MBA
MBA
MBA
MBA
MBA

三、社会责任相关学位论文
表 5-2 社会责任相关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题目

学生

A 股亏损上市公司开展社会捐赠的政治性动因研
究    
树模型在PM2.5问题中的应用
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问题研究——以山西省
为例   
教育对健康的影响渠道研究——基于CLHLS数据
的分析  
食盐强制加碘对教育参与率影响的经验研究  
不平等与婚姻、劳动及教育
互联网+教育扶贫缩小数字鸿沟：以双师教学项
目为例   
公益组织参与推进乡村振兴研究——以福建省漳
州市云霄县内龙村“好厝边计划”为例

导师

论文
时间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2018

黄宇健

金

杨

兵

陈松蹊

经济学硕士

2018

杨伊佳

厉以宁

经济学博士

2018

刘

琦

龚六堂

经济学硕士

2018

黄清扬
续 继

周黎安
陈玉宇

2018
2018

胡超逸

董小英

林炉生

周长辉

如何改变中国卡车司机节油驾驶行为

王秋霞

徐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核电发展战略研究

王仁钧

龚六堂

从数据角度看北京PM2.5（细颗粒物）浓度情况     覃文闯

陈松蹊

经济学硕士
经济学博士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

中国社会公益型保护地建立可持续资金供给机制
的探索——以桃花源生态基金会社会公益型保护
地为例

周

翔

杨东宁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

2018

新型社区医疗模式研究   

李

晋

张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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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学位类型

菁

影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行为、质量和匹配效率——基
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行政区划调整、反腐及其影响    
城市规模、污染和产业专业化及其影响   
双重转型背景下土地流转和农民收入分配——以
山东省为例  
职业教育对于壮大蓝领中产阶层研究——以辽宁
省盘锦市为例    
房价上升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城
市层面和微观层面数据
高考制度与转专业政策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
响——以中国海洋大学数据为例  
公益性论坛的组织化——以“世界反贫困论坛
（筹）”为模型设计
基于特征价格模型的北京市学区房价格的实证
研究    
农村小额信贷的效益分析——以中和农信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为例    
碳排放和碳金融发展和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研究
美国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发展以及对中国企业的
启示
空气质量的统计学评估方法及其应用
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来自中国高校扩招的
证据
官员特质对于空气质量变化的影响
乡土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行为的
影响
内生经济增长、污染和多级政府
我国网络空间生态安全治理研究与模式构建
空气质量对中国股票市场影响的研究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顶层设计、IT治理和应用效
果研究
中国和美国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商业模式的比较及
投资趋势的探讨
人口结构变迁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基于OLGCGE和多区域CGE模型的研究
上市扶贫政策与上市途径选择关系研究
海归董事、文化传递与企业行为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分析——收入和生活视角
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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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世蓝

龚六堂

经济学博士

2017

韦 欣
杨金峰

周黎安
陈玉宇

经济学博士
经济学博士

2017
2017

赵秋运

厉以宁

经济学博士

2017

王福晗

厉以宁

经济学博士

2017

冯

铄

龚六堂

经济学博士

2017

谭

帅

龚六堂

经济学博士

2017

杨

丹

杨东宁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

2017

阮

潇

姜国华

MPAcc

2017

厉晓冬

于鸿君

刘

哲

于鸿君

左爱华

江亭儒

梁

萱

陈松蹊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
经济学博士

仇心诚

陈玉宇

经济学硕士

2017

陈健雄

周黎安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2017

贾亚楠

孟涓涓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2017

苏东灵
庄昭鹏
张庭彬

龚六堂
徐敏亚
赵龙凯

经济学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经济学硕士

2017
2017
2017

栾世栋

董小英

管理学博士

2017

吕

薇

金 李

工商管理硕士

2017

魏丽莹

龚六堂

国民经济学博士

2017

任 婧
陈东杰

王 东
刘 力

金融硕士
经济学博士

2017
2016

朱一峰

周黎安

经济学硕士

2016

2017
2017
2017
2017

劳动力市场的搜索与匹配对教育回报和教育决策
的影响    
城镇化、人口老龄化与城乡居民消费变动
子女医疗保险与家长教育水平的认知作用
废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发展模式研究    
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应用场景规划——环境评
价大数据应用方向   
污染集聚——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员工健康管理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X环保公司成长战略及融资策略探析
中美基于物联网的远程医疗模式对比研究
明安医疗进入中国儿童医疗服务市场的机会分析
权力感知如何影响消费者对不同宣传维度的公益
组织的捐赠意愿
S公司海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改进方案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溢价支付意愿之影响研究
中国彩票行业社会责任体系及框架初探

谭

娅

张庆华

经济学博士

2016

董丽雯
郑立宇

龚六堂
陈玉宇

2016
2016

方浩媛

杨云红

郎佩佩

金 李

孙 宁
谭 舒
解 放
于 淼
徐加龙

蔡洪滨
王新超
陈 磊
杨东宁
林莞娟

经济学硕士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
经济学博士
MPAcc
MPAcc
MBA
MBA

何

徐

管理学硕士

2016

MBA
MBA
MPAcc

2016
2016
2016

帆

姚 远
汪凌燕
王贝羽

菁

杨东宁
张 影
王立彦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第二节 学术研究
一、研究专题
 中国基础设施 REITs 创新发展研究
2019 年 1 月 10 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REITs 课题组发布
《中国基础设施 REITs 创新发展研究》（以下简称为《报告》）。
REITs 起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目前在全球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快
速发展，总市值超过 2 万亿美元。诞生之初，REITs 投资标的主要为传统意义上
的房地产，但随着市场的发展，REITs 或类似产品在海外基础设施领域（主要包
括交通运输、机场、港口、桥梁、通讯、水利及城市供排水供气和供电设施等）
亦得到广泛应用，包括美国 MLP（Master Limited Partnership）、澳洲上市基础设
施基金 LIF（Listed Infrastructure Fund）等，印度还专门就基础设施投资信托基金
（InvITs）推出了专项法规。这些海外市场在监管规则、上市实践、业绩表现等
方面的积累，均为中国基础设施 REITs 的推出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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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从多个角度测算
了中国基础设施 REITs 的潜在
市场规模。从基础设施存量占
比角度看，至 2017 年末，中国
城镇基础设施累计投资额达到
113.68 万亿元，而基础设施累
计投资额可视为以成本计量的
基础设施存量规模；中国基础
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以财政支出和银行债务为主，资本市场提供的资金极为有限，
证券化率很低。REITs 作为相对合适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若能在中国鼓励和推广，
按百分之一的证券化率计，即可以达到万亿级的 REITs 市场规模。其中，收费公
路作为较为合适的 REITs 基础资产，以 REITs 为方向的证券化率可较高，若能达
10%，则仅该类资产便可达到 8000 亿元以上的市场规模。从经济总量占比角度看，
2017 年中国 GDP 总值为 82.7 万亿元人民币 , 折约 12.3 万亿美元，同年美国 GDP
总值为 19.4 万亿美元。截至目前，美国基础设施 REITs 与 MLPs 的资产总市值将
近 5000 亿美元，占美国 GDP 比例为 2.58%。以此比例计算，未来中国基础设施
REITs 市场规模将达 2.1 万亿元；而考虑到“中国的基础设施占经济的比重大约为
9%，而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这一比重大约为 2.5%”，中国基础设施 REITs 占 GDP
的比重可能更高。
《报告》认为，中国可借鉴海外基础设施 REITs 的实践经验，制定相关规则
体系，并同步推出试点项目。由于基础设施资产不同于房地产，加上中国基础设
施建设和运营情况也与国外有很大差别，因此在推出 REITs 或类似产品时，要做
周详的考虑。其中，有四大需要主要考虑的因素：监管规则、基础资产类别、合
理的估值定价体系及法律与行政事项。同时，《报告》为中国基础设施 REITs 的
发展提出以下三条建议：（1）尽快出台 REITs 规则，并推出试点产品。（2）给
予税收支持政策。（3）培育投资机构和市场专业机构。
 宏观经济预测课题组：2019 年中国经济展望
2019 年 1 月 3 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宏观经济预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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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发布报告《2019 年中国经济展望》。课题组预估：2019 年 GDP 增长目标在
6.0%-6.5% 之间，实际增长率为 6.3%，人均 GDP 将超一万美元；政府将主要运
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企业减税降费将迅速落地，基建投资将超
三万亿；货币政策有望适度宽松，全年料降准 2 点，但基准利率不会下调，央行
更多利用结构性工具调节流动性；中美有望达成临时关税安排，CNY-USD 汇率
大概率保 7 无忧，中美长期竞争加剧，会有频繁摩擦与冲突；生育率低迷，政府
有望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人口红利消退倒逼制造业升级，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陈松蹊：“大气国十条”五年考，北方 33 市治霾成效排名与分析
由陈松蹊教授率领的北大光
华管理学院和北大统计科学中心
团队于 2018 年 4 月发布《空气质
量 研 究 报 告（ 五）：“2+31” 城
市 2013-2017 年 区 域 污 染 状 况 评
估》。报告所使用的污染物数据
来自于环保部所属的国控站，共
172 个监测站点（不包含背景站），
选取的数据时段为 2013 年 3 月到
2018 年 2 月，涵盖 5 个完整的季节年（从每年 3 月份到次年 2 月份）。该报告描
述了过去五年“2+31”城市六种常规污染物去除气象因素影响后的时间和空间分
布特征，分析了京津冀及周边晋鲁豫地区每个城市、每个省份和整个地区六种常
规污染物的浓度变化趋势，科学计算该区域“国十条”第一阶段目标的实现情况，
并对“2+31”城市空气质量情况做出整体总结，为京津冀及周边晋鲁豫地区空气
治理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研究与发表
“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学术规范，做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学问，不断
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是光华学者们一直以来的努力与坚持。2018 年，北大光华的
学者们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共发表学术论文 234 篇，其中 9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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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国际国内顶级学术期刊上。以下列举了部分光华教师部分研究成果（按姓
名首字母排序，信息来源于学院网站）：
蔡洪滨
- Cai Hongbin, Feng Hong,Weng Xi,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internal
politics and efficienc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icroeconomics, 2018
曹凤岐
- 曹凤岐，金融改革的主要成就与挑战 , 21 世纪经济报道 , 2018 年 12 月
- 曹凤岐，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创新与风险防范，金融论坛，2018 年 9 月
- 曹凤岐，发展现代人身保险，深化保险业供给侧改革，金融论坛，2018 年 3 月
陈佳
- Chen Jia, Jiang Jiajun, Liu Yu-jane, Financial literacy and gender difference in loan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2018
- 陈东杰、陈佳、刘力，海归董事与投资者关系——基于 2000-2012 年 A 股
上市公司的分析，经济科学，2018 年 8 月
陈磊
- 陈磊，战略视角下的成本管理研究，中国管理会计，2018 年 7 月
陈丽华
- Chen Lihua, Continuous promotion effect on two-stage pricing and promotion
strategy for new product,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 2018
- Chen Lihua, Innovation uncertainty, new product press timing and strategic
consumers, OMEG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8
- Chen Lihua, The impact of logistics platforms and location on logistics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operation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2018
- Gaoyan Lyu, Lihua Chen, Baofeng Huo, Logistics resources, capabil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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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 performance: a contingency and configuration,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2018
- 陈丽华、翟昕、刘靓晨，基于策略型消费者行为和以旧换新的持续创新产
品定价策略研究，营销科学学报，2018 年 12 月
- 陈丽华、鲁毅，国家高新区产业化金融信用服务体系建设，科技中国，
2018 年 10 月
- 陈丽华、赵瑞，30 年后 , 国家高新区产业化服务体系再出发，科技中国，
2018 年 8 月
- 李守林、赵瑞、陈丽华，基于 DEA 的物流上市企业创新效率分析，西部经
济管理论坛，2018 年 7 月
- 李守林、赵瑞、陈丽华，基于 ANP 的物流成本影响因素研究分析，工业技
术经济，2018 年 6 月
- 郝兆伟、陈丽华、巩天啸，资金约束、商业信用与供应链期权合约，商业研究，
2018 年 6 月
- 刘靓晨、陈丽华、翟昕，企业考虑以旧换新时的最优产品更新换代策略，
管理学报，2018 年 5 月
- 汪芸芳、陈丽华、王雯，估时作业成本法在国际物流企业中的应用，财会月刊，
2018 年 4 月
- 李守林、赵瑞、陈丽华，基于灰色关联分析和 TOPSIS 的物流企业创新绩效
评价，工业技术经济，2018 年 3 月
陈松蹊
- Chen Lei, Guo Bin, Huang Jiasheng, He Jing, Wang Hengfang, Zhang Shuyi, Chen
Songxi, Assessing air-qualit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method and
mixed tales of PM2.5 and O-3,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18
- Jing He, Song Xi Chen, High-dimensional two-sample covariance matrix testing via
super-diagonals, Statistica Sinica, 2018
- Qiu Yumou, Chen Songxi, Nettleton Dan, Detecting rare and faint signals via
thresholding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s, Annals of Statistic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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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o Xiaojun, Chen Songxi, Raymond K.W.Wong, Matrix completion with
covariate inform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18
陈玉宇
- Zhang Lei, Chen Yuyu, He Zongyan, The effect of investment tax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China's value-added tax reform,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018
- 温莹、何柳、翟屹、吴静、陈玉宇、王辉、宗庆庆、梁晓峰，流行性感冒
病毒裂解疫苗和 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改善老年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社
区干预试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8 年 6 月
董浩
- 梁晨、董浩、李中清，从看一幅画到做一幕戏：互联网时代历史教研新动
向探微，文史哲，2018 年 12 月

董小英
- 戴亦舒、叶丽莎、董小英，创新生态系统的价值共创机制——基于腾讯众
创空间的案例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 年 7 月
- 戴亦舒、叶丽莎、董小英、胡燕妮，CPS 与未来制造业的发展：中德美政
策与能力构建的比较研究，中国软科学，2018 年 2 月
符国群
- 张晓丹、符国群、李世豪，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研究：回顾与展望，珞珈管
理评论，2018 年 10 月
- 李杨、符国群，基于 IAT 的中国 80 后和 90 后原产国刻板印象研究，管理评论，
2018 年 8 月
- 姜海纳、符国群，家务劳动时间分配对提升家务劳动效率产品购买意愿的
影响，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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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国群，改善品牌发展环境提供公共服务平台，中国中小企业，2018 年 5 月
- 李杨、符国群、姜海纳，中国城镇家庭结婚消费结构的区域差异分析，消
费经济，2018 年 2 月
傅帅雄
- 傅帅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思考，农业经济，2018 年 10 月
- 傅帅雄、胡拥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新增成本支出研究，经
济体制改革，2018 年 7 月
- 傅帅雄，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思考——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云
南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 7 月
- 傅帅雄，从简政放权看高校行政管理的创新转型，教育探索，2018 年 6 月
- 罗来军、刘凯、傅帅雄，低碳总需求曲线利率效应、财富效应、汇率效应
与税收效应的比较研究，经济学（季刊），2018 年 1 月
龚六堂
- 石峰、王忏、龚六堂，汇率传递异质性、中间品贸易与中国货币政策，世
界经济，2018 年 7 月
- 倪红福、龚六堂、夏杰长，什么削弱了中国出口价格竞争力？——基于全
球价值链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新方法，经济学（季刊），2018 年 10 月
- 王刚、龚六堂，浅析高速铁路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
产业经济评论，2018 年 3 月
- 余靖雯、陈晓光、龚六堂，财政压力如何影响了县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金融研究，2018 年 1 月
- 倪红福、龚六堂、陈湘杰，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税成本效应分析——兼论中
美贸易摩擦的价格效应和福利效应，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 年 8 月
- 张开、龚六堂，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支出乘数研究——基于包含投入产出结
构 DSGE 模型的分析，管理世界，2018 年 7 月
- 高然、陈忱、曾辉、龚六堂，信贷约束、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传导，经济研究，
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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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国华
- 樊帅、高博楠、姜国华，价值投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累积效应研究，
会计研究，2018 年 4 月
姜万军
- Feng Yi, Gao Zhijun, Jiang Wanjun, What attracts China's contracts to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contrac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ECONOMIC And Popitical-EPS, 2018
金李
- 韦汝虹、金李、方达，基于 GIS 的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传染性分析——
以 2006-2014 年 35 个大中城市为例，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 年 9 月
雷明
- Liu Huihui, Lei Ming, Huang Tao, Leong G. Keong, Refurbishing authorization
strategy in the secondary market for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8
- 雷明，深度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关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9 月
- 孙博文、雷明，市场分割、降成本与高质量发展：一个拓展新经济地理模
型分析，改革，2018 年 7 月
- 雷明、马海超、李浩民、孙淑晓，区域低碳发展及空间依赖——基于 20052015 年中国省级数据的分析，科技导报，2018 年 1 月
- 雷明、殷子涵、邓世杰、魏亚楠、钱武、李钊，为何招标采购偏好“低于
均价中标法”，南方经济，2018 年 1 月
- 雷明，提升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11 月
- 雷明，论习近平扶贫攻坚战略思想，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18 年 1 月
- 雷明，深度扶贫关键在深，人民论坛，2018 年 7 月
- 雷明，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与治理体系优化，国家治理，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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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辰旭
- 李晨煦、李辰旭，随机杠杆效应对隐含波动率曲面期限结构的影响分析，
金融学季刊，2018 年 3 月
厉行
- Xing Li, Megan MacGarvie, Petra Moser, Dead poets' property- how does copyright
influence pric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8
厉以宁
- 蒋旭、陈流芳、张五常、周小川、厉以宁、汪应洛、曾仕强、孙东升、薛村禾、
唐浩明，LNG 混合制冷流程的操作变量研究综述，气体分离，2018 年 2 月
- 厉以宁，创新更多来自信息重组，支点，2018 年 8 月
- 厉以宁，富二代不愿接班怎么办？中国经济信息，2018 年 3 月
- 厉以宁，改革并不是不要农民 , 改革需要新农民，农村工作通讯，2018 年 2
月
- 厉以宁，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经济科学，2018 年 2 月
- 厉以宁，厉以宁：中国现在需要培养大量的、新的民营企业，商业观察，
2018 年 9 月
- 厉以宁，企业家精神必须跟实体结合在一起，企业观察家，2018 年 8 月
- 厉以宁，新旧发展方式更替是一场革命，中国经济信息，2018 年 5 月
- 厉以宁，中国改革开放是这样起步的，中国经济信息，2018 年 8 月
- 厉以宁，摆脱路径依赖在新思路指导下前进，中国经贸导刊，2018 年 4 月
- 厉以宁，改革开放是如何起步的，方圆，2018 年 7 月
- 厉以宁，回眸 40 年，贯彻十九大·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经济科学，2018 年 1 月
刘宏举
- Bin Li, Xinxin Li, Hongju Liu, Consumer preferences, cannibalization, and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the personal computer industry, MIS Quarterl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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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
- 刘力，中国思想 世界学问，群言， 2018 年 2 月
刘琦
- Liu Qi, Lu Lei, Sun Bo, Incentive contracting under ambiguity aversion, Economic
Theory, 2018
- Qi Liu, Bo Sun, Managerial manipul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limited market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2018
- 陈康、刘琦，股价信息含量与投资—股价敏感性——基于融资融券的准自
然实验，金融研究，2018 年 9 月
刘俏
- 刘俏，万物生长 各自高贵，澎湃新闻，2018 年 6 月
- 刘俏，把提升信心促进消费作为宏观政策出发点，经济参考报，2018 年 8 月
- 刘俏，从两个维度看民企发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正和岛等，2018 年
11 月
- 刘俏，大幅减税减费，大幅提升公务员科技人员工资，澎湃新闻，2018 年
8月
- 刘俏，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六点政策建议，新浪财经、和讯网、《经
济观察报》、《经济参考报》等，2018 年 8 月
- 刘俏，隔山尤有青山在，风物长宜放眼量——如何解读刘鹤副总理最近讲话，
金融时报，2018 年 10 月
- 刘俏，人民日报新论：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人民日报，2018
年1月
- 刘俏，政府支持民企最怕一刀切和撒胡椒面，中国新闻周刊，2018 年 11 月
- 刘俏，大而不倒 VS 资本收益率：哪个才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21 世
纪经济报道，2018 年 11 月
- 刘俏，重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全国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委员
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青年企业家峰会，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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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俏，中国 2035 年很美好，中国服饰，2018 年 1 月
- 刘俏，中国金融学理论创新的新时代机遇，人民日报、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2018 年 2 月
刘晓蕾
- Liu Xiaolei, Mao Qinghao, Nini Greg, Customer risk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y:
Evidence from receivables securitization,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8
- 刘晓蕾，区块链社区：一种新型的组织模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
年7月
- 刘晓蕾，比特币究竟是“陷阱”还是“馅饼”，商业观察，2018 年 3 月
刘学
- 刘学、林菀娟、刘洋，复杂专业领域的技术创业战略——基于制药产业的
研究，清华管理评论，2018 年 5 月
刘玉珍
- Chan Konan, Chen Hung-Kun, Hu Shing-yang, Liu Yu-Jane, Share pledges and
margin call pressur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8
陆正飞
- 杨文君、陆正飞，知识产权资产、研发投入与市场反应，会计与经济研究，
2018 年 1 月
- 赵健宇、陆正飞，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会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吗？经济研究，
2018 年 10 月
- 刘行、叶康涛、陆正飞，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
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2018 年 10 月
- 钟覃琳、陆正飞，资本市场开放能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吗？——基于“沪港通”
效应的实证检验，管理世界，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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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江涌
- Zhang Lin, Cui Lin, Li Sali, Lu Jiangyong, Who rides the tide of regionalization: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on the exports of
Chinese firm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8
- He C.,Lu J.,Qian H.,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First
Online: 05 January 2018
- 路江涌，一张动物图鉴读懂管理学精华，销售与市场 ( 管理版 )，2018 年 7 月
麻志明
- 罗棪心、麻志明、王亚平，券商跟踪海外上市公司对国内分析师盈余预测
准确性的影响，金融研究，2018 年 8 月
马力
- Jingjing Yao, Li Ma, Lin Zhang, From lab experiments to real negotiations: An
investigation of international iron ore negotiations,Negotiation Journal, 2018
- Krieg Alexander, Ma Li, Robinson Patricia,Making a good impression at work: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employee impression management behaviors in Japa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8
- Li Xin, Ma Li,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needs self-confidence but not overconfidenc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First Online:28 February 2018
孟涓涓
- Meng Juanjuan, Weng Xi, Can prospect theory explain the disposition effect? A New
Perspective on Reference Points, Management Science, 2018
苗旺
- 苗旺、刘春辰、耿直，因果推断的统计方法，中国科学：数学，2018 年 12 月
- Wang Miao, Eric Tchetgen Tchetgen, Identification and inference with nonignorable
missing covariate data, Statistica Sinic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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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oLuo Sun, Lan Liu, Wang Miao, Kathleen Wirt, James Robins, Eric J. Tchetgen
Tchetgen, Semiparametric estimation with data missing not at random using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Statistica Sinica, 2018
- Wang Miao, Zhi Geng, Eric J Tchetgen Tchetgen, Identifying causal effects with
proxy variables of an unmeasured confounder, Biometrika, 2018
彭泗清
- 张楠、彭泗清，品牌本真性的三个层级与心理机制，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8 年 6 月
- 冯文婷、彭泗清、涂荣庭，品牌刻板印象对规避参照群体负面效应的调节
作用——基于“好”品牌遇上“坏”群体的视角，企业经济，2018 年 7 月
- 郑晓莹、谢毅、彭泗清，协同还是拮抗——消费者感知的企业产品能力与
宣传能力对品牌资产的交互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018 年 7 月
- Zheng Xiaoying, Baskin Ernest, Peng Siqing, Feeling inferior, showing off: The
effect of nonmaterial social comparisons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8
- Zheng Xiaoying, Baskin Ernest, Peng Siqing,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incidental social
comparison on materialistic pursui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vy,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8		
- Chenchen Li, Dongmei Li, Chi-Yue Chiu, Siqing Peng, Strong brand from
consumers’ perspective: A cross-cultural stud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First Published online 31 Oct. 2018
- 张楠、彭泗清，求变中如何求真？——品牌发展与品牌本真性关系辨析，
湖北社会科学，2018 年 8 月
任强
- Ren Qiang, Longitudinal studies strategic review: 2017 report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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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润
- Qin Xin, Ren Run, Zhang Zhi-Xue, Johnson Russell E., Considering self-interests
and symbolism together: How instrumental and value-expressive motives interact to
influence supervisors' justice behavior, Personal Psychology, 2018
沈吉
- 彭俞超、黄娴静、沈吉，房地产投资与金融效率——金融资源“脱实向虚”
的地区差异，金融研究，2018 年 8 月
- 钟宁桦、唐逸舟、王姝晶、沈吉，散户投资者如何影响债券价格？——基
于交易所同一只信用债的价格差分析，金融研究，2018 年 1 月
- 彭俞超、倪骁然、沈吉，企业“脱实向虚”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
崩盘风险的视角，经济研究，2018 年 10 月
沈俏蔚
- Shen Qiaowei, Villas-Boas J., Miguel behavior-based advertising, Management
Science, 2018
- Li Hui, Shen Qiaowei, Bart Yakov, Local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online-to-offline
commer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groupon, Management Science, 2018
宋晓军
- Song Xiaojun, Taamouti Abderrahim, Measuring nonlinear granger causality in
mean,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2018
- Delgado Miguel A., Song Xiaojun, Nonparametric tests for conditional symmetry,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18
孙腾
- Charles M.C.Lee、孙腾、汪荣飞、张然，还在关注自选股？留心技术关联公
司的表现，清华金融评论，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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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涯
-Yu Yan, Chen Jing, Tang Ya, Xu Jianguo, Analysts' strategic distortion during IPO
wav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2018
涂平
- 靳菲、涂平，受助者群体身份调节权力感对捐赠的影响，管理学报，2018
年 11 月
- 姚凯、涂平、陈宇新、苏萌，基于多源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效果研究，
管理科学，2018 年 9 月
王翀
- Wang Chong, Zhang Xiaoquan, Hann Il-Horn, Socially Nudged: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of friends' social influence in online product ratings, Information
System Research, 2018
王东
- 曹晶、杨百寅、王东、吴珂，企业高管教育程度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
高管权力分布和企业所有制性质的调节作用，技术经济，2018 年 5 月
- 曹晶、杨百寅、王东，民营高新企业高管权力对研发的影响，企业经济，
2018 年 11 月
王汉生
- Pan Rui, Guan Rong, Zhu Xuening, Wang Hansheng, A latent moving average
model for network regression, Statistics and Its Interface, 2018
- Zhou Jing, Huang Da, Wang Hansheng, A note on estimating network dependence
in a discrete choice model, Statistics and Its Interface, 2018
- Xu Ke, Sun Luping, Liu Jingchen, Wang Hanshe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axi driver response behavior to ride-hailing requests: A spatio-temporal perspective,
PLOS ONE, 2018
- Huang Mian, Wang Shaoli, Wang Hansheng, Jin Tian, Maximum smoot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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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lihood estimation for a class of semiparametric Pareto mixture densities, Statistics
and Its Interface, 2018
- Wang Hansheng, Network-based naive Bayes model for social network, Science
China-Mathematics, 2018
- Huang Danyang, Chang Xiangyu, Wang Hansheng, Spatial autoregression with
repeated measurements for social networks,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2018
- Cai Wei, Guan Guoyu, Pan Rui, Zhu Xuening, Wang Hansheng, Network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 Data Analysis, 2018
- Wei Lan, Yingying Ma, Junlong Zhao, Hansheng Wang, Chih-Ling Tsai, Sequential
model averaging for high dimensiona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Statistica Sinica, 2018
- Lan Wei, Fang Zheng, Wang Hansheng, Tsai Chih-Ling,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via network structure,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2018
- 王汉生，朴素的数据价值观，新经济导刊，2018 年 6 月
- 王汉生，大数据时代，怎样做好数据的确权与合规，中国信息化周报，
2018 年 4 月
王辉
- Li Ran, Wang Hui, Huang Mingpeng, From empowerment to multilevel creativity:
The role of employee self-perceived status and feedback-seeking climate, Journal of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2018
王立彦
- 郭放、王立彦，独立董事特征与两个任期内监督效果变化，产业经济评论，
2018 年 3 月
王锐
- Li Xinjian, Qiao Hong, Wang Rui, Li Fei, Li Xiaoling, Spatio-temporal data mining
and modeling: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governance input efficiency of heavy 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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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 in industrial wastewater, Journal of Water And Climate Change, 2018
- Xiaoling Li, Xinjian Li, Rui Wang, An investigation on incentive strategies in
community building in business-to-business electronic markets, Journal of Businessto-Business Marketing, 2018
王新超
- 王新超，创业形态的行为角度分析，互联网经济，2018 年 3 月
- 王新超，快速学习提升创业组织创新能力，互联网经济，2018 年 8 月
- 王新超，基业长青：从马云“退休”看企业传承，互联网经济，2018 年 11 月
王志诚
- Yu Chen, Zhicheng Wang, Zheng Jun, Maek to market value at risk,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18
王治国
- 王治国，政府干预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的“利率倒挂”，管理世界，
2018 年 11 月
翁翕
- Wu Zenan, Weng Xi, Managerial turnover and entrenchment,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018
- 翁翕、尹训东、许敏波，个体学习与新体验品的动态定价：连续统消费者
的情形，经济学报，2018 年 9 月
吴联生
- 李伟、韩晓梅、吴联生，审计投入的产出效应，会计研究，2018 年 3 月
伍利娜
- 罗棪心、伍利娜，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审计的影响——基于“陆港通”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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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实证研究，审计研究，2018 年 9 月
- 王百强、孙昌玲、伍利娜、姜国华，企业纳税支出粘性研究：基于政府税
收征管的视角，会计研究，2018 年 5 月
武常岐
-Ahlstrom David, Yang Xiaohua, Wang Liang, Wu Changqi, A global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 China,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8
- 张好雨、武常岐，新经济视角下企业组织管理创新路径研究，现代管理科学，
2018 年 8 月
- 阮文婧、武常岐、涂政，中国企业出口优势升级路径及其影响机制——以
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国际经贸探索，2018 年 9 月
- 武常岐，问计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外汇，2018 年 3 月

武亚军
- 齐宝鑫、武亚军，战略管理视角下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回顾与发展前瞻，工
业技术经济，2018 年 2 月
- 齐宝鑫、武亚军，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成长的中长期激励机制研究——华
为推行 TUP 的产权制度创新实践与理论启示，复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18 年 5 月
肖婷
-Jiang Han, Xia Jun, Cannella Albert A., Xiao Ting, Do ongoing networks block out
new friends? Reconciling the embeddedness constraint dilemma on new alliance
partner addi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肖筱林
-Rocheteau Guillaume, Wright Randall, Xiao Sylvia Xiaolin, Open market operation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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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
-Weixiang Luo, Yu Xie, Variation in the education gradient of body weight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8
- 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 年 2 月
徐江旻
- Harrison Hong, Jiangmin Xu, Inferring latent social networks from stock holding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8
- 徐江旻，诺奖得主理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社会科学报，2018 年 10 月
徐敏亚
- 吴涵卿、徐敏亚、刘古权，数字化协同催升企业绩效，董事会，2018 年 8 月
徐信忠
- 才国伟、吴华强、徐信忠，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金融研究，2018 年 3 月
颜色
- 颜色、郭凯明、杭静，需求结构变迁、产业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高，经济研究，
2018 年 12 月
- 颜色、郭凯明，海南经济再出发，中国外资，2018 年 5 月
杨立岩
- Francesco Bova, Liyan Ya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mpetition, and disclosure,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8
- Itay Goldstein, Liyan Yang, Good disclosure, bad disclos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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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嘉
- Yu Jia, Xie Yu, Motherhood penaltie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in China，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8
虞吉海
- Ho Chun-Yu, Wang Wei, Yu Jihai,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 through trade:
A time-varying spatial panel data approach, Economics Letters, 2018
- Xinyu Zhang, Jihai Yu, Spatial weights matrix selection and model averaging for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18
翟昕
- Liu Jingchen, Zhai Xin, Chen Lihua,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duct rollover
strategy and pricing scheme, In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8
- 华胜亚、翟昕，供应链中期权合约与混合合约决策选择，管理科学学报，
2018 年 10 月
- 刘靓晨、翟昕，竞争环境下的以旧换新策略，中国管理科学，2018 年 9 月
张国有
- 张国有，管理的动轮机制，经济管理，2018 年 1 月
张红霞
- Gao Hongzhi, Tate Mary, Zhang Hongxia, Chen Shijiao, Liang Bing, Social media
ties strategy in international branding: An application of resource-based theory,
Journal of Inernational Marketing, 2018
张俊妮
- Yang Yang, Wang Feifei, Zhang Junni, Xu Jin, Yu Philip S., A topic model for cooccurring normal documents and short texts, World Wide Web-Internet And Web
Information System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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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晶、魏娜、张俊妮，基于社交网络的组织非正式沟通实证研究，现代管
理科学，2018 年 4 月
张庆华
- X Yangfei, Zhang Qinghua, Zheng Siqi, Zhu Guozhong, House age, price and rent:
Implications from land-structure decomposition,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8
- Xing Weibo, Zhang Qinghua, The effects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centives on
local tax efforts: Evidence from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2018
- Cao Yujin, Chen Jidong, Zhang Qinghua, Housing investment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8
- Gan Li, Wang Pengfei, Zhang Qinghua, Market thickness and the impact of
unemployment on housing market outcom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8
张然
- 汪荣飞、张然， 基本面分析在中国 A 股市场有用吗？——来自季度财务报
表的证据，金融学季刊，2018 年 3 月
- 汪剑锋、张然，私募股权投资特征会影响其减持行为吗，当代财经，2018
年3月
- 陈硕、张然、陈思，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影响了审计收费吗？——基于
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经济经纬，2018 年 6 月
张闫龙
- J Wang, Y Zhang, D Guthrie, Economic openness and institutional embeddedn
ess: Global capital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s stock market,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18
- Hu Qiongjing, Zhang Yanlong, Yao Jingjing, Family involvement in middle
management and its impact on the labor productivity of family firm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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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8
张峥
- 余音、姚彤、张峥、江嘉骏，期末溢价与基金家族策略——来自中国公募
基金市场的证据，金融研究，2018 年 5 月
张志学
- 胡琼晶、路西、张志学，群体背景下的自我监控：对个体地位获取和群体
任务绩效的积极效应，心理学报，2018 年 8 月
- 魏昕、张志学，团队的和谐型创新激情：前因、结果及边界条件，管理世界，
2018 年 8 月
章铮
- 章铮，进城落户能降低农民工用工成本吗，第一财经日报，2018 年 8 月
- 章铮，内地办厂为何效率不高，第一财经日报，2018 年 9 月
- 章铮，照看家属限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第一财经日报，2018 年 5 月
- 章铮，中年白领就业难亟待解决，第一财经日报，2018 年 3 月
- 章铮，市场能解决延迟退休大妈大嫂的就业吗？第一财经日报，2018 年 11 月
- 章铮，高龄农民工为啥儿女社保双不靠，当代工人，2018 年 3 月
郑晓娜
- Zheng Xiaona, Sun Luping, Tsay Andy, A distribution channel strategies and
retailer collusion in a supply chain with multiple retailer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8
- Tang Xuan, Zheng Xiaona, Optimal pricing when rational consumers anticipate
monitoring cost, Applied Economics, 2018
仲为国
- 高丹雪、张鸿、仲为国，慈善捐赠与企业区域扩张，经济管理，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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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安
- Xing Weibo, Zhou Li-An, Bilateral trust and trade: Evidence from China, World
Economy, 2018
- 白惠天、周黎安，M 型结构的形成：1955-1978 年地方分权与地方工业的兴
起，经济学报，2018 年 6 月
- 吴敏、周黎安，晋升激励与城市建设：公共品可视性的视角，经济研究，
2018 年 12 月
- 黄晓春、周黎安，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科学文摘，
2018 年 3 月
- 周黎安，“官场 + 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社会，2018 年 3 月
- 周黎安，实现干部激励与约束的平衡，北京日报，2018 年 8 月
周羿
- Xin Zhao, Yi Zhou, Huaqing Tan, Haoxiang Lin Spillover effects of children’s
political status on elderly parents’ health in China.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2018
- 谭华清、周羿、赵波、魏旭，教育对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及其机制，财
经研究，2018 年 9 月
三、专著、译著与教材
在研究发表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关学术论文的同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
师生还就重大主题深入研究，完成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书籍专著，这些学术成果
不仅展现了学院回馈社会、服务社会的积极姿态和专业担当，也彰显了中国学者
的社会责任公知。
 《文化经济学》，厉以宁，商务印书馆
本书是厉以宁教授从青年时代起贯穿几十年的关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厉教授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从那时起，厉教授一直把文
化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结合在一起。厉教授曾多次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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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学有关的专题讲座，并且一再涉及与文化经济学
有关的专题，包括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道德力量调节问
题，公平和效率的定义和相互作用问题、“经济人假设”
和“社会人假设”问题等等。厉教授认为只有把这些与文
化经济学有关的问题讲清楚了，经济史上的若干有待澄清
的问题才能得到比较符合实际的论断。
本书不仅涉及了文化经济学和文化产业的基本概念，
而且在以下方面做出了详细论述：文化启蒙和文化创新、
文化调节、文化包容、文化自信、文化制衡、文化和管理的新境界、文化和经济
持续发展、文化传承和文化共享。本书对于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文化
研究的发展、促进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厉以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本书辑录了厉以宁教授从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 40 篇
代表性论文，篇目由厉以宁先生亲自审定。内容主要涉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创新，
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的农业、工业改革，以及与
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管理等方面的见解。这些文章
都是厉以宁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时期的精辟论断，是他对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 40 年的不间断思考与研究精华，
对中国今后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低碳发展宏观经济理论框架研究》，厉以宁、朱善利、
罗来军、傅帅雄，人民出版社
低碳发展战略目标以及政策工具方面的研究，包括
以下问题：完成低碳宏观经济模型，从理论上厘清减排的
宏观经济效果、通过能源结构和投入产出分析，确定减少
碳排放量的重点产业，分析其达到相应减排目标的代价、
分析现行政策效果，实证研究政策效果背后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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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能源结构变化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讨论相关减排目标下不同政策工具对各减
排重点产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减排政策工具对产业链上、下游需求、
投资、就业、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影响，结合宏观经济总体目标，确定低碳发展政
策工具的选择。
 《从大到伟大 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刘俏，机械工业出版社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在企业层面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
(ROIC) 将成为未来增长的重要源泉。中国经济的微观基
础在这一过程中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的企业需要
改变在过去 40 年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认知和思维定式，
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和微观基础。
 《集团企业财务解读：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陆正飞、
张会丽、王春飞，经济科学出版社
本书从合并报表与母公司报表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同
业竞争与盈余信息质量、集团企业的现金分布、集团企业
的过度投资、集团企业的负债主体选择、集团企业的股利
政策、集团企业的统一审计和集团企业的过度负债八个方
面探究了集团企业财务的重要性，通过向读者进行理论阐
述分析和数据案例分析，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借鉴经验。
 《从追赶到领先：华为启示录》，董小英、晏梦灵、胡
燕妮，北京大学出版社
《从追赶到领先：华为启示录》的作者团队经过 10
年观察调研，对华为过去 30 年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
总结，并与华为的国际竞争对手思科公司进行了全方位比
较，将华为从追赶到领先发展过程中关键的十个成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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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总结提炼为 “雄鹰模型”。纵向——决定组织发展定力四要素：思维模式、战
略、企业文化、管理体系与平台。横向——决定管理变革动力三组悖论要素：人
才能力 vs. 组织能力、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 vs. 组织变革与能力构建、研发创新体
系 vs. 市场竞争体系。这十个要素相互连接、相互支持、相互制衡，使华为这只
雄鹰能够搏击长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行稳致远。
 《共演战略：重新定义企业生命周期》，路江涌，机
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中提出的“共演战略”框架，综合了近年来有
关创业、创新和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精华，结合了效果
推理逻辑、企业生命周期等相关理论的发展，并尝试与
相关领域的应用性研究（如精益创业、商业模式创新等）
结合，力图为创业者和企业家提供一个综合企业战略组
成要素、发展阶段和发展路径，并适用于不确定和不连
续条件下的战略分析框架。
 《电竞生态：电子游戏产业的演化逻辑》，王萌、路
江涌、李晓峰，机械工业出版社
追逐商业价值的本性使得互联网产业巨头纷纷涌入
游戏产业，也使得游戏产业的社会关注度不断提升。与
其他游戏产业相比，电子竞技拥有截然不同的产业结构。
电子竞技内容的呈现不仅局限于游戏产品本身，还是视
频、直播、门户等领域的内容制造者，使得游戏厂商的
盈利方式更为多元。本书系统地勾勒出了电竞生态在端
游世代、网游世代和融合世代下的不同生态结构，并对未来的架构进行了分析。
 《图解创新管理经典》，路江涌，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分为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两个部分，书中包含的经典创新思想与当代管
理实践遥相映照，汲取百年管理智慧，把握现代管理的根本问题。此外，本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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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将经典理论与我国当下的商业实践案例相结合，强调
理论的实操性、本地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有助于解
决当前我国企业中面临的创新升级问题。
 《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上下册）》，徐宪平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上下册）》以高校学生、
党校学员、党政干部以及相关研究人员为主要对象，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蓝本，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南，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为依据，融合中国历史文化，借鉴西方经典理论，注重
开展国际比较，回顾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阐述解读未来一个时期的大
政方针、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从讲中国战略、中国政
策到讲中国制度、中国模式、中国理论以及背后的中国
故事，解答“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今后将怎么走”的
重大命题，以增强高校学生、社会各界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改革史、开放史
的系统深入了解。
 《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哲学与实践》，徐淑英等，北京大学出版社
《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哲学与实践》针对目前管理研究中空洞、不切实际的弊
病，探讨了科学研究的价值与目的、管理学研究的价值、
如何获取有用且可靠的知识等三个主要议题。含导论和
后记在内，共选取了 20 篇文章，其中精选、翻译的文章
15 篇，均为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相关经典文章，原创文
章 5 篇，呈现了本书作者团关于每个议题的思考和见解。
本书旨在为管理相关学科的博士生们提供一个重要学术
资源，也可以作为“管理学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的哲学”
等多门课程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同时，本书所倡导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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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管理研究，会为当前国内管理研究带来类似“拨乱反正”的作用，为那
些希望更好地理解科学和渴望成为负责任的管理学者的有志之士提供指引。
 《博雅光华：在国际顶级期刊上讲述中国故事》，张志学、徐淑英，北京大学
出版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自 2003 年开始，以国际标准
训练管理学方向的博士生，启迪他们思考中国的问题，并
将研究成果以国际通行的研究范式发表出来，从而让国际
同行了解中国。这个项目培养出的学者中，已经有多位以
一作身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在中国的社会科
学界是罕见的。
《博雅光华：在国际顶级期刊上讲述中国故事》邀请
其中一些学者回顾论文的创作过程以及博士阶段学习的心
得。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如何从事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也可以更多地了解光华管理
学院国际博士生项目的培养模式，并体会这些优秀的年轻学者是如何充分利用博
士阶段学习的时间，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打下坚实基础的。本书还邀请了部分论文
的责任编辑，对于论文的评审和接受过程进行回顾。此外，还特别邀请这些年轻
学者的指导教授或者合作教授，对他们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表现和特点进行点
评，以便读者对这些优秀学者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思科实访录：从创新到运营》，董小英、周佳利、余艳，北京大学出版社
思科的创新是活跃的——行业内的每一次变革它好
像都能提前洞悉，但并不是每一个创新都来自自己的员
工，它更多地通过快速并购或者合作实现对新技术的拥
有，很大程度地降低时间、人力与资金成本。思科的运
营是卓越的——柔性的企业文化使得思科全球各地的员
工可以在保持独特的同时感受到统一的企业存在，这让
思科能够快速整合新产品、新服务、新员工，将其嫁接
至原有系统中，以很快的速度实现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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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董小英副教授在四年中先后四次进入思科，现场聆听
了从其董事长、总裁到人力资源、市场营销、运营、信息化、供应链、风险管控、
创新体系、社会责任、合作与战略联盟等部门高层领导人的授课，与钱伯斯等高
层管理者们对话。本书就是对思科业务运营与新技术开发平衡经验的系统解读。
 《高级财务管理（第三版）》，陆正飞、朱凯、童盼，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级财务管理（第三版）》是高校会计与财务管理
专业本科生以及专业硕士适用教材。第二版于 2013 年 9 月
出版，累计销售 2 万余册。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着重
介绍和讨论现代公司财务的核心理论与实务问题，下篇着
重介绍和讨论公司购并与重组中的财务问题。本书充分总
结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全面吸收我国公司财务实践经验，
所反映的财务管理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国特色，而不再是机
械传播西方发达国家的财务思想、理论和经验。第三版根
据近几年财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以及作者对相关问题理解和认识的变化，修改
了上一版中已不符合当前社会经济环境和法律制度的内容，更新、增补了部分数
据与案例。
 《组织中的领导行为（第二版）》，王辉，北京大学出版社
《组织中的领导行为（第二版）》系统论述了国内外主要领导理论的内容及
应用实例，包括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领导权变理论、魅力型领导与变
革型领导理论、领导部属交换理论，以及领导授权赋能理
论等，并结合团队建设、企业文化塑造、社会网络分析、
战略型领导等内容，深入探讨了领导者如何应用相关的理
论，结合自己的管理实践，提升自己的领导水平，提高领
导的有效性。本书的特色是以适域的观点为主线，采用理
论介绍、案例讨论及领导行为自测相结合的方式，并应用
著者多年来在中国企业中进行变革型领导、领导部属交换、
战略型领导、领导授权赋能等方面研究的成果，深化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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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组织中领导现象本质上的理解和应用上的感悟。通过本教材，读者能够系统地
掌握科学的领导理论，并学会应用理论指导具体的实践，更好地实现了解自己、
理解别人、激励下属、影响他人的目的，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
 《数据挖掘与应用：以 SAS 和 R 为工具（第二版）》，张俊妮，北京大学出版社
《数据挖掘与应用：以 SAS 和 R 为工具（第二版）》
是数据挖掘领域的经典教材，基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数据挖掘与应用”课程。书中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数据
挖掘领域的理论、技术工具以及实践方法。主要内容包括：
数据挖掘方法论、数据理解和数据准备、缺失数据、关联
规则挖掘、多元统计降维、聚类分析、线性回归和广义线
性回归、回归模型规则化、神经网络、决策树、支持向量
机、模型评估、模型组合、协同过滤等。书中在每种数据
挖掘技术后，均辅以大量医疗、金融、营销、保险、政府部门等应用案例，并均
配有相关应用的 SAS 和 R 语言代码，以及视频课程二维码。
 《货币银行学（第五版）》，姚长辉、吕随启，北京大学出版社
畅销二十年的《货币银行学》教材目前已再版五次，
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货币银行学的理论与实务，包括信用、
利率与金融市场理论，金融体系与银行，货币供求与货币
政策，涉外金融等重要内容。修订版在保持原有特色和基
本框架的基础上，更换了部分例题，修订了相关资料和数
据，更加科学、全面地反映了我国金融改革和货币理论的
研究成果与实践。
四、研究报告
陈丽华，《光大普惠金融驱动农批市场网络供应链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国
安北京社区服务网点供应链公共服务体系设计研究》、《基于湛江港转型升级的
农牧渔供应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兰考农牧渔供应链扶贫发展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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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首农农产品全供应链穿透式社会化服务体系设计研究》。
刘俏，《重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刘俏、张峥、刘晓蕾、杨云红，《北大光华 REITs 报告四：不动产信托投资
基金税制问题研究》、《北大光华 REITs 报告五：中国公募 REITs 管理模式研究》、
《北大光华 REITs 报告六：中国公募 REITs 发展研究—投资者的视角》、《北大
光华 REITs 报告七：REITs 市场建设与经济转型发展——基于各国推出 REITs 制
度的历史分析》。
任强，Longitudinal Studies Strategic Review: 2017 Report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五、研究课题
表 5-3 课题研究
课题名称
中国国有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
政府与民营股东冲突视角
战略行为理论模型：视野半径、社会期望
与动态学习
新任CEO早期解聘风险的前因和管理
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辩证领导行为的内
涵、测量及对企业的影响
基本面量化投资：价值投资、企业创新与
机器学习
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投融资及资源配置的
影响作用分析
行为经济学
创造力与创新行为可塑性环境
中国市县级康养商业模式研究
智能金融领域研究
面向用户行为的城市化及行业研究
襄阳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成飞公司管理卓越与创新路径研究

责任人
张 斌

项目来源

时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8

周长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8

易希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8

王 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8

张 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8

曹凤岐 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
厉以宁 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

2018
2018

刘晓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8

孟涓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张志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天下山水（北京）文化旅游开发
杨东宁
有限公司
金 李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唐 涯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陈丽华 襄阳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张志学
公司

20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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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陈丽华 国冷冷链云（北京）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冷链产业基金方案设计与运营
陈丽华 国冷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社会网络对个体消费信贷行为影响研究
符国群 沐金农（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滴滴快车定价与市场研究
雷 莹 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园和鹰科技集团海外投资税收风险分析 王咏梅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投资税收咨
及策略建议
询中心
计及能源效率和生态环境约束的福建省电 龚六堂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
力发展优化模型研究
术研究院

2018

长沙市重大公共政策第三方评估

龚六堂 长沙市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心

2018

互联网金融的住贷风险管理研究

周黎安 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2018

2017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

雷

2018

冷链物流金融方案设计运营

明 中国人民大学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福建自由港建设以及推动在闽台胞同等待 王咏梅 福建省国家税务局
遇政策研究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综合商业模式研究
张 斌 河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产业发 武常岐 沈阳国际工程咨询中心
展条件与环境、主要任务及重点产业
广东企业一带一路走出去行动报告2018
傅帅雄 珠海华发国际会展管理有限公司
品牌价值提升工程专项
符国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

2018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实施路径和重大举 周黎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措

2018

2035年远景目标和2050年展望研究

2018

刘

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社会组织法人离任报告研究和基于社团组
织服务创新的产业供应链示范性研究及实 陈丽华 北京会聚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发展
中心
施
国家智能化仓储物流示范基地创新发展报 陈丽华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告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空气质量受气象因素影响分析技术服务

陈松蹊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2018

东北地区城市贫困的现状与成因研究

黄 涛

2018

福特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姜万军 西安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有限公
司
深圳市土地房地产交易中心资产证券化
刘玉珍 深圳市国房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
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哈萨 王咏梅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投资税收咨
克斯坦项目防范纳税风险对策研究
询中心
基于中国海油发展战略的海洋石油税收体 王咏梅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投资税收咨
制优化完善
询中心

2018

数字化与产业未来研究

2018

“一带一路”：新时代 新西安 新西商

武常岐 北京畈合源营销顾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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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8
2018

2018

中国医养照护典型案例研究

杨东宁 北京众维亿家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杨东宁 天下山水（北京）文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我国体育赛事消费者行为洞察

张红霞 北京邦讯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2018

弃置费用政策研究与公司制度设计

张

健康医养产业发展：公卫基础及照护体系

中国（河北）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政 张
策研究

2018

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管
道分公司管道科技研究中心

2018

峥 河北省商务厅

2018

六、学术会议
表 5-4 学术会议
会议名称

成果名称

China India Consumer Insights
Conference
13th Workshop on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An Empirical Study of Effects of Trust in Logistics Network
Collaboration
The Competition Strategy of the Duopoly Platformbased Retailer
The Duopolistic Coopetition Strategy in Plat Form
Transformation
Adoption as a Family Continuity Strategy in Early Modern
Japan
College Education as an Equalizer? Occupational Choices
of First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The Endogenous Shaping of Family Tries by Ancestral
Traits: An Empirical Note to Multigenerational Research
Methodology
How Mobile Platform Empowers Rural Areas? From
Digital Divide to Social Inclus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awei Mobile: Manag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to Build Cross-Functional
Ambidexterity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as Retaliation to
Supervisor Self-Interested Behavior
Disentangling the Two Faces of Leader Narcissism on
Reactions to Newcomers
Non-environmental Outcome from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 Dilemma in the Sharing Economy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Stock Returns: Theory and
Evidence

中国金融学年会

交易量降低具有信息含量吗？

2018 Informs Annual Conference
2018 POMS Annual Conference
Accounting and Responsible
2018 POMS Annual Conferenc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2018 annual meeti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2018 annual meeting
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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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
陈丽华
陈丽华
陈丽华
董

浩

董

浩

董

浩

董小英
董小英
江亭儒
江亭儒
雷

莹

刘

琦

刘玉珍

美国金融学年会

Learning Fast or Slow

斯坦福理论经济学研究中心
Are People Aware of Their Inattention? Evidence from
（Stanford 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Credit Card Repayment
Economics, (SITE)）研讨会
中国金融学年会、中国金融学
新三板股票流动性、估值水平与分层制度
术年会
China NBER会议

Riding the Credit Boom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IACMR), 2018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IACMR), 2018 Conference

Ambassadors or Traitors? Attitudinal Roots of Trust in
In-Group Members Who Accommodate Their Behavior
to Foreign Norms
Bad Apple or Bad Barrel? Condoning of Managers’
Pro- Organizational Bribery as a Function of Implicit
Theories of Agency
Dose Public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rowd Out Private
Information Production?
The Effects of Identity and Capability Signals on Alliance
Formation
Does Family Meet its Affective Need by Owning and
Operating Business in Socioemotional Wealth Ways?

AsianFA
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SITE summer
workshop's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session, Palo Alto, California
The 22nd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ime
Series and Panel Data
ICIS 2017: Transforming Society
with Digital Innovation

Are People Aware of Their Inattention: Evidence from
Credit Card Repayment

Exploring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Online Review
Top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eve Estimation and Variable Selection in High
Dimensional Single Index Models
Sponsored Data Services and Consumer Welfare on
Mobile Broadband
CEO Dialectical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Its Effects on
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Firm Performance
Conference on the new
Target Setting in Tourna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perspectives on trade between Italy from China and the Implementatation of the Silk Road
and China along the silk roads
Policy
Mitigating Financial Market Orientation Gap: The
国际商务学会年会
Role of foreign listening on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remiums of emerging market MNEs
Does Foreign Listing Matter in Cross-Border M&As of
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Emerging Market MNEs?.
Why do Firms Differ in Use of Innovations? The Role of
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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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珍
李怡宗
刘玉珍
李怡宗
孟涓涓
刘玉珍
刘 琦
刘玉珍
孟涓涓
刘

知

刘

知

卢瑞昌
路江涌
路江涌
孟涓涓
邱凌云
涂云东
王

翀

王

辉

翁

翕

武常岐
武常岐
肖 婷

2018 Annual Meeting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terprises (IACMR-AIB Joint Session)
(AIB)
LMX, Career Success Expectation, Outcomes: Influences
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of LLX and Supervisor Perspective Taking
Examining How and When Self-Sacrificing Leadership
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Hinders Team Change-Oriented Behavior
When Grateful Employees Conduct More OCB: The
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Moderating Effect of LMXSC
Disaster Relief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An Empirical
第18届世界经济史大会
Study of the Great Drought in the 1870s
Grain Prices, Social Conflicts, and Public Goods
经济史协会年度会议
Provis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Gain from your pain: Firm stock market reactions
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to competitor firms’ early dismissal of their newly
appointed CEOs
Police Staffing and Workload Assignment in Law
2018 POMS Annual Conference
Enforcement Using Multi-Server Queueing Models
2018年国际广告及品牌大会
Nuan-Nan’Effect in Chinese Advertising
美国会计学会FARS年会
Technological Links and Predictable Returns
Getting By or Getting Ahead? Institutional Logics,
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Enterprise Logics, and Firms' CSR Reporting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Conference
in
Enterprises
collaboration with IACMR
The 8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hip
Conference
The 30th International Academy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hrasings on Negotiators’
of Conflict Management (IACM)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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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敏亚
徐敏亚
徐敏亚
徐敏亚
颜

色

颜

色

易希薇
翟

昕

张红霞
张 然
张闫龙
张志学

张志学
张志学

第六篇 学院与社会
光华管理学院将一如既往，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业领袖
和优秀企业家而努力。
—— 厉以宁

第一节 服务社会
一、王立彦教授荣获北京市“师德先锋”荣誉称号
2018 年 11 月，北京市“师德榜样（先
锋）”推荐活动结果揭晓，光华管理学
院王立彦教授荣获北京市“师德先锋”
荣誉称号。
王立彦，中共党员，汉族，研究生
学历（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光华管
理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主任。
王立彦教授从 1985 年起任教于北
京大学，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会计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责任与社会
价值中心主任。他激励自己的人生理念是“勤勉、平常心、与世为善、为他人增值”。
他在完成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很多专业和社会公益事业。
敬业爱岗，勤勉教学，致力科研
在北京大学任教几十年来，王立彦教授先后在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承担
统计学、会计学核心课程教学任务。他目前担任本科生课程“内部控制与内部审
计”，专业硕士学位课程“会计师职业道德与责任、财务会计、内部控制理论与
实务”，学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课程“会计研究方法论”等教学工作。
在专业领域教学科研工作中，王立彦教授专心致志、严肃认真，时刻秉持负
责任学者应有的信仰和坚持。他目前担负的重要科研课题包括：作为首席专家主
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态价值补偿标准的环境会计方法研究”；主持北京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首都援藏：上市公司、金融市场与区域经济之互动模式”；
主持财政部项目“环境成本会计与管理研究”。他积极投身于专业领域的社会服
务包括：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审计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职业
道德准则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审计学会
环境审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担任学术期刊《中国会计评论》主编、《中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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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编。
拓宽视野，跻身国际
在会计学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王立彦教授一向身体力行，积极推动北
京大学在相关专业领域的国际交流。在会计学国际交流方面，他作为共同主席，
在北京大学主办和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他与美国、加
拿大华人学者合著《Accounting, Auditing in China》一书在英国出版，是最早介绍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会计审计领域的专著之一，曾经多次加印。
教书育人，扶持后辈
王立彦教授认为，在大学里做老师，必须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要为学生
搭建起广阔的舞台，支持学生组织的专业实践活动，推动学生尽早进行专业和学
术研究。
远赴新疆西藏，服务社会
王立彦教授担任光华管理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主任一职，对投身社会公
益充满热忱。在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他愿意抓住一切机会将自身所学运用于
公益。
2011 年以来他参加北京大学支教西藏大学，9 次进藏。2013 年联合北大出版
社在西藏大学财经学院图书馆设立“北大光华学者书架”；2014 年夏季与西藏大
学联合举办“经济金融会计学术前沿与西藏经济发展”研讨会；2015 年夏季参加
西藏大学财经学院第一届本科生毕业仪式；2016-2017 年为“北大光华学者书架”
补充第二批、第三批图书；2017 年联系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为西藏大学财经学院
图书馆捐赠“立信会计出版社书架”；2017 年与西藏大学贡秋扎西教授合作主持
编辑《英语 - 汉语 - 藏语会计金融词汇对照》，《会计分册》已经进入藏语和英
语审校环节，计划先印出“征求意见稿”、举办专题研讨会。
二、心系贫困地区
以学院为主导，学院教师、学生以及校友们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
137

知识推广、企业贡献、减灾救灾与援助、社会公益等活动，体现了光华人的责任
与担当。
（一） 博雅图书室
秉承“一本好书，一个未来”的公益信念，博雅图书室项目由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中心在 2009 年初倡议发起，主要帮助贫困地区的学校建
立图书室，希望用实际行动唤起社会对贫困地区教育的关注。该项目得到了学院
EMBA、MBA 等各项目以及光华师生们的积极响应，成为学院重要的公益项目之
一，目前已经捐助贵州、四川、云南、甘肃、西藏、河北、陕西等地区 70 余所小
学，每所小学捐赠图书约 3000-5000 册。
2018 年 1 月 第 72 所 四川 北川羌族自治禹里镇小学
2018 年 11 月第 73 所 云南 弥渡县密祉初级中学
2018 年 11 月第 74 所 云南 弥渡县德苴乡金星完全小学
2018 年 11 月第 75 所 云南 弥渡县德苴乡李丰完全小学
2018 年 12 月第 76 所 陕西 宝鸡市高家村中学
（二） 贫困发展研究院主要活动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 (Institute on Poverty Research at Peking University)
是在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倡议下，在德意志银行大力资助下，于 2005 年 11
月 6 日成立的北京大学校级研究机构。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以支持和帮助中国贫困地区发展为宗旨，致力
于促进中国发达及贫困地区的均衡发展，彰显北大学者立于民族振兴前列、用知
识精诚报国的品格风范。
贫困地区的实践调查虽然辛苦，但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课题研究人
员把握了我国各区域多样贫困的特征，真切体会到人类可续发展的重要，实地验
证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自觉成为课堂上、科研中科学发展观的热情宣传者和
深化研究者。 2005 年来研究人员多次实地考察的贫困地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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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2005 年来研究人员多次实地考察的贫困地区
序号

地区名称

序号

地区名称

序号

地区名称

1

贵州毕节地区

11

北京市门头沟区

21

重庆市合川区聂家村

2

新疆和田地区

12

甘肃定西地区

22

吉林省白城市

3

新疆哈巴河县（185团）

13

黑龙江垦区

23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

4

陕西榆林地区

14

广东省德庆县

24

湖北省秭宜昌市归县

5

宁夏固原地区

15

四川省仪陇县

25

内蒙古自治区

6

河南漯河市

16

河北省张北县

26

贵州省

7

湖南省攸县外出务工

17

河南省孟津县

27

浙江省地区

8

湖南省沅陵县

18

福建省长汀县

28

湖北省襄阳市

9

云南昭通地区

19

江苏省宿迁市

29

湖北恩施鹤峰县

10

广西恭城地区

20

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

30

内蒙古自治区

2018 年 3 月 7 日，雷明教授参加国务院扶贫办详解精准脱贫攻坚战从“打赢”
到“打好”加大深度贫困地区攻坚力度，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
会上指出，下一步，就是要在坚持前几年脱贫攻坚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制度、
改进政策、创新举措，加大深度贫困地区攻坚的力度，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由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安徽省政府原秘书长、安徽省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办公室原主任刘奇以及北京大学贫困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带领的扶贫调研小组
一行 7 人飞抵内蒙古自治区对当地的扶贫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2018 年 3 月 14
日上午，在自治区政府会议室由自治区政府研究室程玺副主任主持召开了扶贫工
作座谈会，自治区扶贫办、发改委、卫计委、人社厅等相关部门的领导依次介绍
了与扶贫相关的工作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
2018 年 5 月 14 日，由雷明教授、中国拥军优属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正德、中
国拥军优属基金会荣誉顾问杨绪明带领的扶贫调研小组一行 6 人飞抵湖北省襄阳
市，对当地的扶贫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15 日上午，在市委接待处南湖宾馆会
议室，副市长张丛玉主持召开座谈会，市扶贫办主任陈玉全、市农委主任余涛汇
出席并进行工作汇报。
由雷明教授、中国拥军拥属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正德以及中国拥军拥属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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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顾问杨绪明少将等人组成的扶贫调研小组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抵达湖北省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并对当地的扶贫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5 月 17 日上
午，在县政府会议室由鹤峰县覃长玉县长主持召开了扶贫工作座谈会，雷明教授
就当前扶贫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什么以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如
何有效衔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并就如何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
矛盾的问题与当地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三、知识援助与推广
 EMBA 光华微课堂，光华微访谈
表 6-2 光华微课堂
讲课教授

课程主题

张志学教授

《组织行为学看负面预期》

陈玉宇教授

《中国的城市化与房地产》

姜国华教授

《市场化程度，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如菜市场》

江明华教授

《体育赞助，一半陷阱一半馅饼》

刘

学教授

《企业管理者，疑人不用or用人不疑？》

刘

学教授

《什么决定企业的生命力》

江明华教授

《品牌不止是包装这么简单》

姜国华教授

《如果你聪明，为什么你不富有？》

姜国华教授

《新常态下，哪些投资机会才赚钱？》

姜国华教授

《投资是科学不是艺术》

姜国华教授

《价格=价值+投资者情绪》

张志学教授

《卓越团队的“最强大脑”》

王

辉教授

《为人似水，做事像山》

王

辉教授

《企业家的难题 “自恋”还是“谦卑”》

王

辉教授

《组织行为学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陈玉宇教授

《梦想的实现其实没有理由》

陈玉宇教授

《万亿级的劳动力市场》

陈玉宇教授

《雾霾的经济学问题》

刘

《创新袭来，你是稳健派or激进派？》

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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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光华微访谈
访谈教授
刘

学教授

访谈主题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什么》

江明华教授

《笨鸟不飞早入林》

张志学教授

《理论带你看见更广的世界》

王

《中国企业家的自我修养》

辉教授

 北大案例大讲堂
《北大案例大讲堂》由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管理案例
研究中心是专注于管理案例开发和使用推广的服务平台，是连接商学院课堂与企
业实践的桥梁，也是商学院面向社会传播管理知识的一个窗口。中心依托光华管
理学院雄厚的师资力量，以开发优秀管理案例、推进案例教学为根本使命，为学
院的各类教学项目和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支持。展望未来，中心将继续秉持为教
学服务的理念，拓展与国内外同行的合作，为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
动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表 6-4 2018 年《北大案例大讲堂》
期次

时 间

主讲人

主 题
微信红包之父，他来啦！还有他的新
赛道！

第67期 2018.04.13 乐信集团总裁吴毅先生
第68期 2018.04.14

怡亚通副总裁、光华EMBA校友邱普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新流通引领新零
女士
售：怡亚通的商业模式与供应链战略

第69期 2018.05.05 怡园酒庄少庄主陈芳女士
第70期 2018.05.14

扎根中国的世界级美好：怡园酒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管理部负
中信证券的财富管理业务与模式
责人房庆利先生
如何成为慧眼独具的“投资型”创业
者：星瀚资本创立记

第71期 2018.09.19 星瀚资本创始人杨歌先生
第72期 2018.09.21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横 松下上个百年基业的长青秘诀与下个
尾定显先生
百年持续发展的蓝图

第73期 2018.12.03 苏宁易购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先生
第74期 2019.01.12

战略创新与营销解析：苏宁的智慧零
售模式

爱奇艺大剧营销中心总经理袁嘉露女
走进爱奇艺的娱乐帝国
士与战略规划部研究总监栾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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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期 2019.01.12 宜花科技CEO荣超先生

一场浪漫与理性的碰撞

第76期 2019.01.19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 “我的奔驰”：数字化时代奔驰的客
司客户体验官李芃呈先生
户体验管理

第77期 2019.03.09

北大光华校友、云迹科技联合创始人 “智能服务 幸福生活”：“云迹”机
兼高级副总裁李全印先生
器人的服务创新

 北大光华第五届纽约论坛成功举办，共议如何构筑更美好的未来
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
的第五届北大光华纽约论坛 2018 年 5
月 11 日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行，主
题 为“Investing in a Better World”。
此次论坛也是北京大学 120 周年海外
庆典的组成部分。
美国肯尼迪家族基金董事
Stephen Kennedy Smith， 哥 伦 比 亚 大
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
济学家 Jeffrey Sachs，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生命未来研究所联合创始人、《纽
约时报》畅销书作家 Max Tegmark，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 Heinz Riehl 商业讲席
教授 Anindya Ghose，亚洲协会副会长 Christine Davies，以及来自北京大学的副校
长王博、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兼光华管理
学院教授蔡洪滨、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沈俏蔚等中美顶尖学者出席本次论坛，并就
当下热点话题进行深度、开放、精彩的学术探讨。
 北大光华启动中国 REITs 论坛，业界称具“里程碑意义”
2018 年 6 月 19 日，中国 REITs 论坛在光华管理学院正式启动，建立了一个
聚集中国 REITs 领域政策、学术研究和商业机构中坚力量的高端平台，旨在以最
高水平的学术、政策与行业研究推动中国 REITs 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当天，《中国 REITs 论坛发展规划》和《中国 REITs 白皮书》也在首届中国
REITs 论坛上正式发布。多位政策部门和监管机构的官员、知名专家和业界人士
齐聚光华，围绕“中国 REITs 市场建设与金融改革”的主题给出了有深度、有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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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的 发 展 建 议。88 岁 高 龄
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
以宁教授亲临位于光华 2 号
楼的论坛现场，带来了题为
《培养更多的新型企业家》
的 开 场 主 旨 演 讲， 探 索 解
决中国问题的创新思想。
 新时代 新探索：第二届世界西商大会 • 北大光华论坛成功举行
“一带”连天下，“一路”西安情。2018 年 6 月 30 日下午，第二届世界西
商大会·北大光华论坛在西安曲江新区顺利举办。本次论坛以“新时代新探索”
为主题，吸引了各界精英和行业带头人等 400 余名嘉宾出席。
光华论坛是 2018 年世界西商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论坛邀请到了西安市
委副书记、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长上官吉庆，西安市常务副市长吕健，李宁（中国）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先生，
中联基金合伙人周芊先生，华夏航空
董事长胡晓军先生，以及来自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刘俏教授，副
院长周黎安教授，西安分院院长姜万
军教授，金融系主任刘晓蕾教授、副
系主任张峥教授，应用经济学系陈玉
宇教授出席论坛并就相关议题分享见
解。
 光华管理学院对口支援项目
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并对具
体工作做出部署。回顾过去，光华在扶贫工作方面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展望未来，
光华将一如既往地为脱贫攻坚工作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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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对口支援项目
项 目

内 容

时 间

对口支援弥渡县德苴乡

按照国家扶贫开发办、教育部的部署，北京大学对
口帮扶弥渡县。根据学校安排，光华管理学院此次
对口帮扶弥渡县最贫困的德苴乡。对口支援旨在促
进德苴乡在水利工程、产业发展、劳动力就业、教
育发展等各个角度加快发展。

2016年至今

对口支持兰州理工大学
MBA教育中心

旨在对口支持兰州理工大学MBA教育中心，快速提
升兰州理工大学办学能力和师资力量，帮助兰州理
工大学建设具有较高水平和质量的MBA教育项目。

2012年至今

支援西藏大学财经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由北京大学任组长单位的对口支援西藏大学高校团
队，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师参加，支援西藏
大学财经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教学和研究。

2011年至今

北大光华与北京工商大学
举办公益性活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北京工商大学公益性合
作，内容涉及指导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多个方面。

2009年6月

中国MBA师资开发及办学
能力建设计划项目(淡马
锡项目)：重庆大学、贵
州大学

为帮助中国西部地区大学提高企业管理人才培养能
力的公益性项目，着重于西部地区管理院校的办学
能力建设，旨在帮助中国西部5个省份的5所大学建
设具有较高水平和质量的MBA教育项目

2008年9月至今

支援石河子大学商学院

2001年6月教育部指定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
大学。在北京大学的支援带动下，石河子大学驶入
2000年8月至今
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教学科研水平显著提高，办
学条件日益改善，对外交流不断扩大。

 暑期学校
为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也为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学者建立一个专业的交流
平台，并切实促进青年学者研究水平的提高，同时进一步增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养的国际化，光华管理学院拨出专项经费，各系所每年暑期举办中国青年学者学
术研讨会暨商学管理专题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
 MBA 公开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MSEM 项目每年 5-9 月份在全国精选 10 大城市，
携手学院知名教授以前瞻性视角，与大家分享独创的管理知识，解读瞬息万变的
商业环境，现场带大家从管理看世界，感受工商管理的睿智与迷人之处。同时也
将分享赏心悦目的 MBA 教育，解读最权威的招生政策。每场公开课均会吸引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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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近三百名商界精英到场，及当地知名媒体全程跟踪报道，打造了较好的项目品
牌影响力，在社会各界尤其是商界领域享有极高声誉，企业对公开课的赞助不仅
能使企业品牌在全国多个核心城市大量曝光，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同时也将收
获光华 MBA 项目关注群体的品牌青睐。
表 6-6 2017-2018 年 MBA 公开课
时间

城市

2018.05.13

北京

2018.05.26

成都

2018.06.02

西安

2018.06.30

深圳

2018.07.07

重庆

2018.07.28

天津

2018.08.04

郑州

2018.08.18

广州

2018.09.01

济南

2018.09.09

北京

2018.09.22

杭州

演讲嘉宾

演讲主题

张志学

驾驭创新

刘学臣

数据智能驱动企业发展

张 影

无处不在的社交

印建坤

资本出海时代的创业机会

陈玉宇

宏观经济的热点问题

赵龙凯

时间与金融

杨云红

艺术与金融

华

产业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创新与探索

硕

贾春新

中国金融体系分析

江亭儒

公司认同感

贾春新

中国金融体系分析

江亭儒

认同感——重塑工作的源动力

王

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

辉

唐国正

从乐视、三六零到万达

张志学

认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田传科

企业需要接班人吗

王汉生

预测不准是常态

江亭儒

公司认同感

刘

好金融、坏金融

俏

刘晓蕾

传统企业的区块链+

张 影

社交与游戏

张闫龙

“小酒庄，大产区”

四、公益活动
 北大光华“润灵华彩”系列公益宣讲——河北阜平开学第一课
2018 年 3 月 10 日、11 日，光华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宣讲队一行十一人
赴河北阜平白河学校、阜平中学，成功举办了宣讲活动。除“润灵华彩系列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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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河北阜平开学第一课”参加宣讲的同学外，同行的还有光华管理学院团
委副书记武达，北京大学第 18 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光华管理学院 2017 级硕士
研究生蒲乐，他们为同学们的宣讲提供了指导和帮助。此外，学院还邀请到保定
籍北京大学校友、2003 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平衡木冠军范晔为当地学生作开学第一
课的励志宣讲。在这次宣讲活动，来自光华管理学院的志愿者们分享了自己的知
识和经验，帮助中学生答疑解惑，助力他们在新学期中确立目标、找准方法，向
新的挑战进发。同时，学院与当地开展的交流学习也促进了同学们对革命历史的
了解。
 金融创新与区块链革命 @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作为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中国
发展高层论坛 2018 年会于 3 月 24 日
至 26 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
代的中国”。
2018 年 3 月 24 日下午，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主持其
中的“金融创新与区块链革命”圆桌
论坛，与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施
索仁、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雅各布·弗兰克尔、蚂蚁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执行官井
贤栋就以下问题展开互动：如何看待区块链？如何利用区块链技术重塑经济和企
业？区块链技术在金融、物流行业的应用是否有时间表？如何看待虚拟货币的监
管？如何利用区块链技术重塑经济？
 2018 金融科技与区块链创新论坛举行 北大光华区块链实验室正式成立
2018 年 4 月 7 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北京博晨技术有限公
司与歌者资本协办的“2018 金融科技与区块链创新论坛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新金融与创业投资研究中心区块链实验室成立仪式”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
行，由此开启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的研究先河。
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刘晓蕾教授主持。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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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管理学院刘俏院长，中国银行监
督管理委员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办主
任李文红，中金甲子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梁国忠，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所
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联网与应
用工作委员会主席何宝宏，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张峥，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唐遥等出席论坛并发言。
 北京·“小鬼当家”跳蚤市场
2018 年 5 月 5 日，
“燕归来”校友返校日上，
“小鬼当家”跳蚤市场吸引了上百名校友及
子女参加，“小小光华人”们纷纷带来自己
已经读完的书籍、多余的玩具、文具等售卖，
实现旧物的再利用，在这一过程中加深了对
环保、节约等理念的理解。
 光华校友企业成功发射中国首枚民营自
研商业火箭
2018 年 5 月 17 日 7 时 许， 由“ 零 壹 空
间”（光华管理学院 2009 级金融硕士舒畅为创始人兼 CEO）研制的“重庆两江
之星”OS-X 火箭在中国西北某基地
成功点火升空。这标志着中国首枚民
营自研商业亚轨道火箭首飞成功，为
接下来的民营自研商业火箭发射卫星
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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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区块链与公益”分享会
2018 年 5 月 18 日晚，北大光华金融学系主任刘晓蕾教授受邀为 16 级和 17 级
社会公益管理硕士班（MSEM）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关于“区块链与公益”的分享。
从公益组织的痛点——公信力危机，到区块链在公益领域的应用可能，同学们对
于新技术下的公益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想法。
 眉山·“小鬼当家”跳蚤市场
2018 年 5 月 18 至 20 日，北大光华 EMBA 足球俱乐部在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
庆之际，响应北大光华全球公益服务月的号召，为留守儿童们送上了光华校友的
爱心与祝福。他们为四川眉山市金鸡乡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了水彩笔、整套球衣、
球袜、球鞋以及足球等物资，并与孩子们一同游戏，一同玩耍，共享足球之乐。
 北京·益光华分享会
2017 级北大光华社会公益管理
硕士班筹划发起了“益光华分享会”，
以公益话题为切入点，关注社会创新
领域，期望用商业的手法推动社会的
进步。研究项目案例，探讨热点话题，
激荡思想火花，打造社会创新产品。
2017 级北大光华社会公益管理硕士班
曾先后举办“社会企业：用商业思维
定义美好社会的“中国人的性、婚姻与教育公益”等分享活动以及公益电影展映
活动。
 珠穆朗玛峰·登珠峰途中清理垃圾
百廿校庆之际，北京大学登山队成功
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献礼
北京大学 120 周年生日，其中厉伟、邱小斌、

148

赵万荣三名光华人参与了此次攀登。这次攀登珠峰的过程中，在光华厉伟校友的
带动下，他们提出了“登顶看天意，环保尽人事”的口号，在本就艰辛的徒步过
程中仍不忘清理沿途垃。
 北京·光华公益案例分析大赛
2018 年 5 月 27 日下午，第七届
北大光华公益案例分析大赛决赛暨颁
奖典礼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大赛以“益
企同行，创变未来”为主题，引导富
有社会责任感的当代大学生一起探索
如何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理念共同构建商业企业与社会福利双
赢机制，促进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PKUGSM Mentor Coffee Chat 北大光华美东校友会导师交流活动顺利举办
暑假期间，学校的课程告一段
落，许多同学走出校园进入工作岗位，
亦有许多同学在自己的岗位上迎来新
的一年。北大光华美东校友会为同学
们邀请到了 9 位金融业资深人士，与
同学们展开线下小范围交流活动，为
同学们在工作、学习、人生选择等方
面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Coffee chat 活动自 8 月开始，历时近一个月，嘉宾包括各大银行的各部门的
部门经理，各大投资基金公司负责人，美联储高级经理，Fintech 创始人等等，涵
盖金融行业各大领域。每次 coffee chat 以 3-5 人为主，就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展
开交流。导师们不仅对金融各个领域的工作内容给予充分讲解，更在求职方法，
职业发展机会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作为职场、以及人生道路上的前辈，导
师们更分享了多年来在个人选择和自我实现中的感悟，令同学们收获颇丰。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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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得到同学们的热烈响应以及积极参与，大家纷纷对导师的睿智和亲切给与高
度赞扬，并期待类似活动的再次举办。
 光华教职员公益捐衣
光华的教职员们延续以往传统，通过捐赠衣物的方式来参与今年的全球公益
服务月活动。公益捐衣通知一发出，光华的教职员们就积极响应，纷纷收集起旧
衣物，洗净、打包送到学院的旧衣收集处。此次所有收集上来的衣服将会交给一
个成立于 2008 年名为 Roundabout 的中国慈善机构，他们将会把衣物分发给需要
的人群或者在二手超市零售后拿赚来的钱投入到公益活动中。
 第十届全国 MBA 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教学研讨会圆满落幕
2018 年 7 月 16 日，由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西南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十届全国 MBA 商业伦理
与社会责任教学研讨会”在成都圆满落幕。本届研讨会主题是“从组织责任到人
类命运共同体”，关注企业可持续发展、影响力投资和绿色金融，以及更广泛的
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沿实践。
在持续两天半的会议中，共有近八十位来自全国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三十余
位企业代表参会，共同进行教学实践的探讨。本届研讨会不仅有高校专家、企业
代表等带来的精彩分享，又同时进行了热烈的互动讨论，提出了若干具体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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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希望能在课内外教学中激发各行业学员更深刻的意识到
全球管理挑战的变革，以更开放的视野，提升社会责任担当意识和共享价值创造
能力。
 第二届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2018 年 12 月 1 日， 由
中 国 循 环经济协会、香港
可持续发展教育学院、北方
工业大学主办，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责任与社会价
值中心提供学术支持的第
二届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
在北方工业大学成功举办。
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秘书
长，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促进会会长冯希望先生，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副区
长周西松博士，北方工业大学副校长沈志莉教授，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
究所循环经济研究室（中心）主任杨春平先生，联合国环境署巴塞尔公约亚太区
域中心执行主任、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长聘教授、循环经济与城市矿产研究团队首
席科学家李金惠教授，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特聘专家、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
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谢志华教授，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周晋峰博士，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杨世忠教授，北京市石景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书
记、主任王晓华先生，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秘书长魏玉梅女士，北方工业大学电
气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王力教授等 30 多位嘉宾以及 120 多位来自政府机构、高校、
行业协会、企业和港澳地区的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论坛由香港可持续发展教育
学院院长、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沁教授和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主任王立彦教授担任嘉宾主持。本届论坛聚焦于科
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通过主论坛、分论坛和企业参访等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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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灵 • 暑期公益实践“沃土计划”
沃土计划”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从 2012 年起开展的一项重点社会实践项目，
是学生理论学习的重要补充，是学生第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光华管理学
院多年思政教育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创新举措。 “沃土”二字意为植根中国大地，
植根基层社会的肥沃土壤，增进学生对国情、社情、民情的了解，将课堂知识与
中国实际相结合。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光华管理学院与广东省揭阳市政府合作
了四期“沃土计划”社会实践项目，以学院本科生为主体的实践团走进当地基层
政府和企业，角色转变为“街道主任助理”、“村党支部书记助理”、“车间主
任助理”等，使得学生们有了与基层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一线生产工人等
直接交流的机会。“让本科生把自己当作一个种子，放到群众这片沃土中，吸取
养分，通过了解人民的疾苦，真正把自己未来成长的道路与国家民族进步紧密结
合在一起。”揭阳市长陈东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
经过四年的试点、运行，2016 年“沃土计划”社会实践基地增加了青海海东、
河南新县、湖北咸宁、湖南长沙。50 名光华学子分赴四地开展了主题为“创新驱
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专题调研。2017 年，“沃土计划”成为 1 学分学院选修
课程，社会实践基地数量也进一步扩大，新增了广州南沙、江西赣州、云南腾冲、
福建泉州、重庆、陕西商洛等地。近 150 名光华学生组成 10 个实践团，开展主题
为“服务国家改革创新，助推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调研。每个实践团结合当地
实际，细化研究主题，如泉州团的实践主题包括“泉州传统制造业智能转型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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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泉州民营企业国际化研究”、“泉州美丽乡村转型美丽经济专题研究”、
赣州团的实践主题包括“赣州稀土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划”、商洛团的实践主
题则涵盖了精准扶贫、文化旅游、高新园区等。
2017 年 7 月，《人民日报》刊发文章《不“走过场”不“凑学分”实实在在
丈量祖国大地》，点赞通过社会实践了解国情民情的高校学子，报道了一批优秀
的学生社会实践项目，赞扬光华管理学院推动“沃土计划”，使学生的社会实践
经历了一次完美的“蜕变”：从往日很多学校普遍面临的学生积极性不太高、老
师参与兴趣不太大、实践与专业结合不太紧，到如今的老师和学生“抢着”报名、
实践基地数量显著提升。
2018 年 12 月 14 日，光华管理学院 2018 年“沃土计划”实践成果展示暨评比
会成功举行。今年暑期，十二个实践团奔赴祖国大江南北，在广州南沙、湖北荆州、
江西赣州、甘肃玉门、云南腾冲、河南新县、青海海东、重庆、济宁任城、福建
泉州、湖南长沙、湖北咸宁十二个实践基地开展了深入基层一线的考察调研活动，
展现了光华人“因思想，而光华”的良好风貌。
 MBA“企业百家行”系列参访
表 6-7 MBA“企业百家行”系列参访
时 间

地 点

2018.05.23

旷视科技

2018.06.04

搜狐畅游

2018.06.08

泰禾医疗—北京裕和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

2018.10.19

鼎晖投资北京办公室

2018.10.31

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

2018.11.07

华为北京研究所

2018.12.13

三峡集团北京总部办公室

2018.12.20

前途汽车母公司北京长城华冠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018 年 12 月 4 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基于双
方在推进教育、体育、公益事业发展的共同愿景，本着“共创共享、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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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北京
姚基金公益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
理赵龙凯教授，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
会理事长叶莉女士共同签约。由北京
姚基金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姚明先
生，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
陆浩先生，原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先
生，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刘福清女士，中国公益研究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
长王振耀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 项目对外发展部主任李慧华老师共
同见证签约。
 俄罗斯政企高管走进光华开展海外进修学习
2018 年 12 月，来自俄罗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国有大中型企业、私营企
业等机构的 40 余位中高层管理人员走进光华管理学院，探索中国发展经验。他们
此次是作为莫斯科斯科沃管理学院公共战略硕士项目学员，到光华开展其海外模
块进修学习。
对于此次与光华管理学院合作开展其高管项目的海外模块学习，莫斯科斯科
沃管理学院本次项目负责人 Pavel Mrdulyash 表示，今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因此此次海外模块的设计，主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尤其在
过去四十年中国能实现持续性的
改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光华管
理学院与莫斯科斯科沃管理学院
在办学理念上相似。光华的全球
化视野、深厚的学术底蕴以及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可以
为其学员真正理解中国发展，提
供多角度、全方位及国际化的专
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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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光华青年公益论坛
2018 年 12 月 16 日 下
午， 第 七 届 北 大 光 华 青 年
公益论坛在光华管理学院 2
号楼阿里巴巴报告厅顺利
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
光 华 管 理 学 院 主 办， 围 绕
“益网情深，共赴未来——
当公益与互联网相遇”的
主 题 展 开 讨 论， 从 互 联 网
公益的特点出发，探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公益事业发展的新态势。
轻松筹联合创始人兼总裁于亮先生，灵析联合创始人彭微女士，京东企业社
会责任高级经理董美美女士，本科研究生项目执行主任沈俏蔚教授出席本次活动，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北京知名高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本次
论坛。
 首届光华金融国际研讨会（GISF2018）成功举办
2018 年 12 月 21-22 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国际学术期刊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JEF) 共同主办的“光华金融国际研讨会”成功举办。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
刘晓蕾教授和 JEF 主编、俄
亥俄州立大学 Kewei Hou 教
授共同担任会议的组织者。
国内外从事金融研究的著
名学者与青年学者们就最
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
交 流 和 讨 论， 来 自 全 国 多
所大学近百名青年教师和
博士生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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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北大光华校友论坛成功举办
2018 年 12 月 22 日，
“因思想·而
光华”——2018 北大光华校友论坛
在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600 余位
光华杰出校友、50 余位学院教授以
及光华友人参会，碰撞思想，交流
智慧，共同探寻关于未来的答案。
本次论坛由北大光华校友简翎、胡
一虎主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刘俏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
是光华永远坚守的三大使命。在过去 33 年中，光华形成了“因思想·而光华”的
精神气质，而未来的目标是成为世界级的中国商学院。计划在 2020 年，光华能够
在主要学科、研究、教育方面进一步巩固自己在世界一流商学院行列的地位，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光华学派。为此，光华推出了两个重要举措，一是光华思想力平
台，目前两期课题共确立约 80 个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课题，其中包括
对国家“十四五”规划特别立项的课题、二是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的成立，
为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人打造互相交流的平台，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找到一条培养
商界领袖、政经领袖的新模式。
本次校友论坛是学院首次打造的以“光华思想力”为船锚，汇聚光华学者，
面向杰出校友，共议未来道路的思想深度交流平台。通过此论坛的举办，学院希
望能够真正将光华思想力的研究成果传递给校友，帮助校友们以及我们所处的社
会建立起对那些穿透时间、具有普适性的商业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本认知，让我
们能够以思想的力量抵抗住外界的嚣杂。“因思想，而光华”，思想是光华的立
身之本，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也让学院更坚定了学术为本、思想为先的信念，愿
未来的道路，在光华学者、校友及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思想光华熠熠不息！
 战略之路、人生之路、家国之路：回顾与展望——第五届北大博雅战略论坛
纪要
2018 年 12 月 29 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中国战略管理学会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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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五届北大博雅战略
论坛在光华管理学院新
楼举行。
本 届 论 坛 以“ 战
略之路、人生之路、家
国之路：回顾与展望”
为主题，包括主论坛和
青年学者分论坛两个部
分。来自国内 27 所大学的 37 位战略管理学资深学者和青年学者齐聚未名湖畔，
围绕战略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战略管理学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国战略
管理学者应如何开启新的学术人生之路、引领中国企业的战略之路、贡献于伟大
的家国之路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主论坛由三个主题演讲环节构成。人民大学徐二明教授、北京大学武常岐教
授、清华大学金占明教授、华南理工大学蓝海林教授、武汉大学吴先明教授、哈
尔滨工业大学王铁男教授、北京大学周长辉教授等 7 位资深学者发表主题演讲，
他们结合自己的学术之路，回顾了战略管理学发展和中国管理实践发展的历史进
程。
五、教学项目公益专题活动
本科研究生（UG & PG）
 北大光华公益案例分析大赛启动
北大光华公益案例分析大赛是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研究生项目、共
青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
目联合主办的大学生公益类型案例分析大赛，大赛旨在为兼具出色案例分析能力
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当代大学生提供公益启蒙指导与学习实践的机会。大赛以公
益案例为切入点，将案例分析模式、公益组织运营、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有机结合，
旨在建立贯穿“学院—学生—社会公益组织”的“三赢”高效、长效机制。历年来，
赛事已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百余支公益团队的热情
参与，并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广泛的好评。在为社会公益组织发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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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助力的同时，北大光华公益案例分析大赛不仅为极富社会责任感的当代大学生
提供公益启蒙指导、理念培养及实践平台，也在与社会公益组织的深入合作中丰
富其管理案例经验库、引导社会公益组织逐步建设公益人才库和志愿者库。本届
大赛将继续秉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
会进步”的办学使命，为优秀的大学生提供更好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在比赛中实
现自己的价值，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本届大赛将以“益企同行，创变未来”
为主题，以“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的企业案例为切入点，引导富有社
会责任感的当代大学生一起探索如何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共同构
建商业企业与社会福利双赢机制、促进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第七届北大光华公益案例大赛圆满落幕
2018 年 5 月 27 日，第七届北大
光华公益案例分析大赛决赛暨颁奖典
礼在光华管理学院 1 号楼 203 教室圆
满落下帷幕。本届大赛由共青团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委员会、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研究生项目和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公益管理硕士
项目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协办，获得了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的学术支持以及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及北
大光华银泰公益管理研究中心的案例支持。
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林莞娟教授，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易希薇教授，市场
营销系雷莹教授，光源资本副总裁薛敏，中国银行董事局办公室曹宇菁受邀担任
本次决赛答辩的评委。学院院长助理、本科研究生项目执行主任张峥教授，团委
书记潘援老师出席此次活动。
 北大光华—湖北荆州“沃土计划”实践基地揭牌
2018 年 8 月 3 日，北大光华—湖北荆州“沃土计划”签约仪式在荆州市举行。
会上，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为“北大光华—湖北荆州‘沃土计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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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基地”揭牌。双方将共建实践
锻炼平台，合作办好各类人才培训，
加强相关课题研究。荆州市委组织部
部长曾庆祝，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
长、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龚六堂参加会
议。
“沃土计划”是北大光华管理
学院从 2012 年起开展的一项重点社会实践项目，是学生理论学习的重要补充，也
是学生第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成功举行了 5 期。在继承以往优秀经验
的同时，项目不断改进升级，从广东揭阳拓展到湖南长沙、湖北咸宁、青海海东、
河南新县、广州南沙、江西赣州等多个地区，实践范围及规模不断扩大，体系化
程度日益提高，不仅帮助学院学生增进了对中国基层经济社会现状的了解，也为
同学们开拓视野、践行所学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知行沃土，领略中华。希望随着学院实践育人理念的不断深化和“沃土计划”
的深入推进，光华管理学院将不断培养出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现状、拥有国际化视
野、知行合一能力突出的优秀人才，坚持践行学院“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
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为各行各业的发展输送领袖人才，为国家社会未来几十
年的持续进步贡献新鲜力量！
工商管理硕士（MBA）& 社会公益管理硕士（MSEM）
 北大光华 MBA 组队参加第十三届商学院戈壁挑战赛
2018 年 5 月 4 日，正值北大校庆 120 周年之际，北大光华 MBA 组队参加第
十三届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在公益赛中赛环节中，2017 级 MSEM 班的同学与无障
碍跑团一起徒步 30 公里，为视力障碍跑者引路伴跑，最终成功到达终点。
 “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的公益沙龙活动
2018 年 5 月 23 日，由 2017 级 MSEM 班发起“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的公益
沙龙活动，为大家带来最前沿的社会创新和影响力投资案例，用商业思维定义美
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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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光华 MBA&MSEM 助学公益行
北大光华 MBA&MSEM 助学公益行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 项目及
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MSEM）主办。本次活动招募 30 余名 2018 级北大光华
MBA&MSEM 初录取学生及北大光华校友共同前往青海大通和云南临沧的学校进
行助学支教活动。通过支教活动，深入探索我国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的发展需求，
坚持践行“以商助善”的公益发展理念，坚持以“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段”所
打造一个“大公益”的美好世界。通过精彩的课堂讲授、课外活动、经验分享、
家庭走访等传播北大深厚
的人文精神、践行北大学
子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为
孩子们带去先进的文化知
识和思维理念，助力孩子
们的健康快乐的成长。
2018 年 5 月 26 日 至
6 月 2 日， 光 华 管 理 学 院
MBA 校友及 2018 级预录取同学共 17 人组成北大光华 MBA 西部愿望支教团，前
往青海省西宁市下辖的国家级贫困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开展为期一周的支教服
务活动。2018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9 日，光华管理学院 MBA 校友及 2018 级预录取
同学共 14 人组成北大光华 MBA 美丽中国支教团，前往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和双江
县开展为期一周的支教服务活动。行程最后，两支支教团分别召开支教成果展示
汇报会。会上，支教志愿者分别分享了支教过程中的各类见闻及对当地教育发展
模式及服务学校的思考，针对教育规划、区域协调、扶贫扶智等多个方面进行了
反馈，并与相关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探讨。
 “中国人的性、婚姻与教育”公益沙龙活动
2018 年 6 月 2 日， 由 2017 级 MSEM 班 发 起“ 性、
婚姻和教育”的公益沙龙活动，邀请了潘绥铭老师为大
家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分享，从社会工作和实务的角度向
大家介绍了婚姻包括青少年性教育领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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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光华 MBA&MSEM 参与“善行者”活动
2018 年 9 月 8 日，由 2017
级 MSEM 班 发 起， 共 10 余 名
MBA 和 MSEM 同 学 参 与， 参
加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的“善
行者”活动，24 小时内完成 50
公里的徒步挑战，并为扶贫项
目筹集公益资金。
“善行者”活动是中国扶
贫基金会主办的公益领域里的
品牌活动，通过 50 公里徒步的
挑战，为爱发声，为爱善行。在获得报名消息的第一时间，2017 级 MSEM 班的同
学们就积极在 17 级 MBA 及 MSEM 同学群中邀请大家参与，活动也得到了北京大
学 MBA 联合会和北大光华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大力支持，最终 10 名同学成功成行，
共组成三支善行者队伍参加了比赛。
 “共享闲置”公益活动
2018 年 11 月 3 日，2017 级 MSEM 班和 2018 级 MSEM 班一起举办“共享闲置”
公益活动，并形成北京、深圳、成都和西安四地联动，将家里的闲置衣物捐献出来，
献给需要帮助的人，变废为宝，开启商学院公益新生态。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
 Global Leaders 系列活动
“Global Leaders” 是 由 北 大 光
华—凯洛格国际 EMBA 项目发起，
邀请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精英，分
别从自身多年深耕的领域，涵盖经济、
金融、实业、医疗、传媒、互联网、
公益等不同行业，解读行业痛点，深度探讨行业趋势与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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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管理教育（ExEd）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益行者项目
光华益行者项目是中国首个商
业视角看公益 , 促进公益组织商业化
运营、助力商业组织公益战略化的跨
界项目。
益行者每次重要活动，集体朗
诵《益行者宣言》，课后为老师佩戴
班徽，益行者每位学员的胸前都有一
枚闪耀的徽章，代表着益行者，代表
着公益人的精神。
益行者项目也会定期组织到学员企业进行交流学习，许多校友都在企业困惑
与迷茫的时候找到新的思路。益行者项目就是这样为很多真心做公益事业的人，
找到方向和归属。
 益行者论坛：商业向善，做新时代的社会企业家
2018 年 3 月 25 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ExEd）中心主办
了一场“商业向善，做新时代的社会企业家”的益行者论坛。“北大光华·益行者”
项目的教授、校友们，与致力于公益的企业家们共聚一堂，探讨如何用创新和责
任推动社会进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会长、武汉当代
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艾
路明，四方御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仑，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刘东华，南
都公益基金会董事长、国务院参事室
特约研究员、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
徐永光参与了论坛报告与讨论。论坛
在精彩的观点和争论中落下帷幕，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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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华·益行者”项目执行主任马翔宇老师呼吁企业家们，关注社会问题，以解
决社会问题为己任，做新时代的社会企业家。 正如《益行者宣言》中所说：“无
愧过去，不畏将来，用我们的热情和善行，回馈自然，报答众生。”
 燕归来校友返校之益行者论坛：行走在路上，我的公益故事
北大百廿，燕归来，校庆盛事多。
2018 年 5 月 5 日上午，公益大咖、杰
出企业家、未来中国公益领袖，汇聚
光华。北大校庆典礼上北大九十年代
学生的代表刘正琛、杰出企业家同时
也是达喀尔汽车拉力赛首位女选手郭
美玲、因汶川地震而走上公益路的阿
拉善 SEE 张媛、中央电视台社区英雄
栏目的总导演制片人吴卉、上奇葩大会说哭无数人的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经
手出台国家六十多部法律法规的阿里巴巴朱卫国。益行者项目用公益心路分享为
母校庆祝百廿。
“全球领创者项目”开学论坛成功举办 共商新时代中国企业的全球机遇与挑战
2018 年 5 月 28 日，由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新时代中
国企业的全球机遇与挑战”全球领
创者项目启动仪式暨开学论坛在光
华管理学院举行。外交部原副部长、
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何亚非，国务
院参事徐宪平，北京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王博，智利驻华大使 Jaime
Chomali，葛洲坝股份公司党委常
委、副总经理，兼葛洲坝国际公司、海外投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晓华先生，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李克平，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参赞秦宏，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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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党委书记马化祥，以及全球领创者项目其他导师、学
院领导和全球领创者项目创始成员共同出席本次论坛，从地缘政治、文化外交、
对外投资等多个角度，以主题演讲、圆桌论坛等多种方式，就中国企业在新时代
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深度、开放、建设性的探讨。
北大光华“全球领创者项目”针对具有影响力和商业成就的中国企业家设计，
特邀来自政、商、学界大师作为项目学术指导委员会成员及海外模块带队导师，
同一批勇于变革、不断创新、胸怀梦想的中国企业家一起，在两年内，深度走访
八个国家，共同探讨通往新时代全球化的路径，秉承光华使命，重新定义中国创造，
携手共筑中国企业的全球影响力，引领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守住一道光，回望来时路——北大光华益行者之夜
2018 年 9 月 25 日，守住一道光，
回望来时路——“北大光华益行者之
夜”活动成功举办。这是一场公益人
的盛会，致敬中国公益 30 年。中国
公益界三光——徐永光、陈越光、康
晓光聚首，分享各自公益初心与价值
观。希望工程宣传三驾马车——黄传
会、解海龙、杨铁刚分享自己与“希
望工程”的故事，他们表示自己都热爱这项中国有史以来公益界最为重要的一项
工程。希望工程就是这样让不公平的人生变得公平一些，让贫困地区的那些孩子，
也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在这些听来艰苦的故事背后，是三驾马车对于公益，对
于善良的坚守与追求。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圣平教授说：“对于光华益行者，
我们不想做成培训项目，这没有意义。我们希望做成一个思想的平台，一个思想
力的平台，一个行动的起点。”
会计专业硕士（MPAcc）& 金融专硕（MFin）
 2018 年北大光华金融硕士 (MFin & BA) 北京宣讲会：仲春时节 莫负光华
2019 年 3 月 9 日，来自各大高校的数百名同学齐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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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硕士（MFin & BA）招生宣讲会
现场。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硕士项目
执行主任、金融系系主任刘晓蕾教
授，2003 级金融硕士校友许韬先生，
2011 级工商管理硕士校友曲浩先生，
本科研究生项目运营主任安倩老师，
职业发展中心武洁颖老师、张祎頔
老师，2018 级金融硕士在校生代表谢昀廷、李博硕及相关部门老师参会。他们详
细解读了金融硕士项目特色、培养体系及推免申请方法，并与在场同学就申请事
项、职业规划等热点问题面对面互动答疑。
 2018 年 MPAcc 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正式启动
2018 年 6 月 29 日北大光华 MPAcc 项目迎来了首届“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的营员们。这天下午，MPAcc 开营仪式在光华老楼热烈进行。营员们如同小暑的
温度般炙热，积极参与其中。
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MPAcc 项目主任吴联生教授祝贺并欢迎各位夏令营营
员的到来。吴老师与同学们分享了北大光华 MPAcc 项目的教育理念，强大的师
资力量、学术研究的成果及终生平台建设，并就项目在培养目标、课程培养、国
际视野、人文精神等方面为营员们进行详细的介绍。吴老师表示，今年北大光华
MPAcc 项目第一次组织“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但我们接到来自全国各
地优秀院校的申请很多。在座各位都是经过层层筛选，从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的佼佼者，预祝同学们有优异的表现，期盼同学们正式踏入燕园的时刻。
六、社团组织
 光华青年志愿者协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秉承“青春光华、源于志愿”的理念
而立，力求共同构筑一个与金钱无关的梦想——“心怀仁德，公益天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将继续维护学院学生利益，帮助扶持
社会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作为学院志愿服务的平台，光华青协积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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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引导有志青年
服务社会、快乐奉献，以建设品牌化
的公益活动为核心，扎实推进各项志
愿者服务技能培训、医院志愿者团队
建设。
光华青协立足于公益思想理念
的双向传播。一方面，光华青协将公
益行动和思想带入光华，承接各项爱
心接访活动，举办青年公益论坛。另一方面，也把光华的公益服务的思想传播到
社会上，积极组织多种支教活动和医疗志愿服务，开办北大光华公益案例分析大
赛。光华青协力求发现真正的社会公益需求，为解决社会问题贡献力量，展现一
流商学院青年勇于担当、热心公益的风貌。
 阳光志愿者协会
2001 年底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博连读
研究生刘正琛被查出患有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为了帮助自己也帮助所有的血液病患者，刘正琛
于 2002 年 1 月发起了“阳光计划”。创建了阳光造血干细胞捐赠者资料库——阳
光骨髓库。2002 年 6 月 9 日，北京大学阳光志愿者协会成立。协会是一个从事慈
善和志愿服务活动的非盈利组织，通过建立阳光骨髓库，推广骨髓捐赠和相关志
愿服务项目，致力于提高白血病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宣传健康知识。2009 年，
刘正琛等人发起了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并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立。而北京
大学阳光志愿者协会则作为学生社团继续在校内开展公益活。
 北京大学 MBA 公益协会
北京大学 MBA 公益协会，由北京大学 MBA 校友发起，2011 年 4 月经北京
大学 MBA 校友会批准在北京正式成立。北京大学 MBA 公益协会的宗旨是：汇聚
MBA 校友爱心 , 开展有利于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的公益活动、研究公益理念
本质，探讨公益事业发展模式。理念是：尊重受助者人格、了解受助者需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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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升受助者自身能力的救助活动、以大爱、慈悲、公平、正义为出发点，通过
公益活动，为校友提供奉献爱心、净化心灵的平台。
 北京大学 MBA 健康协会
北京大学 MBA 校友会健康协会是经由北京大学 MBA 校友会批准，于 2010
年 1 月 26 日正式成立，目的是更好的组织各级 MBA 校友及各界朋友，把关心帮
助 MBA 校友及其家人获得“身心健康和事业健康”作为协会主要的工作，同时
通过组织中西医系统内的领导、专家、企业家的参与，更好地宣扬“事业健康”
和“健康的事业”的理念，倡导一种服务社会和服务大众的“企业家精神”，使
得校友在达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健康协会将努力成为北大 MBA 健康行业校友的联络桥梁和归属团体，成为
北大 MBA 校友互助的纽带，为北大健康行业的 MBA 校友的成长成才和事业发展
服务，将为汇聚北大健康领域的校友资源，与学校一起推动北大成为世界一流大
学和凝聚北大健康行业校友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而努力。
 北京大学 MBA 救援服务队
北 京 大 学 MBA 救 援
服务队是经由北京大学
MBA 校 友 会 批 准 成 立，
以 北 京大学各届 MBA 为
核心成员，并以普及紧急
救援知识、组织协调社会
力量提供灾害救援服务为
核心目标的公益团体。救
援服务队以提高公民应对
灾害开展自救互救的意识和能力，以及开发建立一套系统化的应对紧急救援服务
的组织管理模式为长期工作目标，积极拓展交流合作伙伴，与国内外各类相关机
构展开学习交流合作，力争成为一支服务于全社会的民间救援服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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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光华 EMBA 健康协会
北大光华 EMBA 健康协会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正式成立，协会以“传递健
康生活理念，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生活服务”为宗旨，为全体 EMBA 校
友打造涵盖环境、营养、医疗、健康服务等健康产业相关领域的健康及事业分享
的平台。健康协会诚邀更多热心校友加入到健康协会的建设中来，共同分享资源，
共同探讨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时尚的生活品质。

第二节 校友撷英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目前已经拥有 EMBA、MBA、ExEd、MPAcc、本硕博
等校友两万多人，他们活跃在政界、商界和学界等各个领域。
2006 届应用经济系硕士毕业研究生刘正琛创建中国第一个民间骨髓库“阳光
骨髓库”为重要标志，光华毕业生对于社会责任的认同感越来越强烈。
2008 年我院曾玉萍同学获得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教职，09 届 IPHD 博士毕
业生韩晶获得荷兰蒂尔堡大学教职，13 届 IPHD 博士毕业生蒋子熹获得美国俄
克拉何马州立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悉尼理工大学三所国际院校提供
的教职岗位，最终受聘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任教，2015 年 11 月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博士研究生邹韬成功受聘澳洲
国立大学（ANU）商学院下设金融、保险与统计学院教职。2017 年 12 月，13 届
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博士生刘海洋在众多海内外高校的任职邀请中，选择执教于伦
敦政治经济学院管理系。
一、校友风采
 北大光华校友荣登“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
2018 年 10 月 24 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据不完全统计，光华管理学院五名校友荣登榜单。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为宣传民营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展示民营企业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风采，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鼓励广大非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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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经济人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中央统战部、全国工
商联决定推荐宣传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不忘创业初心，接力改
革伟业”，这些优秀的光华企业家校友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实干精神为改革开
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史添加了一道浓墨重彩的注脚。
刘汉元 通威集团董事长
刘汉元，男，四川眉山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高级工程师。他于 1978 年 9 月至 1981 年 7 月在
四川省水产学校读书；1981 年 9 月至 1986 年，在眉山
县水电局工作，先后任技术员、助工、工程师、高级工
程师；1986 年创办眉山县渔用配合饲料厂 ( 通威饲料厂 )，
1992 年起任通威集团总裁、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1 年 10 月被国际权威杂志《福布斯全球》列为中国
大陆 100 首富第 11 名。
李占通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董事长
李占通，男，河南巩义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 EMBA，1986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建，
1987 年 8 月参加工作。天津市第十一届政协常委，
全国第十二届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第十一届常委，
天津市企业家协会理事，天津市残联理事，中国光
彩事业促进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2017 年 11 月 27
日，当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二届执行委员
会常务委员。曾获评首届十大风云豫商，全国优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省级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荣誉称
号。
李振国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振国，男，汉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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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黑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九芝堂股份
有限公司是国家重点中药企业，湖南省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国内上市公司。其前身“劳九芝堂药铺”创建于
1650 年，是中国著名老字号。
冷友斌 黑龙江飞鹤乳业董事长
冷友斌，男，黑龙江省北安市赵光镇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现
任黑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飞鹤乳业始建于 1962 年，从丹顶鹤故乡
黑龙江齐齐哈尔起步，是中国最早的奶粉企业之一。飞
鹤乳业发展迅速，曾仅用四年时间就跻身于全行业乳粉
企业前 10 名，荣获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婴
幼儿配方奶粉质量免检”证书，黑龙江省质量管理先进
企业，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颁发的“诚信经营单位”
等 30 多项殊荣。2017 年 8 月，飞鹤与茅台、华为、阿
里巴巴、京东等知名品牌一同入选“CCTV 国家品牌计
划”。
景 柱 海马集团董事长
景柱，男，河南兰考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博士后，海马汽车创办人。现任全国政协委
员，海南省政协常委，海南省工商联主席，海马集团董
事长。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首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第十三届和第十四届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等。
据悉，北京大学本次共有十余位校友获此殊荣，光
华管理学院校友是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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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进步”的光华管理学院愿继续深耕商学，锤炼思想，培养更多勇担社会
责任的企业家，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表 6-8 历年校友荣誉
校友获得荣誉名称

年份

姓名

担任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

2016

雷

声

CCTV体坛风云人物年度特别贡献奖

2014

郭

川

《财富》“中国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

2012

杨

威

《财富》“中国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

2012

李厚霖

第六届卖方分析师水晶球奖

2012

曾朵红

2012年中国CFO优秀人物奖

2012

曹光宇

中国CFO优秀人物奖

2011

李升高

CCTV经济人物评选年度创新奖

2006

冯 军

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

2006

冯 军

中华慈善奖

2005

杨宗义

“十大杰出企业家”称号

2005

冯

军

北京十大杰出青年

2004

李

莹

福布斯慈善榜

2004

杨宗义

 卢军静：把青春与泥土紧密相连
卢军静 2015 年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毕业，怀着“眼
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的北大母校的谆谆教诲，决定奔赴祖国的南疆，投身于
脱贫攻坚的历史浪潮，成为了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5 届的一名定向选调生。卢军静
曾任百色市田东县委办秘书、朔良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田东县委办主任科员、
田东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现挂任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2015 年 7 月 12 日，卢军静参加完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领取了博士学
位证、毕业证，当天下午就拉着行李箱踏上南下的动车，奔赴祖国的南疆：广西。
他工作的第一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百色市是一个集革命老区、少
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大石山区、深度贫困地区、水库移民区“六位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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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区域。初下基层，卢军静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百色市田东县委员会办公室秘
书，之后三年时间内，经历了多个岗位的锻炼，在基层工作的每一个月、每一天，
都伴随着解决各种问题、化解各类风险、直接服务群众。
在三年的时间里，卢军静一直在在服务老百姓的最前线。凭借为人民服务的
热情和踏实、耐心的态度，卢军静不仅得到了人民群众和同事、领导的信任与支持，
也在基层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成长、进步，将自己的青春与泥土紧密相连。
二、校友服务
 校友事务中心
为了更好地沟通校友和母校情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 2003 年设立校友
联络中心，2010 年更名为校友事务中心。校友事务中心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校友会的常设办事机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校友会会长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
宁教授担任。为了能让光华师生和历届校友可以更广泛的交流和互动，“光华校
友网站”已于 2011 年进行全面的改版和升级。
为了校友更好地了解学院、学校最新动态，学院为光华所有校友免费邮寄官
方院级刊物《光华校友通讯》。该刊物每年发行六期，内容主要包括：学院的活
动纪实、光华教员的最新学术动态、优秀校友和在校生的风采等。刊物自创建到
现在，得到了光华校友的诸多宝贵建议和大力支持，使其逐步加以改进。目前，
《光
华校友通讯》已发行了四十四期，除光华官方网站外，《光华校友通讯》是校友
了解学院的有效途径。
 “燕归来”返校日
为了进一步加强了学院与校友和校友彼此之间的联系，为光华进步、校友发
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光华在每年的校庆日举行“燕归来”返校日活动，邀请
校友回家，使学院成为校友永远的发展后方和强大的精神家园。历经三十余年的
积淀与发展，三万多名光华校友已经成为活跃在学界、商界、政界、媒体以及公
共事务等领域的中坚力量。返校活动不仅为各位校友提供了一个重温往日欢乐，
重拾往昔情怀的良好契机，更促进了校友间思想的交流与智慧的碰撞，而肩负着
“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的光华人，也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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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在各自的领域中绽放异彩，
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贡献属于
光华人的力量。
燕 园 日 暖， 春 意 正 浓。2018
年 5 月 5 日，近千名光华校友从世
界各地重返燕园，齐聚光华，共
庆北京大学 120 周年华诞，重温光
华时光，共话师生情谊！
当天上午，会计系校友、1991
级 本 科、2004 级 本 科、2009 级 本
科、2004 级综合班硕士、MBA 和
MPAcc 值年班级纷纷返校聚会。
此外，ExEd 益行者论坛邀请了企
业界、公益界、媒体界、学术界
关心公益的杰出人士，分享了对
商业向善，企业家对社会责任的
理解。
 行业协会与各地校友分会
鉴于学院校友行业、地域、兴趣爱好各不相同，校友事务中心配合校友们设
立各类行业协会和各地校友分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北京大学 MBA 校友会，
光华房地产协会，光华校友书画艺术协会，光华葡萄酒协会，EMBA 各地校友分
会等。
表 6-9 校友俱乐部
校友协会

校友俱乐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汽车协会

EMBA游艇俱乐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房地产协会

EMBA网球俱乐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葡萄酒协会

EMBA行走中国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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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校友书画艺术协会

EMBA高尔夫球俱乐部

北京大学MBA艺术资本协会

EMBA滑雪俱乐部

北京大学MBA健康协会

EMBA读书俱乐部

北京大学MBA人力资源协会

EMBA自行车俱乐部

北京大学MBA救援服务队

MBA篮球俱乐部

北京大学MBA创业与投资协会

MBA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大学MBA公益协会

MBA网球俱乐部

表 6-10 校友协会
校友会名称

成立时间

华南校友会

2002年12月

华东校友会

2004年4月

山东校友会

2005年5月

中原校友会

2005年11月

西南校友会

2007年7月

浙江校友会

2007年7月

海南校友会

2007年11月

广西校友会

2007年11月

香港校友会

2007年12月

山西校友会

2008年4月

黑龙江校友会

2009年2月

江苏校友会

2009年6月

台湾校友会

2009年7月

湖北校友会

2009年8月

陕西校友会

2009年10月

广东校友会

2010年3月

辽宁校友会

2010年7月

内蒙校友会

2010年8月

天津校友会

2011年3月

 文体及公益活动
为了丰富校友及校友家人的业余生活，增强校友们对学院的归属感和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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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感，光华校友事务中心组
织了一系列的文体及公益活
动。从 2009 年开始，校友事
务中心已组织了多次光华校
友植树活动、举办了多场高
尔夫球比赛、多场校友沙龙
和地方校友联谊等活动。这
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加
深了校友间的了解，而且拉近了校友与母校的距离。
 校友子女夏令营
“校友子女夏令
营”是光华校友的专享
服务之一，学院积极为
校友们打造一个终身的
“光华平台”，通过各
种不同形式的活动，为
校友们提供增值服务，
让校友充分体验北大的
精神和文化魅力，终生
享受学院的校友资源。
2018 年 7 月 9 日至 12 日，第六届“逐梦燕园”北大光华校友子女夏令营在
光华管理学院成功举行。百廿北大迎来了一群充满生机的翩翩雏燕，80 名来自五
湖四海的“小光华人”齐聚光华管理学院，参加 2018“逐梦燕园”北大光华校友
子女夏令营。在为期四天的夏令营活动中，营员们学于名师、结交好友、陶冶情操，
通过一堂堂富有北大特色、光华风采的课程，领略北大光华的博雅与魅力，构筑
起属于自己的燕园梦。
7 月 10 日上午，夏令营开营式在阿里巴巴报告厅举行。光华管理学院校友事
务中心主任程艳艳老师致欢迎辞，对从全国各地而来的“小光华人”们表示了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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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欢迎，并祝福他们在本次夏令营中学有所获、圆梦燕园。
此外，学院还特别邀请到管理科学与管理信息系统系董小英教授为校友们开
讲“家长课堂”，董老师分享家庭教育经验，为家长们答疑解惑，并在互动沟通
中与大家探讨何为更好的家庭教育。
据悉，自 2012 年首次开创以来，“逐梦燕园”北大光华校友子女夏令营已经
连续六年成功举办。作为光华校友专享、传承光华精神的品牌校友活动，夏令营
历年来深受校友们的欢迎与好评。未来，光华管理学院也将继续完善校友工作，
持续推出丰富多样的校友活动，凝聚校友力量，共建温馨美好的光华家园。
 社会服务
表 6-11 校友设立的公益组织
项目名称

班级

校

友

蓝天环保

MBA01级

潘

忠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

2000级硕

刘正琛

风筝青少年交响乐团

EMBA01班

成

I Do儿童基金会

EMBA38班

李厚霖

施乐会

EMBA65班

勇

张秉新
成 勇

第三节 大学社会责任
一、环保责任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作为中国顶尖的商学
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始终在教书育人、学术科研和行政办公等各领域秉持
“低碳发展”理念，将绿色生活、环境友好贯彻到每一个细节。我们深知，未来
的商业领袖不仅应该具备卓越的专业知识、敏锐的社会洞察、强大的执行能力，
还应该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环境公益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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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保护方面的措施
 餐饮在餐具使用、垃圾分类方面的环保措施
外来人员或施工人员在员工餐厅用餐时都使用一次性的餐具（打包盒、一次
性筷子、塑料袋），既不环保又很浪费，购置绿色餐盘供外来人员用餐使用，减
少一次性塑料用品的使用。餐厅垃圾分类严格执行干、湿分类，避免所有垃圾混装，
污染环境。
（二）工程改造、节水、节电措施
 餐厅更换新型 LED 照明灯具
吊灯：10 组共 150 个吊灯灯泡，原吊灯为 13W 普通节能灯泡，现更换为
4W/LED 新型节能灯泡。
卤钨灯杯：灯泡 76 个，原射灯为 35W 冷光灯泡，现更换为 3W/LED 新型节
能灯泡。
灯珠：134 个，原灯珠为 35W，现更换为 8W/LED 新型节能灯泡。
槽灯：灯管 80 根，原灯管为 T5/28W 现更换为 10W/LED 灯管。
餐厅照明全年节约用电：30940 度，节约电费：21658 元。
 LED 照明灯具与日光灯照明灯具对比
LED 照明灯：LED 使用低压电源，单颗电压在 1.9-4V 之间，是比使用高压
电源更安全的电源。同时光效高，目前实验室最高光效已达到 251lm/w，是目前
光效最高的照明产品。并且稳定性较好，时常约为 10 万小时，光通量为初始的
70%。而且 LED 灯的响应时间为纳秒级，是目前所有光源中响应时间最快的产品。
日光灯：日光灯发光工作电压为日光灯管的发光工作电压，为 70-80V，且是
负电阻性的负载，就是电流越大，呈现的电阻越小，所以需要供电电路有限流的
装置，而启辉电压则需要达到 500V。同时光效较低，现在市场上普遍光效为 80100lm/w。稳定性方面，一般的日光灯寿命大概在 2500-3500 小时，比白织灯寿命长，
但远短于 LED 灯。并且传统日光灯响应时间长，并随灯具老化而增加，传统节能
灯开关灯频繁会导致灯具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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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用高品质环保型制冷剂
光华管理学院 1、2 号楼中央空调冷冻机组选用高品质环保型制冷剂（R134a），
作为冷冻机组运行的制冷剂。该制冷剂是一种不可然，高效节能，化学性质稳定、
绿色环保型制冷剂，在常温下为无色气体，在自身压力下为无色透明液体。
（三）客房环保措施
在客用易耗品的补派中除严格按照酒店规定补派外，要求员工在清扫住客房
的房间，如洗发液、沐浴液客人只使用总容量的 1/3，员工在打扫卫生时会补入新的，
但会将客人使用了 1/3 的洗发液、沐浴液留下供客人继续使用，牙具、梳子如客
人没有丢进垃圾桶，要求员工是不能将牙具、梳子丢掉，都会反复使用，每间客
房里都有环保卡片，提示客人如无要求，则不会每日换床单，但是一客一换是必
须的，有些客人环保意识很强会继续使用，直到用完再打开新的客用品使用。
（四）外围环境保护
对学院外围环境进行绿化调整，科研楼后花园种植花草树木，美化环境。
二、支持在校学生发展
（一）奖助学金
 博士生院长科研基金
为鼓励我院优秀博士生的科研创新，大力提升我院学科优势和博士生培养质
量，我院于 2013 年开始设立博士生院长科研基金，专门资助我院优秀博士生从事
高水平的创新性研究，完成高质量的课题研究和学位论文。院长科研基金的资助
以项目为单位，每年资助 5-8 个项目，额度为 3 万元 / 项目。2018 年度共有 5 人
获得博士生院长科研基金。
 台新金控奖学金
台新金控奖学金由北京大学促进两岸交流基金于 2012 年设立，奖励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全日制在校学习的金融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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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增加两岸研究和台湾访问项目。2018 年有 20 名同学获得台新金控奖学金。
 王青云奖学金
为促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发展，加强学院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
作，进一步密切光华管理学院与海内外各界的友好关系和广泛合作，王青云先生
捐资设立了“王青云奖学金”。旨在鼓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品学兼优和需要
资助的学生，促进我院的人才培养和教学。2018 年奖励 5 名学生。
 羚锐奖学金
自 2003 年起，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羚锐制药”）在光华
管理学院设立“羚锐奖学金”，旨在资助品学兼优的学生完成学业，树立积极进
取、自强不息的优良学风，培养报效祖国、回馈社会的精神追求，并且从 2016 年
开始实行“沃土计划”实践基地共建项目。十余年来，羚锐制药共出资 140 余万元，
资助 390 余名光华学子。2018 年奖励 28 名光华学子。
 景柱奖学金
景柱奖学金于 2013 年设立，为了资助品学兼优的学生完成学业所设立的。景
柱奖学金资助总金额为每年 10 万元，主要面向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全日制在校
二年级、三年级本科生和二年级硕士（不包括 MBA）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资助
标准按一、二、三等分别为 8000 元 / 人、6000 元 / 人、4000 元 / 人。2015-2016 学
年景柱奖学金一共奖励 19 名学生，涵盖金融学、国民经济学、企业管理等众多经
济类专业。
 夏寿民奖学金
为了促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发展，加强光华管理学院科学研究和人才
培养工作，夏寿民先生于 2011 年 7 月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美元伍万元，设
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夏寿民奖学金”。评审过程中，综合考虑助教课程的
工作量、科研水平以及综合素质。为进一步促进学生培养工作，夏寿民先生在光
华管理学院举办人才培养专题讲座，每年 1 至 2 次，每次用于该项讲座的费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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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人民币 20,000 元。
 中科招商奖学金
为了支持北京大学的教育事业，加强中科招商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交
流与合作，中科招商于 2012 年 9 月出资在光华管理学院设立“中科招商奖学金”，
对光华管理学院品学兼优（尤其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进行针对性奖励资助以帮
助其顺利完成学业。奖励条件：1、研究生综合评价优秀，专业成绩优异，有相关
论文发表和取得相当科研成果者优先考虑。2、品行端正，没有受到学校、学院任
何纪律处分。 3、同等条件下，家庭收入中低层、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优先考虑。
 出国交流项目奖助学金
学院积极鼓励在校学生参与国际化交流，对参与学院的国际交换项目，并且
家庭经济困难的本科生，学院提供出国交流项目的助学金，包括松禾（交流项目）
奖学金、凤凰助学金（出国交换项目），葛小松奖学金（出国交换项目）。
 北京大学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奖助学金
北京大学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为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永久性专项基金，由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曹凤岐教授的弟子发起设立。基金奖项的评定，旨在促进
北京大学的发展，加强金融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鼓励金融理论和时间的创新，
促进金融事业的发展。
 朱善利奖学金
早在 2015 年 10 月，光华管理学院与朱老师亲属商得一致，决定编纂朱善利
教授纪念文集，并设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朱善利奖学金。蔡洪滨教授提到，
朱老师一生为光华而贡献，本项奖学金的设立是为了更好地弘扬朱老师的精神，
具有重大意义。他希望同学们能将朱善利老师为人师表的高尚人格、对学术孜孜
以求的精神传承下去，并向为设立朱善利奖学金和编纂朱善利教授纪念文集做出
积极贡献的朱老师家人、学生、校友表达感谢。

180

 五丰奖学金
为支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育事业发展，航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北京
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设立奖学金，资助光华管理学院在读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
鼓励在校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学习和学术研究，为其提供资源和相互
交流学习的平台，成就专业学术领域人才。奖励条件：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和硕士
研究生、综合评价优秀，专业成绩优异、有相关论文发表和取得相当科研成果者
重点考虑、品行端正，没有受到学校、学院任何纪律处分、同等条件下，来自家
庭收入中低层、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优先考虑。
 史树中奖学金
史树中教授（1940-2008）是我院德高望重的学者，是我国金融数学、金融工
程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数学会传播工作委员会
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数学）评审组成员，北京大学信息与工程学部委员，
北京大学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他执着于数学、经济学、金融学的
融合与普及、传播事业，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数学和金融学的优秀人才，为学科
建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为纪念史树中教授，他的生前好友和学生们捐助设立“史
树中奖学金”，旨在奖励光华管理学院品学兼优的金融专业在读研究生。
（二）促进学生职业发展
 MBA 整合实践项目
整合实践项目是 MBA 全日制与国际班的必修课，是一项具有社会公益性质
的商业教育合作项目，旨在通过企业和学校联合打造的实践平台，解决企业当前
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提高 MBA 学生的综合管理能力。作为一项体验式的课程，
整合实践项目的基本框架为：在修完核心课程之后，学生组成小组，在学院教授
指导下，深入企业执行一个具体的商业项目，提出改进建议和方案，并提交咨询
报告向企业和指导教授汇报。每个项目都是由企业根据自身的需求设计提供真实
课题，旨在解决企业当前存在的实际商业问题。整合实践项目的范围可以包括：
为转型企业的管理问题提供战略、市场、人力资源、财务等方向的解决方案、为
创业型企业或成长型企业的业务拓展提供商业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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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光华 MBA 分享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 分享会旨在建立一个光华 MBA 校友和同学思想
碰撞、加深了解、增进友谊、传承北大优良传统的平台。2015 年由 MBA 校友发
起并持续开展了数场活动，分享地点涵盖成都、上海、天津、西安、郑州、北京
等地、分享内容涉及金融、房地产、旅游、互联网、影视等不同行业。MBA 分享
会自开展以来，逐渐成为新老北大人传承与进取的交流平台，通过分享活动，让
校友们更充分地了解不同行业的资源，为校友们的职业发展和资源平台的搭建建
立了良好的基础。
三、支持教师、员工发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致力于与教职工共同发展，促进教职工的专业素质、丰富教职工生活，
全方位关爱教职工，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2015 年至今共举办了 14 场培训，共
计有 700 人左右参与了培训。2016 年人力资源部推出了“健康·魅力·卓越”为
主题的系列培训。
（一）促进专业素质提升
人才是一切企业机构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作为教育机构，光华学院也很
注重内部教师和员工的发展。为促进教职工专业素质的提升，学院为教职工提供
海外学习交流机会。
 出国交流学习
学院高度重视教师的专业素质提升，为教师们提供各种可以学习的机会，如
出国交流学习。出国交流学习可以帮助老师们拓展视野、增长见识、丰富阅历，
以便在未来的教学事业中更好地为学生服务，进行答疑解惑。
 学术休假
学术休假是美国大学教师发展的一种重要制度形式，现如今光华学院也引进
这一制度。事实证明，学术休假有利于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促进科研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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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师队伍士气，缓解教师职业倦怠。学术休假期间，教师可以学习、休养、
旅行，在各方面给自己“充电”。学术休假制度也充分体现学院对老师们的人文
关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奖
为了鼓励教师和员工在教学、科研和行政服务方面创造佳绩，推动学院健康
发展，特设立厉以宁奖，并制订本办法。厉以宁奖分教学奖、科研奖和服务奖三类。
全院每年设教学奖、科研奖各 1 名，服务奖 2 名。每名奖励人民币 1 万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优秀职员奖
为了提高行政服务团队的凝聚力、执行力，推动学院各项行政工作不断创新、
追求卓越，提高学院管理水平，特设立优秀职员奖，并制订本办法。全院每年设
优秀职员奖 0-6 名，每人奖励人民币 5000 元。
 新职员入职培训
为了使新员工更好地了解学院历史和发展现状，尽快适应和融入环境，人事
办公室每年定期举行年新员工入职培训活动，如：“商务礼仪和着装”，“班主
任工作经验分享交流会”，
“办公绘图软件 Visio 的使用技巧”，
“‘友’心沟通”，
“‘友’
效服务”，“掌握沟通技巧，提高工作效率”、“认识自己”、“把握公文写作技巧，
提升工作沟通能力”、“破解高效学习的心理密码”、“微信公众号运营经验分享”
以及“青年教师沟通交流会”。一系列的技能培训与员工沟通使职员的工作熟悉
程度和岗位工作能力大大增强，管理水平及服务水平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对问
题的处理能力也有明显改善，从而使部门及学院的工作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健康 • 魅力 • 卓越”职员系列培训
为提升光华团队整体的工作技能、形象气质，人力资源部继续策划开展一系
列内容丰富的“健康 • 魅力 • 卓越”职员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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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光华职员培训
场 次

主 题

2018年1月

【光华|职员培训二十四讲】院长讲堂——刘俏“学院发展愿景与职员专业精神

2018年5月

【光华|职员培训二十五讲】统计方法在工作中的应用

2018年5月

【光华|职员培训二十六讲】工作经验分享交流会

2018年9月

【光华|职员培训二十七讲】员工的职业精神培养与塑造

2018年10月

【光华|职员培训二十八讲】职业形象ABC

（二）丰富教职工生活
光华学院非常注重教师、员工身心健康，致力于塑造和谐的组织氛围，根据
工会社团管理办法，学院对教职工协会、俱乐部都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在学院的
支持和老师、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学院的各协会、俱乐部的活动都非常有声有色
地展开。
 瑜伽班
瑜伽班成立已有两年，成员有二十多位，分三个班。每周二定期活动，大家
兴致都很高。学院每年都会有资金支持，提供场地、柜子、器械，已经俱全。从
一开始的自发组织活动，到现在学院各方面支持，瑜伽班的成员也在不断增加。
 羽毛球俱乐部
羽毛球协会共有十五六位老师，每周一定期活动，每学期都会和学生（如
MBA 学生、EMBA 学生）进行互动比赛。
 篮球俱乐部
篮球俱乐部共有二十几位老师，每周四在海淀体育馆打球，和学生间也有互
动比赛，如和 MBA、EMBA、MPAcc 的学生都打过比赛。
 美妈俱乐部
美妈俱乐部于 2011 年上半年创建，到目前为止约有二十多位美妈成员，美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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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做一个智慧、自信的妈妈，培养一个健康快乐的孩
子，建立幸福和谐的家庭。美妈俱乐部的活动内容相当丰富：每两周通过邮件与
所有会员妈妈分享至少一条有价值的信息、每两周组织一次午餐经验交流会，在
饭桌上彼此畅谈育儿经、会请有经验的母亲或育儿专家给美妈们讲课、美妈们带
领孩子进行家庭聚会或出外郊游。学院每年都有一定金额的资助。俱乐部的美妈
成员也在不停地增加。
 合唱团
合唱团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创建时间短，但合唱团成立不久便开始参加
各种演出，如 2012 年新年联欢会、2012 年新年论坛、2012 年毕业典礼、2012 年
MBA 开学典礼等等。合唱团每周二集合训练，成员们基本不缺席，水平也在稳步
上升。合唱团会请东方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的老师前来，对大家进行声乐培训。
对于合唱团的活动，学院同样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如提供场地、购买钢琴、演出
服装等。
表 6-13 2018 年光华工会活动
时间

活动内容

2018.03.08

“巾帼风采—女性月”系列活动

2018.04.15

徒步与参观活动

2018.05.23

“喜迎百廿北大—摄影展”

2018.09.07

教师子女开学第一课“儿童防性侵知识”

2018.10.20

京郊徒步

2018.11.11

奥森光华全家乐活动

2018.11.13

集体跳绳比赛

 读书小组
2016 年初，读书小组成立，从最初的 3 人发展到现在的 20 余人。小组的主
要活动为每周一期的读书分享会，主讲人先分享一本书的精华内容和读书心得，
再组织所有参与者以这本书为起点，开展主题式自由讨论。每期分享会用时 1 小
时，并全程进行录音、录像、拍照和文字总结，共享到小组的微信群中，活动材
料不仅留存作为内部资料积累，也提供未能到场的成员收听收看。读书小组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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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为生活在喧闹、信息繁多的社会中的年轻人群，提供了一处可以静下来思考的
平台。
（三）关心教职工身心健康
 体检保健康
为关心教职工的身心健康，学院领导和工会组织教职工每年体检一次。老师
们工作紧张、脑力劳动重，且工作较为繁重。因此，加强对影响教师健康危险因
素的早期发现和干预，减少相关疾病的发生，促进教师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教
师定期健康体检充分体现了我校把对教师的关心爱护真正落到实处的管理理念，
必将极大地推动我校构建和谐校园的进程。

 为教职工庆祝生日同乐会
院工会一直坚持定期给教职工举行生日同乐会，每次的会场气氛非常温馨和
谐。寿星们点燃生日蜡烛，共同品尝美味蛋糕，许下美好心愿，和同事们畅谈工
作生活中的趣事，感受着来自大家庭的温暖。学院开展这样的活动，不仅增强了
教职工的凝聚力，更增强了教职工的归属感，大大提升了学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无烟办公环境
光华管理学院 1 号楼与 2 号楼均规定为无烟区，为师生及员工提供良好的学
习办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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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母婴室
在国家计划生育二胎政策放开后，生宝宝的教职员有所增加，为了帮助她们
顺利度过哺乳期，学院分别在 1 号楼和 2 号楼建立了“母婴室”，并配备了流动
迷你冰箱，为哺乳妈妈提供 3 个月的使用期，解决了妈妈们在工作时间如何存放
母乳的难题。这项举措得到了哺乳妈妈及同事们的点赞。
（四）关心离退休教职工
 丰富活动内容，促进和谐支部的建设
2014 年，光华离退休党支部成立，两年间多次组织党员并邀请党外人士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
支部书记王其文老师为党员同志上党课 “数字中国”，王老师用多年来积累
的大量数据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
科技发展的突出变化。
组织党员结合自己的感受，学习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
“两学一做”的精神。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支部以观看文艺演出和座谈会的形式，
在支部中开展学习和发扬红军精神的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对党员同志统一思想认识，及时消除误会与隔阂，化解矛盾，
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力地促进“和谐”党支部的建设。
 创建平台促进离退休人员的思想交流
建立离退休微信平台，老师们除了分享各自的生活常识、健康知识外，还分
享和讨论社会焦点，并结合自己的思想发表感悟，互相鼓励，互相关心。
在坚持定期返校座谈交流的同时，还根据天气季节情况组织老同志们开展各
种活动，为老同志们提供了进一步沟通的平台。外出的游览活动让老同志亲近大
自然，放松心情。
鼓励老同志参加学院教职工每周一次的合唱团活动。
坚持“多走访、多亲近、多服务、多办实事”，坚持同离退休党支部一起讨
论工作、一同走访，加强了老同志们间的沟通，增强了支部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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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离退休老师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切实维护老同志的利益
落实老同志政治待遇。学院党政领导通过与老同志保持联系的制度，坚持情
况通报，让老领导老同志们及时了解学院建设和发展改革的情况，对学院重大问
题认真征求意见。离退休支部也及时组织老同志们学习，领会精神、把握内涵。
大家表示，通过学习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为落实两学一做，
一带一路，促进社会和谐做贡献。
在生活待遇上，按时发放老同志的生活慰问金，并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逐
步提高老同志的生活待遇。努力使老同志的生活待遇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尽心竭力为老同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坚持对体弱的老师两周一个慰问电
话，为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同时在每年的体检中，根据老同志的身体特
点，设定适合他们的体检指标，并在体检过程中对行动不便的老师做到接送到家，
全程陪同。
利用麦客信息收集平台建立老同志信息库，信息包括常见病史、血糖血压、
血型、饮食偏好、紧急联系人等。该信息库的建立，可以让我们在紧急的情况下
通过手机就可以查到想要的信息，化解燃眉之急。
四、安全保护
2018 年在安全保护方面，认真落实维护安全稳定领导责任制。根据《首都高
校“十三五”时期实施“平安校园”建设提升工程的意见》要求，按照“整体规划、
分步实施、适度超前、特色鲜明”的原则，深化“六大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和
推进《北京大学二级单位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细则（试行）》的落实，着力提升
安全稳定工作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发展，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
负主要领导责任、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负直接领导责任。落实“谁主管谁负责，
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认真落实责任制，学院党政负责人每年落实了与学校领
导签订安全任务书。
2018 年 3 月，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保卫管区加强了安保力量的
布置，并协助服务部在酒店前台完成行李安检工作。四月份学院举行了春季招聘
会、
“一带一路”书院落成仪式、区块产业链活动，北京大学迎来 120 周年校庆活动，
同时学院举行“燕归来”活动，八月迎来学院本科生毕业典礼，九月份学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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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迎新晚会，十二月学院迎来新年论坛、全院大会、举行联欢会等活动，2018
年保卫管区总计接待大型活动 13 场，圆满完成 2018 年学院安全保卫工作。
2018 年 12 月学院迎接保卫部关于二级单位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评比工作，
提交了相关材料，检查结束后，我单位两名安全管理员被评为“北京大学安全管
理先进个人”称号。
学院的安全设施日益完善，不仅涉及到消防安全装置，同时还包括了对于门
禁系统的升级等，具体的安排包括：
为加强科研楼安全防范，在大门口加装门禁设备，夜间启用门禁设备，学院
教职工、酒店客人可刷卡进入。
对全院消防灭火器材进行检测维修，保障灭火器材完好有效。带领中控保卫
人员进行微型消防站火灾应急处置程序演练工作，提高专职消防人员专业技能。
五月下旬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和灭火器实操演练工作，提高全员防火安全知识、提
高灭火技能和器材使用。
根据海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建立海淀阳光厨房计划，将我单位厨
房各档口操作的视频监控画面提供在餐厅区域，用餐客人可查看到各档口操作情
况。
学院行政中心对 1、2 号楼一层、B1 层共 15 处疏散通道门进行了改造，加装
门禁设施，由消防中控室统一管控。遇紧急情况可全部打开，避免疏散逃生方面
的安全隐患。
对 1、2 号楼进行消防和电气火灾隐患检测，保障楼内消防设备设施及用电
安全。
为防范电动车火灾隐患，经行政中心领导大力支持，现已责令电动车全部停
放在室外，严禁携带电池进入楼内进行充电。中共第十九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为加强各单位安全保障工作，由学院滕飞副书记传达关于“十九大”安全工作要求，
中控室及时进行了安全工作布置，加强巡视和夜间值守人员能力，保障了会议期
间安全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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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挑战与展望
编制光华管理学院《社会责任价值报告》，是学院的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每
年的工作之一，编辑几年过来，正在步入结构和内容的规范化轨道。
每年编制这份报告，都似乎以汇集成绩信息为主。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贯彻社会责任理念、实现社会价值的进程中，还存在着许多
未尽人意的不足。
在经济社会走向全球化的今天，面对着持续加重的压力（包括国际竞争、金
融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收入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面对着复杂
的经济和社会格局，商学院更应该深刻认识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责任，
为商业价值观的提升做出积极的探索。
放眼国际社会，领先的商学院，已经都先行设计、开发和开设相当多的企业
社会责任相关教程，学者们积极将自己的相关研究成果注入到 MBA 教学之中。
最近一些年，各种媒体和 NGO 对全球商学院的企业社会责任课程、活动进行单
独排名。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教学、科研成为国际商学院发展的新趋势。中国的
商学院也理所应当对此高等重视。
在未来的发展中，光华管理学院将继续在教学科研中加强对学生价值观的教
育、引导和提升，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前沿理论的研究，进一步鼓励师生积极参
与各类社会责任工作，举办与此相关的高水平研讨和论坛。在教学、科研、文化
传承、社会服务与机构创新等方面继续努力，不断探索与提升学生的价值观教育
水平，与社会各界一道，为营造良善的市场经济和商业环境而努力。
对于编制商管学院的责任与社会价值报告，经过几年的实验，我们积累了经
验和认识，但还是存在不足和缺陷。我们诚挚地希望得到读者反馈，提出您宝贵
的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持续提升这项工作的质量。
光华管理学院
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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