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神经管理与神经工程研究会
第二届学术年会邀请函（D 轮）

一、会议主题范围
神经管理学是运用神经科学理论、方法与技术手段探索管理学的问题及其内
在机制，发现新的管理规律，提出新的管理理论的新兴交叉学科体系。经过十多
年来的发展，神经管理学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对现代管理学及
其它各学科的发展正在产生广泛的影响。
2015 年 12 月 13 日，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神经管理与神经工程研究会
在浙江大学组建。2016 年 5 月在浙江宁波召开了第一届学术年会，来自全国近
50 所高校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年会由广东工业大学管理
学院承办，将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至 7 月 16 日在广州举行。会议将围绕“神经
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及应用”主题展开学术研讨，探讨神经管理学的前沿发展趋
势、神经管理学对现代管理学发展的影响、神经管理学的研究发展规律以及我国
在上述研究中的发展意义与发展思路，把握神经管理学与相关学科的研究边界及
其交叉融合、神经管理学的理论架构与发展方向、神经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
范式，交流神经管理学在各领域和国家重大战略中的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促进
神经管理学在我国的研究发展与应用创新。
本次年会将设立“神经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及应用”大会高峰论坛和各专业
领域的学术交流分论坛，并召开本研究会的理事会。为了帮助在校研究生、青年
教师和各位会员更好地掌握针对神经管理学研究的脑电测试分析技术，本次年会
还将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至 7 月 14 日举办为期 3 天的“神经管理学脑电技术培
训班”。欢迎从事神经管理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研究或关注上述研究发展的各界人
士参加本次年会！
本次年会的征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范围：
 神经管理学的发展趋势与发展规律；
 神经管理学对现代管理学发展影响；
 神经管理学的理论架构与基础体系；
 神经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式；
 神经行为与决策、神经信息系统学；
 神经工效学、神经工程理论及应用；
 基于神经管理学的人工智能新发展；
 神经管理学与人文、艺术交叉研究；
 神经管理学与其它各学科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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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7 年 7 月 15 日—7 月 16 日，7 月 15 日晚上召开理事会。
会议地点：广东·广州·燕岭大厦（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29 号）
注册时间和地点：2017 年 7 月 14 日，14:00-22:00，燕岭大厦 1 楼大厅
7 月 15 日，8:00-8:30，燕岭大厦燕翔厅外
会议承办单位：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三、会场议程安排
（1）主会场：大会开幕式、主题报告（欧亚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马庆国
教授、北京大学周晓林教授、深圳大学罗跃嘉教授和吴健辉教授、复旦大学戴伟
辉教授、宁波大学范柏乃教授和金佳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崔学刚教授和封春亮
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孟亮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滕飞副教授、中山大学罗思阳
副研究员等本领域知名学者将做主题报告。详见附录 1）
（2）分会场：各专业领域的学术交流分论坛（详见附录 2）。
四、会务事项安排
（1）会议征文：征集学术交流论文题目和摘要，请填写“第二届学术年会
报名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之前将电子版本发送至 neuro2017@sina.com。
（2）会议资料：将提供大会程序手册及交流论文题目与摘要的纸制文件。
（3）会议注册费：
2017 年 7 月 7 日及之前缴费：在校学生 500 元/人，其他人员 800 元/人；
2017 年 7 月 8 日之后缴费：在校学生 600 元/人，其他人员 1000 元/人；
参会代表来广州的交通及住宿费自理。
（4）缴费方式：
①转账汇款
账号名称：广东工业大学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三支行
账号：3602028909000196985
②会议现场缴费
由于发票开具工作需要时间上的提前量，所以建议采用转账汇款方式。并请
在汇款备注栏标明“汇款人+Neuro2017”，示例：“张三+Neuro2017”。汇款凭
证请扫描或拍照后发到会议专用邮箱 neuro2017@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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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付辉建老师
E-mail：neuro2017@sina.com
联系电话：1380254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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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会议日程
7 月 15 日（星期六）
大会开幕式

地点：燕岭大厦燕翔厅

主持人: 莫赞教授（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8:30—9:00

1． 会议承办方致辞：陈为民副校长（广东工业大学）
张德鹏院长（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9:00—9:30

2．会议主办方致辞：戴伟辉教授（复旦大学）
合影、茶歇

9:30—11:30

大会报告：第一场
主持人：汪蕾教授

9:30—10:10

地点：燕岭大厦燕翔厅

大会报告 1 神经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及应用
报告人：马庆国教授（浙江大学）

10:10—10:50

大会报告 2 情绪与决策的神经基础
报告人：罗跃嘉教授（深圳大学）

10:50—11:30

大会报告 3 神经科学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
——以欺骗行为研究为例
报告人：范柏乃教授（宁波大学）

11:30—13:00

午餐

地点：待定

13:30—15:00

大会报告：第二场
主持人：范柏乃教授

13:30—14:00

地点：燕岭大厦燕翔厅

大会报告 4 神经管理学的学科发展与研究范式
报告人：戴伟辉教授（复旦大学）

14:00—14:30

大会报告 5 内疚与不公平厌恶
报告人：周晓林教授（北京大学）

14:30—15:00

大会报告 6 神经会计学研究范式与研究质量评价
——兼论神经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与包容性
报告人：崔学刚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15:00—15:15
15:15—16:45

茶歇
大会报告：第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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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崔学刚教授
15:15—15:45

地点：燕岭大厦燕翔厅

大会报告 7 奢侈品消费的神经机制——基于态度功能理论
报告人：金佳副教授（宁波大学）

15:45—16:15

大会报告 8 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影响的神经药理机制
报告人：封春亮博士（北京师范大学）

16:15—16:45

大会报告 9Influence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on Social Norm Violations
报告人：罗思阳副研究员（中山大学）

17:30—19:00
19:00—20:30

晚餐

地点：待定

研究会理事会议

地点：燕逸二号厅

7 月 16 日（星期日）
8:30—10:00

大会报告：第四场
主持人：戴伟辉教授

8:30—9:00

地点：燕岭大厦燕翔厅

大会报告 10 急性应激反应的预测
报告人：吴健辉教授（深圳大学）

9:00—9:30

大会报告 11Cultivating Intrinsic Motivation through Social Comparison: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报告人：孟亮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
9:30—10:00

大会报告 12 金钱与物质主义对决策的影响
报告人：滕飞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

10:00—10:15

茶歇
分组报告

10:15—11:30

11:35—12:00

12:00—13:00

A 组（分组报告）

地点：燕逸 A 厅

C 组（分组报告）

地点：燕逸二号厅

地点：燕逸 B 厅

B 组（分组报告）

大会闭幕式

地点：燕岭大厦燕翔厅

午餐

地点：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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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分组报告安排
2017 年 7 月 16 日星期日

时间：10:15－11:30

A组
地点：
燕逸 A 厅

10:15—10:30

王求真

浙江大学

10:30—10:45

叶许红

浙江工业大学

主持人：孟亮副教授
浅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体会
移动商务情境下产品图片呈现信息对用户决策
的影响研究

10:45—11:00

黄玉晶

浙江理工大学

11:00—11:15

李心雨

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微信平台的社会信息传播行为研究
技术范式转换下工程经验知识迁移的眼动实验
研究

11:15—11:30

NeuroIS 神经信息系统研究综述——基于神经影
费梦琪

浙江大学
像工具

2017 年 7 月 16 日星期日

时间：10:15－11:30
10:15—10:30

胥正川

B组
地点：
燕逸 B 厅

主持人：罗思阳副研究员
基于 fMRI 方法的自控力和道德感在信息安全违

复旦大学
规行为中的作用研究

10:30—10:45

上海对外经贸大
戴永辉

基于情景感知的餐饮智慧服务构建研究
学

10:45—11:00

李敏

上海大学

11:00—11:15

淡梦晗

宁波大学

基于神经管理学视角的创客思维研究
基于决策神经科学的 p2p 网络借贷羊群效应研
究

11:15—11:30

产品丑闻对国家印象的溢出效应——来自 ERP
李晨

宁波大学
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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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16 日星期日

时间：10:15－11:30

10:15—10:30

孙庆洲

10:30—10:45

文学

C组
地点：
燕逸二号厅

主持人：封春亮博士
Emotional Dominance or Cognitive Dominance?
The Effect of Social Distance on the Biases of

浙江工业大学

Probability Evaluations

社会比较的神经机制—基于 fMRI 距离效应范式
广东工业大学
的研究

10:45—11:00

Is Your Brain Green? An ERP based study of

北京航空航天大

consumers’ choice over recycling services

白桦
学

11:00—11:15
11:15—11:30

张茜蓉

浙江大学

对国产产品的偏见存在吗？来自 ERP 的证据

林静远

华侨大学

内隐联想测验：神经营销学研究的一种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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