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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者须知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 

热烈欢迎您出席“第十一届中国战略管理学者论坛”！为使会议顺利、高效的

举行，请您认真阅读会议指南并注意以下事项： 

一、请您随身携带代表证，凭代表证参加会议。 

二、会议提供午餐和晚餐，午餐和晚餐凭会议餐卷在兰蕙餐厅用餐。 

三、12 月 15 日上午和 16 日上午的会议在京师学堂一层京师厅召开，12 月

15 日下午的分论坛研讨会在京师学堂第一会议室（地下一层）、第三会议室（地

下一层）、第七会议室（三层）

四、请大家在与会期间注意人身安全并妥善保管自己的财物。 

召开。相关会场有指示标志，也有工作人员引导。 

五、有任何疑问或需要，请您联系会务组工作人员。 

联系人：周江华 13718590067；焦豪 13611226355 

会议专用邮箱：bsoffice@bnu.edu.cn 

祝您在京期间舒心顺意！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第十一届中国战略管理学者论坛会务组 

2018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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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战略管理专业委员会2018年年会 

第十一届战略管理学者论坛议程 

（2018年12月14日—16日） 

时间与内容 主持人 地点 

12 月 14 日下午 
与会学者报到注册（14:00-19:00）  

京师学堂 
南门大厅 

执行委员会会议  （17:00-18:00） 张平淡 后主楼1610 

12 月 15 日

上午 

 论坛开幕式与主题演讲 

京师学堂 
一楼报告厅 

9:00-9:30 

大会致辞 

张国有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会长  

张平淡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范黎波 
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国际

商学院 

9:30-9:50 
战略管理学的中国情境和最佳实践 

嘉宾：武常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武亚军 
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 
9:50-10:10 

中国技术创新 40 年：战略演绎 

嘉宾：雷家骕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0:10-10:30 
关于公司治理去形式化问题的思考 

嘉宾：高明华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10:30-10:50 照相（京师广场）及茶歇 

10:50-11:10 
努力做负责任的管理学研究：以三项研究为例 

嘉宾：贾良定  南京大学商学院 
焦 豪 
北京师范大

学经济与工

商管理学院 

11:10-11:30 
基于创业竞赛与实践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战略思考 

嘉宾：杨建君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11:30-11:50 
公司创业投资对创新发展的影响 

嘉宾：周小虎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2:00-13:30  自助午餐 兰惠餐厅 

12 月 15 日 

下午 
14:00-17:40 

平行论坛 1：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企业战略管理成功经验与模式总结 
京师学堂 

第一会议室 

平行论坛 2：新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与发展道路探索 
京师学堂 

第三会议室 

平行论坛 3：VUCA 背景下中国企业战略实践与理论新趋势 
京师学堂 

第七会议室 

18:00-19:30  自助晚餐 兰惠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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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内容 主持人 地点 

12 月 16 日

上午 

 主题演讲、期刊主编论坛及总结  

京师学堂 
一楼报告厅 

9:00-9:20 
战略管理的新框架 

嘉宾：陈 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东红 
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 
9:20-9:40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reverse innovation 
transfer: From a signaling perspective 

嘉宾：王永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9:40-10:00 
新时代国企改革如何再出发 

嘉宾：戚聿东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10:00-10:15 茶 歇  

10:15-11:45 

期刊主编论坛： 

 《管理世界》       尚增健  副总编辑 

 《中国工业经济》   张其仔  副主编 

 《经济管理》       周文斌  副主编 

 《南开管理评论》   王学秀  主任 

 《外国经济与管理》 宋澄宇  主任 

黄速建 
北京师范大

学经济与工

商管学院、

中国企业管

理研究会  

11:45-12:15 

大会总结发言： 
武常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范黎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张平淡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平行论坛总结发言： 
韵  江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吴晓云   南开大学商学院 

吴剑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苏中锋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周江华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周  轩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 

下届承办方代表发言： 
曾楚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12:15-13:30  自助午餐 兰惠餐厅 

 

 



4 
 

平行论坛1：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战略管理成功经验与模式总结 

第一阶段  14:00—15:40 

主持人： 

韵  江  东北财经大学 

评议人： 

吴金希    清华大学 

张  帏    清华大学 

黄  旭    西南财经大学 

Mixed Ownership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武常岐  张斌  北京大学 

高管团队创造力研究：一个多视角的探索与整合 

韵江  张娜娜  彭旭  东北财经大学 

互补性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生态系统的重塑：隆基公司如何通过公司创业行动引发

光伏产业的巨变？ 

张帏  高雨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双元冲突视角下的高管职能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基于IPO模型 

刘鑫 李小玉 薛有志  河北工业大学、中国民航大学、南开大学 

创新逆驱战略转型的人力资本资源“视线”研究——以天津中小制造业企业为例 

田立法  天津商业大学 

 

第二阶段  16:00—17:40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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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云   南开大学 

评议人： 

李志刚  中国海洋大学 

杨  林  南京财经大学 

谢佩洪  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管理层语调会影响慈善捐赠吗？——基于公司年报文本内容分析的研究 

范黎波 尚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有意义的创新：打造世界级创新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新思维 

陈劲 曲冠楠 王璐瑶      清华大学 

“双驱动”创新战略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价值网络为调节效应 

吴晓云 杨冠华   南开大学 

创业型企业市场进入模式研究：基于独角兽企业的多案例分析 

段茹  李华晶    北京林业大学 

被隐藏的污染：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政治关联与“政治庇护”——基于地方官员更替

的“准自然实验” 

尹建华  弓丽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平行论坛2：新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与发展道路探索 

第一阶段  14:00—15:40 

主持人： 

吴剑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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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人： 

郭  海  中国人民大学 

吴小节  广东工业大学 

张洁梅  河南大学 

企业愿意为“善举”买单吗？目标方企业社会责任对跨国并购溢价的影响研究 

吴剑峰 乔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战略视角下的商业模式研究：一个理论框架 

郭海 沈睿 李永慧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 

能力差异、网络杠杆与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共同演化 

吴义爽 安徽大学 

大数据时代下企业社会责任探讨 

温兵    江西财经大学 

管理者能力：一个断裂带视角的实证解释 

谢庆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第二阶段  16:00—17:40 

主持人： 

苏中锋   西安交通大学 

评议人： 

杨震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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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大嘉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孙忠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从“外来者” 到局内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文化摩擦 

李德辉 范黎波 杨震宁 李东红   西南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清华

大学 

管理解释对制造服务化资源编排过程的影响机制  

瞿庆云 李靖华 刘树龙   浙江工商大学 

新时代背景下战略管理本土模式研究 

仇学琴 梁坚 程云龙     云南大学 

房价上涨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 

刘馨泽  程熙鎔   北京工商大学 

不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下城镇化与物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 

刘浩华  陈秀玲  王雪峰   江西财经大学 

 

平行论坛3：VUCA背景下中国企业战略实践与理论新趋势 

第一阶段  14:00—15:40 

主持人： 

周江华  北京师范大学 

评议人： 

赵  晶   中国人民大学 

戴维奇   浙江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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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贵   安徽财经大学 

战略变革中的错误是福还是祸？—基于金蝶转型中错误整合机制的单案例研究 

韵江 暴莹 陈丽   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师范大学 

私营企业家身份与创业导向——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戴维奇 黄婷婷    浙江财经大学 

 “健康中国”背景下药品供应链战略耦合机理研究 

张秀萍   王利艳    中央民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创新驱动还是市场驱动？——技术创新与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黄丽英  何乐融    福州大学、纽约州立大学 

IT能力、信息共享与中小企业网络融资 

陈加奎 徐宁 齐鲁工业大学 

 

第二阶段  16:00—17:40 

主持人： 

周  轩    南开大学 

评议人： 

吴少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张敬伟   燕山大学 

李鸿磊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行胜于言？匹配生命周期的企业语言战略研究 

张三保  曹锐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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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与新媒体崛起背景下企业协同演化过程与战略转型研究 

张腾  何旭  朱晓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齐鲁工业大学 

资源解构视角的共享经济分析——交易价值、交易成本与模式选择 

李文莲  王粲    青岛理工大学 

P2P网贷平台与监管机构的动态演化博弈分析 

刘浩华  孔令凯  江西财经大学 

企业跨界研究述评与展望 

刘素 范明月   山东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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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BNUBusinessSchool）是在中国师范类大学中成立

最早的经管学院之一。其前身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始建于 1979年 9月，由著名

经济学家陶大镛先生担任第一届系主任。1985年更名为经济系，1996年 6月组建为经济学

院，2004年 3月更名为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依托北京师范大学百余年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以“经邦济世、

励商弘文”为使命，致力于创办将经管教育、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有机结合的办学模式，在

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国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科的重要人才培养和科

学研究基地。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布的一级学科评估（第四轮）结果，

我院的理论经济学获评 A-，并列全国第五位。2016年，学院顺利通过 EQUIS国际认证，标

志着学院的教育质量和国际化办学水平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为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学院有比较齐全、层次合理的学科结构。现设经济系、国际经济与贸易系、金融系、会

计系、战略管理系、市场营销系、人力资源管理系等 7个系；有经济学（实验班）、金融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瀚德实验班）、会计和国际商务管理（实验班）等 5个本科专业；主要有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三个一级学科，涵盖了 11个二级学科和学术硕士授权

点，包括 MBA 在内的 2个专业硕士授权点，8个博士授权点，1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国家

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个北京市重点学科，1个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此外，还有 10余个研究院、所、中心，校级实验教学中心 1个，与法国合建的 BNU-GATE

实验经济学等实验室 6个。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83 人，其中 25人获国外博士学位。目前学院有 2名“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1名“长江学者”青年学者，1名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名国家百千万工程

人才，1名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8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4名北京市级高等

学校教学名师。学院还聘任了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JamesHeckman、ChristopherA. Pissarides、AmartyaSen在内的 30多位国内外著名学者作

为兼职教授或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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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学院的科研产出质量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近五年来，学院教师共

承担了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 12项，有 40多项科研成果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奖项，

并有 3项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同时，学院教师还积极参与了国家大政方针

的制定，对中国的就业、收入分配、贫困、教育、金融、贸易、公司治理等领域的改革发展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学院以“拓宽基础、加强融合、尊重个性、追求卓越”为人才培养理念，致力于培养具

有良好的人文与科学素养、宽厚的专业基础、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勇于实践的高素质创新创业

的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学院有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现有全日制学生 2300

余人，占全校在校生总数的 10%，其中本科生 900余人，学术型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300余人，

MBA 学生 900 余人，留学生 200余人。学院同时还提供双学位、“世界经济与中国”全英文

硕士、高管培训和继续教育项目。学院是教育部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同时也是

在师范院校中创办 MBA 教育项目的首批高校。学院重视学生的科研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全面实行“励弘计划”—本科生科研导师制和新生导师制。学院重视学生的国际化经历，已

与 40余所国外著名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超过 40%的学生有机会前往这些大学进行交

换学习或游学。 

学院有长期海外经历的教师比例超过 75%。形成了数个稳定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如中

法 BNU-GATE、中匈 SEBA-CERSHAS、中美 CapitalBusinessForum、中澳 Forum等），有 2个

全英文项目（全英文硕士项目“世界经济与中国（WorldEconomyandChina）”和本科生瀚德

（Maxdo）实验班项目）。每年定期举办国际暑期学校，承办金砖五国校长论坛的经济分论

坛，是“金砖国家大学联盟”经管小组的秘书处单位。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以“经邦济世、励商弘文”为使命，以“多元、包容、创新、责任”

为价值观，正在向着具有人文底蕴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流经管学院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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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地点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