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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关于举办 2021年全国MBA培养院校《战略管理》 

核心课程师资培训会的通知 

各有关院校： 

《战略管理》是 MBA 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为有效促进该领域教师教学

能力提升，并为全国 MBA 培养院校从事《战略管理》领域教学研究工作的学

者们提供一个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按照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 2021 年度工作计划，现定于 8 月 18 至 20 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

举行本年度全国 MBA 培养院校《战略管理》核心课程师资培训会。现将相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本次师资培训会议将围绕战略管理教学前沿、实践教学和教学方法展开培

训与研讨。 

会议内容有： 

（1）战略管理的价值性与思想性 

（2）战略管理的新实践与新挑战 

（3）战略管理教学方法创新 

（4）数智时代企业战略管理的创新 

会议形式包括主旨演讲、企业现场教学、教学示范、分组讨论等。 

二、会议组织 

本次会议由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上海财经

大学商学院承办。 

三、参会人员 

全国 MBA 培养院校从事战略管理及相关课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 

四、会议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 1：2021 年 8 月 18 日下午 14:00-20:00，报到地点：全季酒店上

海陆家嘴商城路店一楼签到处（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7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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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时间 2：2021 年 8 月 19 日上午 8:00-8:30，报到地点：上海财经大学

商学院浦东教学点（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90 号斯米克大厦 10

层） 

会议时间：2021 年 8 月 19 日-20 日 

会议地点：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浦东教学点（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

大道 1090 号斯米克大厦 10 层） 

五、会议日程安排（仅供参考，最终议程安排请以会议手册为准） 

日期 地点 内容 

 

 

8月 19日 

上午 

 

 

主会场 

主旨演讲：席酉民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 

主题：战略管理与中国智慧 

主旨演讲：陈威如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教授 

曾任阿里巴巴菜鸟网络首席战略官 

主题：企业数智化的战略实践及研究与教学 

主旨演讲：高凌云 

弘翌投资董事长 

主题：不确定时代的战略管理实践 

8月 19日 

下午 
现场教学 

上汽集团参访 

主题：新能源与智能化背景下上汽的战略变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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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0日 

上午 
主会场 

主题：战略管理教学设计 

1. 苏涛永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MBA中心学术主任 

2. 钟鸿钧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3. 董 静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主题：战略实践与战略教学 

形式：分组讨论汇报 

总结演讲：徐飞 

全国 MBA教指委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 

 

嘉宾简介： 

席酉民：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西安交通大学管

理学院教授。1987 年获中国大陆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学位，1993年成为中国管

理工程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其后曾多次赴加拿大、美国、新加坡、日本

等国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开展合作研究和讲学。出版著作 30 余部，在国

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300余篇，培养硕博研究生近 200名。主要从事领导与

战略、管理与决策、组织行为与政策、教育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于 1987年创立

了“和谐理论”，并将其扩展成“和谐管理理论”。曾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

奖 10余项，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

得者”、“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

誉称号，以及“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等综合性奖励。 

 

徐 飞：战略学教授，全国 MBA教指委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美国哈

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高级访问学者，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上海

市行为科学学会会长，上海市曙光学者，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

执行院长、校长助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

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

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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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管理 50人论坛”创始成员，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长，教育部 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国-

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业运行研究基地主

任。主编的《战略管理》（第 4版）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领衔的《战略管

理》课程获首届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团队。 

 

陈威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教授，曾任阿里巴巴菜鸟网络首席战略官，

美国普渡大学战略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和陪伴企业进行平台化升维及数字化

转型。在国际学术期刊 SMJ、AMJ、OS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畅销书《平台战

略》、《平台转型》、《平台化管理》，被全球管理奥斯卡之称的 Thinkers50

评选为新世代最可能塑造未来商业模式的全球管理思想领袖之一。曾荣获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教学优秀奖，欧洲 INSEAD商学院及美国普渡大学最佳教学奖。 

 

高凌云：弘翌投资董事长。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硕士，参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 MIKT 计划及宾夕

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EMBA 培训。曾任中外资银行行长、上海东方渔人码头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兼任华东政法大学客座教授及证券期货研究所副所

长、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珠海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北京

鑫诺美迪基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货币供应量和证券市

场波动相关性，行业资源整合和上市公司并购，不良资产处置的证券化探讨

等，投资方向集中于汽车新能源、金融科技、医疗健康和教育产业，已成功投

资了微众银行、中证信用、之江生物、珠海丽凡达等明星项目，投资并购了海

内外数家基因检测和早期肿瘤筛查的高新技术企业，参与了多家上市公司和房

地产项目发展战略策划。于 2016年斯坦福大学中国学者年会上发表专业论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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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会回执确认 

为保证会议筹备与服务工作的质量，请欲参加会议的代表填写回执，并于

2021 年 8 月 5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返回至会议报名邮箱（颜老师：

yan.xu@sufe.edu.cn）。邮件主题请注明“报名-战略管理师资培训-姓名”。 

七、会议费用 

（1）会议收取会务费每人 1500 元，包括资料费、组织与管理费，及部分

餐食。差旅和住宿费自理。 

（2）住宿推荐： 

全季酒店（上海陆家嘴商城路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738 号，480

元/间/晚（含早，最多提供 50 间），销售叶经理，联系电话 18321301561； 

和颐至尚（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八佰伴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450 元/间/晚（不含早，早餐加 10 元，最多提供 35 间），前台，联系电话

021-65621666。 

温馨提示： 

请参会代表根据以上信息自行预订酒店，会务组不负责本次会议酒店的预

订和取消。会议地点周边酒店较多，参会代表可自行预定其他酒店。 

（3）本次会议委托上海柯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协助办理。 

会议费收取方式：报到前银行汇款 

收款人名称：上海柯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连路支行 

帐  号：121920100010901 

发票说明：本次会议由上海柯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具内容为会务费

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提前支付会务费统一在报到时领取。 

重要提示： 

1.请务必在汇款附言中注明“姓名+院校+战略管理师资培训”，以便会务组

及时查询款项到账情况。 

2.请将包含汇款人信息的银行柜台凭单扫描件或网银转账截图，用电子邮

件附件形式发至论坛会务邮箱（潘老师：pan.yangliu@sufe.edu.cn），邮件主题

mailto:pan.yangliu@s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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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请注明“汇款-战略管理师资培训-××院校××人”，并在邮件中写明开票信息

（发票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及其他开票要求）。 

★考虑到疫情防控及企业接待能力等原因，此次会议规模将控制在 80人以内。会

务组收到参会回执并确认会务费款项到账后，将向报名人员预留的邮箱发送确认邮

件。报名成功请以收到该邮件为准。如会议席位已满，会务组将与报名人员电话联系

退款事宜。如会议前一周仍未收到任何反馈，烦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具体联系方式

请见下方。 

八、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颜老师（上财）  电话：13852616116 

潘老师（上财）  电话：19821239926  

陈老师（教指委）电话：18520224573  

 

 

 

 

 

 

 

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21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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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会回执 

请拟参会者于 8 月 5 日前发送至邮箱：yan.xu@sufe.edu.cn 

姓    名  性    别  

学校院系  

职    务  职    称  

手机号码  
微信号码（如非手

机号请填写） 
 

邮件地址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主会场附近酒店 

（需要自行预订） 

酒店名称 地  址 联系方式 价  格 

全季酒店 

（上海陆家嘴商

城路店） 

商城路

738号 

销售叶经理 

18321301561 

480元/间/晚（含

早，最多提供 50间） 

和颐至尚（上海

陆家嘴金融中心

八佰伴店） 

上海市浦

东新区商

城路 618

号 

前台联系电话

021-65621666 

450 元/间/晚（不含

早，早餐加 10 元，最

多提供 35 间）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