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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辞

进入 21世纪以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为传统经济与社会

管理模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中国和印度等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

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且引发全球供应链的大规模重组。为

了有效应对技术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全新挑战，中国经济管理学界迫切

需要将最前沿的国际经济管理理念与中国独特管理情境下运营管理实践

相结合，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实现亚太经济的共同繁荣和持续发展。

基于此愿景，国际生产与运营管理学会（POMS）和中国优选法统筹

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以下简称中国双法研究会）联合发起成立“POMS

中国暑期学校”。双方携手合作，共同培养未来引领全球运营管理前沿领

域的优秀学者和商业领袖。作为国际生产与运营管理学会（POMS）在全

球范围内创立的第一所暑期学校——POMS中国暑期学校，矢志于培养未

来中国经济管理学界优秀人才的“黄埔军校”！

尖山星海，风华正茂。七秩峥嵘，薪火相传。2022年 10月 15日，

东北财经大学将迎来 70周年华诞。值此之际，暮夏初秋，碧海蓝天。聆

听世界的声音，感受思想的碰撞，将希望播种心田，让心灵溢满知识的馨

香，让这个美丽的夏季结满智慧的果实。

——我们共同期待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POMS中国暑期学校指委会

Sushil Gupta、Nagesh Murthy、Gyula Vastag、王维国、池宏、刘德海

2022 年 9 月 10 日 于大连

指委会致辞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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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of Steering Committee
Since the entry to 21st Century, the Internet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has
brought profound changes to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Asia-pacific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India have become the
fastest growing of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and have triggered a massiv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new
challenges of technological informatiz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Chinese productio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cademic circle urgently needs
to combine the most cutting-edge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theories with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practical experience
under the unique management situation in China, to achiev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y through openness, innovation,
inclusiveness and reciprocity.

Based on this vision,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ciety
(POMS) and the Chinese Society of Optimization, Overall Planning and
Economic Mathematics (SCOPE) jointly initi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The two sides will work hand in hand to
cultivate Chinese outstanding scholars and business leaders who will lead the
global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frontier in the future.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has been called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which
cultivates outstanding talents in China’s futur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cademic circle.

Jianshan Mountain and Xinghai Bay are in their prime. 70th anniversary,
passing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will celebrate its 70th anniversary on Oct 15, 2022. On this
occasion, late summer in Dalian, the most beautiful September in the world.
Listen to the sound of the world, feel the collision of ideas, sowing hope into
the heart, so that the heart will full of the fragrance of knowledge, let this
beautiful summer laden with the fruits of wisdom.

-----we look forward to: Facing the sea with spring blossoms!

Sushil Gupta, Nagesh Murthy, Gyula Vastag, Weiguo Wang, Hong Chi, Dehai Liu

September 10st, 2022 Dalian

Speech of Steering Committee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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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东北财经大学建校 70 周年

2022 年 POMS 中国暑期学校招生简章

主办单位：

国际生产与运营管理学会（POMS）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

承办单位：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双法”研究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

东北财经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辽宁省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与学术交流中心

教育部“大数据背景下的经济政策与运行”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111 计划)基地

教育部“交通系统科学与工程”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111 计划)基地

时间：2022年 9月 26日（星期一）至 9月 30日（星期五）

线上：腾讯会议：382-4571-7796 ZOOM会议号：87427911970 (密码: 123456)

尖山星海，风华正茂。七秩峥嵘，薪火相传。2022年 10月 15日，东北财经大学

将迎来 70周年华诞。回首 70年栉风沐雨光辉历程，展望新时代壮美盛世华章。值此

东北财经大学 70周年校庆之际，2022年 POMS中国暑期学校由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研究生院、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和中国“双法”研究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

联合承办。2022年 POMS中国暑期学校主题“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新业态与新范

式”，旨在为中国高校从事行为数据科学、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政府、灾害管

理、智慧城市管理、电子政务、产业研究与公共政策、技术管理等相关领域的广大师

生，介绍数字时代下生产运营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最新前沿进展和实践需求。

首届 POMS中国暑期学校围绕着主题 “大数据时代下生产与运营管理变革”，于

2019年 6月 16日至 22 日在东北财经大学成功举行。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举办的

POMS国际会议/研讨会/暑期学校等各种活动中，2019年 POMS中国暑期学校被评为

排名第一的杰出国际学术活动。

国际生产与运营管理学会（POMS）是一个代表着来自世界各国生产运作管理领

域专家学者的国际性学术组织，学会网址 http://www.poms.org/。学会的宗旨是拓展和

招生简章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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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有助于生产运作管理的理解和实践的领域知识；面向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教育

工作者、学生、社会公众、企事业经营者、国家和当地政府传播生产运作管理的信息；

促进生产运作管理提升绩效，世界范围内为制造和服务业组织提供培训。POMS中国

暑期学校是国际生产与运营管理学会（POMS）在全球范围内创办的第一所暑期教育

学校，将为 POMS在其它国家开展类似教育活动提供宝贵的经验。

中国“双法”研究会是由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发起，联系我国从事优选法、统

筹法、经济数学、管理科学等学科研究、应用与教育的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

推动我国管理科学与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高等教育管理分会自从 1994年 5月 18日
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以来（http://www.scopehe.com/），由我国高等教育界有关社会

组织、机构及教育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从事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全国性、

学术性、非营利社会团体。分会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的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服务。

国际生产与运营管理学会（POMS）与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携手

合作，依托国内外管理界学术组织的优势，将在东北财经大学（中国大连）长期举办

POMS中国暑期学校。作为国际生产与运营管理学会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的首家暑期学

校，POM中国暑期学校以培养未来引领全球运营管理和公共管理前沿领域的优秀学

者和商业/政界领袖为使命，积极推动运营管理和公共管理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发展。

一、暑期学校办学宗旨

POMS 中国暑期学校长期坚持服务社会的公益性质。国际生产与运营管理学会

（POMS）和中国“双法”研究会充分利用其在国际和国内管理学的学科优势、师资

团队以及广泛的国际学术资源，举办以运营管理和社会治理为主的暑期学校，让全国

年轻学者和优秀研究生有机会了解和把握现代运营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学术发展动态

和最新研究成果，拓宽国际学术视野和提高创新研究能力，将国际最前沿的运营管理

和社会治理理论与中国丰富的管理实践结合起来。

二、暑期学校指导委员会和常设办公机构

POMS 中国暑期学校指导委员会六位成员分别来自国际生产与运营管理学会

（POMS）、中国“双法”研究会和承办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Dr. Sushil Gupta, Professor,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Miami, Florida, POMS
Executive Director, Program director of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USA.

Dr. Nagesh Murthy,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Oregon, POMS Associate
Executive Director for Global Initiatives and Outreach, USA.

Dr. Gyula Vastag, Professor, Széchenyi University, POMS Vice President Education.,
POMS Vice President Education, Gyor, Hungary.

王维国 博士（Dr. Weiguo Wang), 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大连，中国.
池 宏 博士（Dr. Hong Chi），中国“双法”研究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长，北京，中国.
刘德海 博士（Dr. Dehai Liu）,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双法”研究会

高等教育管理分会第五届理事长，大连，中国.

招生简章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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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S中国暑期学校办公室为常设办公机构，负责暑期学校日常运营管理工作。暑

期学校办公室地点：东北财经大学师学斋 105工作室（邮编：116025）

三、教师队伍

本期暑期学校聘请 POMS创始人之一、POMS执委会主席/副主席、POM期刊执

行主编、编委以及海外一批在运作管理和数字治理领域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国际知名

学者担任主讲教师，讲授基础课程理论及其前沿发展。所有课程以英语或中文授课。

目前已接受邀请并将前来授课的海内外学者如下（中文以姓氏拼音为序）：

Sushil Gupta（POMS执委会主席）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USA

Nagesh Murthy（POMS执委会副主席） University of Oregon, USA

Subodha Kumar（POM执行主编） Temple University, USA

Weiguo Fan（ISJ、JAIS、IM副主编） University of Iowa, USA

Jun Zhuang（DA、IISE, NRL 副主编）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USA

樊 博（上海交通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执行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

葛冬冬（上海财经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杰青） 上海财经大学

洪 流（MS、OR副主编） 复旦大学

胡祥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浙江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刘登攀（POM编委） 清华大学

孙会君（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北京交通大学

翁 翕（国家自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北京大学

吴俊杰（哈尔滨工业大学经管学院特聘院长，杰青）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新雨（国家自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

周忠良（西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西安交通大学

朱旭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杰青） 清华大学

四、学员待遇

POMS中国暑期学校坚持服务社会的公益性质，免收学员报名费。由于疫情原因，

本届暑期学校全部活动线上进行。

招生简章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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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报名录取并完成学业的学员获得由国际生产与运营管理学会（POMS）和中

国统筹法优选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共同颁发，POMS执委会主席、POM执行主编和

中国双法研究会理事长等共同签名的 2022年 POMS中国暑期学校的结业证书。

五、招生规模

2022年中国暑期学校全球范围内面向海内外高校招收正式学员 200人，按照报名

先后择优录取（报名表见第 29页，填好后发送到中国“双法”研究会高教管理分会

办公室邮箱 scopehe@163.com），截止 2022年 9月 25日。暑期学校重点招收海内

外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管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二年级以上硕士生、博士生和青年教师，

要求学员具有良好的英文水平和扎实的运筹学基础。其中，已经在国际主流管理学期

刊发表论文的作者、参评优秀论文的作者，将优先予以录用。同时，录取指标将面向

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高校的师生适当予以倾斜。

六、暑期学校优秀论文评选

暑期学校组织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征文选题和格式要符合 POM期刊投稿要求，

具体参见 http://www.poms.org/journal/。参评优秀论文的作者需要报名参加暑期学校并

被录用后，在 9月 25日前将论文发送到高教管理分会办公室邮箱 scopehe@163.com。

经过分组论文报告和优秀论文专家现场点评后，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者将在闭幕式上

宣布获奖名单并邮寄获奖证书。

七、全国高校人才招聘会（经济管理领域）

POMS中国暑期学校将于 9月 30日下午举办全国高校人才招聘会（经济管理领

域），招聘单位免费报名，并且自理全部费用。请有意参加人才招聘活动的单位联系

人，于 9月 25日前将报名意向和招聘 PPT发送到高教管理分会办公室邮箱

scopehe@163.com，以便安排宣讲活动。

八、报名时间和集体活动

2022年 POMS中国暑期学校网站已经开通，报名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25 日。

组办方将于 9月 25日在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双法高等教育管理分会网

站上同时公布录取名单，并发出正式录取通知书。2022级暑期班入学后将组建班委会，

课间时间和周末组织大家开展各种学术交流和文化活动。

POMS中国暑期学校网址：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链接 https://spa.dufe.edu.cn/content_67648.html

中国双法研究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链接 http://www.scopehe.com/page44

联系方式：

范帅邦（东财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电话：13322270788

赵 宁（双法高教管理分会秘书） 电话：15542342203

E-mail：scopehe@163.com

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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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Economics

2022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Enrollment Guide
Sponsor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ciety

 Chinese Society of Optimization, Overall Planning and EconomicMathematics

Organizers：

 School of Public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igher-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Branch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he graduate school,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iaoning Innovation and Academic Exchange Center for Graduate Student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economic policy and 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the Discipline Innovation

Introduction Program (111 Program) bas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ransportation Syste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he Discipline Innovation Introduction Program

(111 Program) bas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ime: September 26-30, 2022

Online: Tencent Conference: 382-4571-7796 ZOOM: 87427911970 (password: 123456)

Jianshan Mountain and Xinghai Bay are in their prime. 70th anniversary, passing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will celebrate its 70th anniversary on Oct 15,

2022. On this occasion, the 2022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i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Graduate School, the Department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DUFE,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Branch of Chinese Society of

"Double Method". The topic of 2022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is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Governance: New Business Forms and New Research Paradigms", aimed at China's universities

engaged in behavior data science,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disaster

management, wisdom city management, e-government, industry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technology

Enrollment Guide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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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and other related areas of the vast number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introduct the latest

cutting-edge progress of production operations management and the practical demand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ge.

The 2019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with the topic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Change in Big-data Era” was held at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on

June 16-22, 2019. The 2019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was ranked as the number one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vent in all of activities of POM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ciety (POMS) is an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s of POM professiona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society’s

website is http://www.poms.org/. The purposes of the Society are: to extend and integrate knowledge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improved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n POM to managers, scientists, educators, students,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POM and its teaching in public and privat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organiz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Chinese Society of Optimization, Overall Planning and Economic Mathematics (SCOPE) is

initiated by the famous mathematician Loo-Keng Hua. It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workers who engaged in the optimization, overall planning,

economic mathemat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etc.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on May 18, 1994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 The society’s website is http://www.scopehe.com/, the 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Branch is a national, academic and non-profit social organization, which is

voluntarily formed by relevant social organizations, institutions and educators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engag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Branch implements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that higher

education serves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regards “strengthen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people”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strives to run a good education, and serves to

build a strong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POMS and SCOPE rely on the advantag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anagement academic

organizations to join hands to hold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in Dalian, China for a long time. As

the first summer school established by the POMS at the global level,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takes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scholars and business leaders who will lead the forefront of

global operation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and a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and eve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nrollment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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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urposes

POMS and SCOPE make full use of their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discipline advantages, teacher teams

and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sources to co-sponsor the 2019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focusing o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The purposes of Summer School are: to make more

students and young scholar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and acquire latest academic

development trends and leading-edge researches of POM; to broade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horizons

and enhance innovation ability of students and young scholars in China.

2. Steering Committee and Permanent Office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f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comes from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Society (POMS), SCOPE and the organizer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r. Sushil Gupta, Professor,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Miami, Florida, USA, POMS Executive
Director, Program director of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Dr. Nagesh Murthy,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Oregon, POMS Associate Executive
Director for Global Initiatives and Outreach;

Dr. Gyula Vastag, Professor, Széchenyi University, Gyor, Hungary, POMS Vice President Education;

Dr.Weiguo Wang, Vice-president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City, China;

Dr. Hong Chi, Professor,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ity, China, Director of council of SCOPE;

Dr. Dehai Liu, Dean 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rector of council of the Higher-education Management Branch of SCOPE. Dalian, China.

The office of POMS Summer School is a permanent institute,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ail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ummer education school. The Summer School Office is located at: Room

105, Shixue Buildi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ostcode: 116025).

3. Teachers and Lecturers

It is great honors that the Summer School has invited the members of POMS, the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of POM journal and a group of renowned overseas scholars with rich teaching experience as

teachers and lecturers. They should teach the foundation courses and cutting-edge developments of

POM. All courses are taught in English or Chinese.

The following is a list of scholars who have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In alphabetical order of Chinese

family name).

Enrollment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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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hil Gupta (Executive Director, POMS)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USA

Nagesh Murthy (Associate Executive Director, POMS) University of Oregon, USA

Subodha Kumar (Duty Editor, POM) Temple University, USA

Weiguo Fan (Assiciate Editor, ISJ, JAIS, IM) University of Iowa, USA

Jun Zhuang (Associate Editor, DA、IISE, NRL)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USA

Bo Fan (Dean,Schoo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tong Unversity, China

Dongdong Ge (Dean, Institute of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ce and
Economics, China

Liu Jeff Hong (Associate Editor, MS, OR) Fudan University, China

Xiangpei Hu (Distinghed Yongth item of NSFC) Zhejiang University/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Dengpan Liu (Senior Editor, POM)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Huijun Sun (Excellent Youth item of NSFC)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Xi Weng (Distinghed Yongth item of NSFC) Beijing University, China

Junjie Wu (De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ina

Xinyu Zhang (Distinghed Yongth item of NSFC)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Zhongliang Zhou (De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 '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Xufeng Zhu (De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4. Trainees Accommodation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adheres to the public welfare nature of serving the society, free of

enrollment fee. Due to the epidemic, all the summer school activities are conducted online. Students

who have formally enrolled and completed their studies will receive the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of

2022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jointly issued by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ciety (POMS) and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Optimal Selection and Economic Mathematics of Unified

Planning Method, and sign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POMS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Executive editor

of POM and the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Double Law methods”.

5. Enrollment Scale

The 2022 Summer School will recruit 200 students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who will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ir priority (the Application Form in page 29) by the expiration

data of September 25.

Enrollment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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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cially, we welcome the second-year or above postgraduate students, doctoral students and young

teachers in management, economics, finance and other disciplines from Chinese and oversea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rainees should have a good level of English and the appropriate

foundation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Among them, the students who have published their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management journal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evaluation of excellent papers will

be given priority to be recruited, and the Summer School will take car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e from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and Northeast China.

6. Summer School Excellent Papers
The Summer School will organize the selection of excellent papers. The topics and format should be met

the POM journal submission requirements, which can be seen http://www.poms.org/journal/. To

participate in the selection of excellent papers, the authors need to register for the summer school and be

accepted, and then send the paper to the school office email scopehe@163.com before September 25.

After the parallel session’s report and the expert comment on the spot, the winners of the Excellent

Paper Award will be announced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and their certificates will be mailed..

7. Talent Recruitment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30, the Summer School will hold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talent recruitment

activity in the field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recruitment unit will register for free. In addition,

the contact person who is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talent recruitment activities should pay all

his/her own expenses, and send the pplication intention and recruitment PPT to the office email

scopehe@163.com before September 25, so as to arrange the promotion activities.

8. Registration Time and Collective Activity

The website of 2022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has been opened, and the deadline for registration

is September 25, 2022. The organizers will announce the admission list and issue an official acceptance

letter on September 25 on the follow websites.

The class committee of the 2019 summer school will be set up after the enrollment, and various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will be organized during the break time and weekends.

The link website of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School of Public Admo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ttps://spa.dufe.edu.cn/content_67648.html

Higher-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Branch of Chinese Society of “Double Methods”:
http://www.scopehe.com/page44

Contact Information: Shuaibang Fan, Tel: 13322270788

Ning Zhao, Tel: 15542342203 E-mail：scopehe@163.com

Enrollment Guide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http://www.poms.org/journal/
mailto:scopehe@163.com
mailto:scopehe@163.com
https://spa.dufe.edu.cn/content_67648.html
mailto:scopehe@163.com


13

POMS 中国暑期学校课程表

主题：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新业态与新范式

日期 时间 内 容 主持人 会议号

9月26日（星
期一）

8:30-9:00

开幕式

国际生产运作管理学会（POMS）主席 Sushil Gupta教授致辞

中国双法研究会领导致辞

东北财经大学校领导致辞

刘德海

ZOOM会议：
87427911970

(密码:
123456)9:00-10:00

Session 1-1: Panel Discussion-- Information about POM, and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USA
Sushil Gupta, Nagesh Murthy and Subodha Kumar

杨 帆

10:00-11:00 Session 1-2: Integrating Teach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Nagesh Murthy (POMS Associate Executive Director)

刘德海

11:00-14:00 午休

14:00-15:10 Session 1-3: 区块链与数智管理

胡祥培（浙江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郭劲光

腾讯会议:
3824571779615:30-16:30 Session 1-4: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防控与治理

周忠良（西安交通大学公管学院院长）
范帅邦

19:00-20:00 各班班会 班 长

9月27日（星
期二）

8:30-9:40
Session 2-1: Humanitarian Operations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Sushil Gupta (The POMS’s Executive Director)

刘德海 ZOOM会议：
87427911970

(密码:
123456)10:00-11:00

Session 2-2: Value co-creation, open source software, digital supply chains
POM Senior Editor

赵 宁

11:00-14:00 午休

14:00-15:10 Session 2-3: 数据智能：前沿与趋势

吴俊杰（哈尔滨工业大学经管院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接赢墨

腾讯会议:
3824571779615:30-16:30 Session 2-4: 数字治理的研究范式

樊 博（上海交大应急管理学院执行院长）
李 宏

19:00-20:00 各班班会 班 长

9月28日（星
期三）

8:30-9:40
Session 3-1: Business Analytics Issues across Different Domains
Subodha Kumar (Deputy Editors and Department Editor，Changjiang Professor)

李天娇 ZOOM会议：
87427911970

(密码:
123456)10:00-11:00

Session 3-2: Managing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during
Disasters: Machine Learning and Game-Theoretic Approaches
Jun Zhuang (DA、IISE, NRL Associate Editor、RA Editor)

崔 钰

11:00-14:00 午餐

14:00-15:10 Session 3-3: 关于管理科学领域学术研究的一点思考

洪 流（MS、OR副主编，复旦大学）
许莉薇

腾讯会议:
3824571779615:30-16:30 Session 3-4: 数字政府的发展与治理问题

朱旭峰（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执行院长、杰青）
刘德海

19:00-20:00 各班班会 班 长

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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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星
期四）

8:30-9:40
Session 4-1:Quality Analytics Us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Weiguo Fan (ISJ, JAIS, IM Assiciate Editor) 徐大鹏

腾讯会议:
38245717796

10:00-11:00
Session 4-2: 欧洲 COVID-19大流行预测:基于加权模型平均法的
迁移学习

张新雨（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

刘艳茹

11:00-14:00 午餐

14:00-15:10
Session 4-3: 数字经济中的博弈论建模

翁 翕（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武山松

腾讯会议:
3824571779615:30-16:30

Session 4-4: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智慧交通——共享出行

孙会君（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李奕赢

19:00-20:00 各班班会 班 长

9月30日（星
期五）

8:30-9:40 Session 5-1: 数学规划的理论，开发与管理学应用

葛冬冬（上海财大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

李 佳

腾讯会议:
38245717796

10:00-11:00
Session 5-2: Game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POM and IS

刘登攀 (Senior Editors of POM)
钱 坤

11:00-14:00 午餐

14:00-15:30 Session 5-2: 研究生优秀论文报告 吕云翔

腾讯会议:
3824571779615:30-16:30 Session 5-4: 全国高校优秀人才招聘会

刘德海

16:30-17:00 Session 5-6: 闭幕式（颁发优秀论文、结业证书、致辞）

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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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Schedule
Date Time Content Host Conference

No.

September,
26th
（Monday）

8:30-9:00

Opening ceremony
Speech by Professor Sushil Gupta,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POMS;
Speech by the leader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Double Methods”
Speech by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eaders

Dehai
LIU

ZOOM：
8742791197

0
(Password:
123456)

9:00-10:00
Session 1-1: Panel Discussion-- Information about POM, and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USA
Sushil Gupta, Nagesh Murthy and Subodha Kumar

Fan
YANG

10:00-11:00 Session 1-2: Integrating Teach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Nagesh Murthy (POMS Associate Executive Director)

Dehai
LIU

11:00-14:00 Lunch

14:00-15:10 Session 1-3: Blockchain and smart management
Xiangpei Hu (Zhejiang University/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guang
GUO

Tencent
Conference:
3824571779

6
15:30-16:30

Session 1-4:Risk prevention,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Zhongliang Zhou (De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uaibang
FAN

19:00-20:00 Class meetings for each class Monitor

September,
27th

（Tuesday）

8:30-9:40 Session 2-1: Humanitarian Operations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Sushil Gupta(The POMS’s Executive Director)

Dehai
LIUI

ZOOM：
8742791197

0
(Password:
123456)10:00-11:00 Session 2-2: Value co-creation, open source software, digital supply chains

POM Senior Editor
Ning
ZHAO

11:00-14:00 Lunch

14:00-15:10 Session 2-3: Data Intelligence: Frontiers and Trends
Junjie Wu (Dean i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ina)

Yingmo
JIE Tencent

Conference:
3824571779

6
15:30-16:30 Session 2-4: Research paradigm of digital governance

Fan Bo (Executive Dean i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Hong LI

19:00-20:00 Class meetings for each class Monitor

September,
28th
（Wensday）

8:30-9:40 Session 3-1: Business Analytics Issues across Different Domains
Subodha Kumar (Deputy Editors and Department Editor，Changjiang Professor)

Tianjiao L ZOOM：
8742791197

0
(Password:
123456)10:00-11:00

Session 3-2: Managing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during Disasters:
Machine Learning and Game-Theoretic Approaches
Jun Zhuang (DA、IISE, NRL Associate Editor、RA Editor)

Yu CUI

11:00-14:00 Lunch

14:00-15:10 Session 3-3: Some thoughts on academic research in management science
Liu Jeff Hong (Associate editor of MS and OR, Fudan University)

Liwei XU
Tencent

Conference:
3824571779

6
15:30-16:30 Session 3-4: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of digital government

Xufeng Zhu (ExecutiveDean,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TsinghuaUniversity)
Dehai
LIU

19:00-20:00 Class meetings for each class Monitor

Class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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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29th
（Thursday）

8:30-9:40
Session 4-1:Quality Analytics Us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Weiguo Fan (ISJ, JAIS, IM Assiciate Editor) Dapeng

XU Tencent
Conference:
3824571779

6
10:00-11:00

Session 4-2: COVID-19 Pandemic Forecasting in Europe: A Transfer
Learning with Weights Model Averaging Approach
Xinyu Zhang (Winner of National Outstanding Youth Fund of NSFC)

Yanru
LIU

11:00-14:00 Lunch

14:00-15:10
Session 4-3: Game theory modeling in the digital economy

Xi Weng (Outstanding Youth Fund of NSFC,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Shansong
Wu

Tencent
Conference:
3824571779

6
15:30-16:30

Session 4-4: Smart urban transportation based on big data -- shared travel

Huijun Sun (Winner of National Excellent Youth Fund of NSFC)
Yiying LI

19:00-20:00 Class meetings for each class Monitor

September,
30th
（Friday）

8:30-9:40

Session 5-1: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theor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Dongdong G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recipient of National Distinguished
Youth Fund)）

Jia LI
Tencent

Conference:
38245717796

10:00-11:00
Session 5-2: Game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POM and IS

Dengpan LIU (Senior Editors of POM)

Kun
QIAN

11:00-14:00 Lunch

14:00-15:30 Session 5-2: Excellent thesis report for graduate students Yunxiang
LV

Tencent
Conference:
38245717796

15:30-16:30 Session 5-4: Excellent Talents Recruitment Fair
Dehai
LIU

16:30-17:00 Session 5-5: Closing Ceremony (Presentation of outstanding papers,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speech)

Class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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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Supervisor in POMS Chinese Summer School

POMS中国暑期学校指委会和授课教师简介

Sushil K. Gupta（POMS执委会主席，暑期学校发起人之一）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Business Analytics

College of Business,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Dr. Sushil Gupta is a well-recognized researcher in his field.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roduction scheduling,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mputer
applications, an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He has published in top-ranking
professional journals including Management Science, IIE Transac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Omega,
Computers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He is a co-author of "POMS -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ftware," a software
package published by Allyn & Bacon for an operations management course.

Dr. Gupta was awarded the "FIU Foundation Excellence in Research/Scholarship” award in 1987.
He was also awarded “Distinguished Scholarly Research Award” of the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IU, in 1984-85. His other awards include Fulbright Fellowship to do research work at
the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for his graduate work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and the V.K.R.V. Rao
Gold Medal for his first place ranking in his MBA graduating class. He has organized sever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as chaired sessions and presented paper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e has refereed papers/grant proposals for Management Science, IIE Transactions,
Decision Science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OMEGA, and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mong others.

Dr. Gupta has served FIU as vice provost, Academic Affairs, and associate dea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Dr. Gupta, in his capacity as the director of Corporate and Global Programs in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is currently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promoting, and managing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s corporate and global programs which are currently being offered or negotiated with
sponsors in several countries that include China, Colombia, Dominican Republic, India, Jamaica,
Mexico, Peru, Taiwan, Turkey, Venezuela, and Yugoslavia. The programs include MS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S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 MS i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and MS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Dr. Gupta is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ciety
(POMS), an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and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its initiation,
development and growth. He was the vice president- Member Activities in 1994 and the president of
POMS in 1996. He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POMS since 1997. He also serves on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POMS journal.

Introduction of Supervisor and Steer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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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esh Murthy

（POMS执委会副主席-全球倡议和推广）

Department of Operations and Business Analytics, Oregon MBA, Oregon
Executive MBA, Sports Product Management, Center for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s, University of Oregon

Nagesh N. Murthy is the Roger Engemann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Operations and Business Analytics at the Lundquist College of Business.
His prior work experience includes faculty positions a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and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has held management
positions with Indian Railways and Sundaram Clayton, India Ltd.

Dr. Nagesh has worked with leading administrators and faculty in Engineering Schools in Oregon
and Southwest Washington, major manufacturing firms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industry consortia, and
Governmental and non-profit agencies to foster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partnerships for
enhancing 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for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he region. He
spearheaded a benchmarking study and proposed a bluepri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thwest
Collaboratory for 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NWCSM). An overarching recommendation of the study
to adopt the AMRC model championed by Boeing in Sheffield, UK, was adopted, that subsequently
evolved into the big idea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regon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Center (OMIC).
He is also the co-founding faculty for the Center for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s in the Lundquist
College of Business.

Dr. Nagesh’s passion is to engage with the industry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 research, placement,
and alumni outreach. His empirical and normative research has been supported by major grants from
firms, industry'consortia,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His field-based research projects have been
endorsed by several industry associations such as SAE, SME, EIA, and APICS/ER, among others. In
addition to publishing in premier refereed journals, he has consulted with several Fortune 100 firms and
taught in both general and custom executive education programs. He has also engaged with numerous
major firms to offer experiential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and facilitate summer internships
and jobs by incorporating plant tours, guest speakers, and real-world problem-solving projects in his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urses.

Since his arrival at the Lundquist College of Business in 2003, he has engaged with senior
executives and organized over 175 company sponsored projects in the areas of facility operation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ility in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using a pool
of firms that include Intel, Hewlett-Packard, Tektronix, JELD-WEN, Keen, States Industries,
Weyerhaeuser, Monaco Coach, Nike, Navistar, Columbia Distributing, Myers Container, Lyle, Parr
Lumber, Xerox, PCC Structurals, Shindaiwa, Kettle Foods, International Paper, Spraying Systems
Company, YAKIMA, NW Natural, Silver Eagle Manufacturing, gDiapers, Alsco, Rosen Aviation,
Benchmade, Sunmodo, KersTech, NextStep Recycling, Organically Grown Company, Growing
Solutions, Invitrogen, and PSC (now Datalogic) among others.

Introduction of Supervisor and Steer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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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ula Vastag

（POMS副主席-教育）

Gyula Vastag is Research Professor and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zéchenyi University and to the Dean of the Business School,
Széchenyi University, Gyor, Hungary.

Born in Hungary, he earned his Ph.D. and Doctor of Sciences
degrees from the predecessor of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and from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e finished
habilitation at Corvinus University.

From the late 1980s, he spent almost two deca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faculties of the Kelley School of Business (Indiana University), the Eli Broad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and the Kenan-Flagler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Between 2005 and 2007, he was Visiting Professor
(part-time) at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The Netherlands). He spent the 2000-01 academic year in
Stuttgart, where he was Professor and Dean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ograms and held a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fterward. Dr. Vastag co-authored two books, wrote eight business cases, and has
contributed chapters to 15 books. His papers (30+ refereed journal publications) were published in a
variety of peer-reviewed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journ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Europe and in
numerou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Gyula received several research awards: New Central Europe
Distinguished Senior Researcher Scholarship (2014), Best Applications Paper Award by Alpha Iota
Delta-The International Honor Society in Decision Science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2012), and
Award for Research Excellence from Corvinus University (2009). He was the Founding Editor of the
Pannon Management Review, is the Associate Editor of the Decision Sciences Journal, and serves on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Business Review, Business Research, Logistic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Innovation, and Vezetestudomany. Dr. Vastag has worked with a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 (Alcoa), Carlso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in
Switzerland, Global TransPark Authority of North Carolina, Knorr-Bremse Hungary, the 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Austria), ESSEC-Mannheim Business School (Germany), OTP Bank, and the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Switzerland).

He is a founding member and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European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 Vice President for Global Activities, and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 where he has also served as Program Chair and Track Chair of DSI conferences. He
is a founding member and past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Research Group. He
served 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ventory Research (1998-2006);
between 2006 and 2014 he was a member of the Auditing Committee.

Introduction of Supervisor and Steer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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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odha Kumar

（POMS执委会副主席，POM 执行主编，POMS Fellow）

Dr. Subodha Kumar is the Paul R. Anderso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Market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t Temple
University’s Fox School of Business. He has joint appointment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Statistical Science. He also serves as the
Director of Center for Data Analytics and the Ph.D. Concentration
Advisor for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of. Kumar has held the Carol and G. David Van Houten
Professorship at Texas A&M University’s Mays Business School.
He was also a faulty a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He holds a

Changjiang Scholars Chair Professorship at th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y Education Depatment of China and a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t the Indian
School of Business (ISB). In addition, he is an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Graduate Faculty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 He has awarded POMS Fellow in the 30th
Annual POMS Conference in 2019.

Dr. Subodha’s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terests includ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 blockchain, Fintech, supply chain analytics, healthcare analytics, social media
analytics, retail analytics, digital marketing, cybersecurity, econometric and analytical
modeling, software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scheduling,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and data mining, among others. He has published several papers in reputed
journals and refereed conferences. In addition, he has authored a book, and co-authored 2
book chapters, 2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s, and 4 Ivey Business School cases. He also
has a patent.

Dr. Subodha is the Deputy Editor and a Department Editor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POM), and the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Review. He has served as a Senior Editor of Decision Sciences (DSI) and an
Associate Edito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ISR). Additionally, he serves on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Journal of Database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in IT. He was the conference chair for POMS 2018 and DSI
2018. Also, he co-chaired the INFORM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echnology (CIST) in 2011 and the 25th Workshop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Systems (WITS) in 2015. He has been keynote speaker and track/cluster chairs at leading
conferences. He is the Associate Executive Director of POM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the Web Editor of POMS, and the Vice President of INFORMS Information
Systems Society (ISS).

Dr. Subodha has received numerous research and teaching awards. At Temple
University, he recently received the Research Award in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he Dean’s Research Honor Roll in Fox School, and the
Faculty of the Year Award for the MS Business Analytics program. He has also received
the Ricky W. Griffin Outstanding Research Achievement Award at Texas A&M University,
and the Association of Former Students University Level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 in Teaching(which is among the most prestigious awards at Texas A&M
University), among others.

Introduction of Supervisor and Steering Committee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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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uo (Patrick) Fan

(Assiciate Editor, ISJ, JAIS, IM)

Dr. Weiguo (Patrick) Fan is a Henry B. Tippie Excellence Chair

Professor in Business Analy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He received

his Ph.D.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2002 from the Ross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His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novel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 information

retrieval, data mining, text analytics, social media analytics, business intelligence

techniques - to support better busines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280 refereed journal and conference papers. He has 7 papers

designated as the ESI highly cited papers by Web of Science. His research has been cited

more than 13000 times (h-index 55, i10-index 154) as of 03/25/2022 according to Google

Scholar. His research has appeared in many premier IT/IS/OM journals such as MIS

Quarterly,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Productions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Systems,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rnet Technology, ACM Transactions 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Pattern Recognition, Tourism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etc.

Introduction of Supervisor and Steering Committee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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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Zhuang
(Risk Analysis and Decision Analysis, Senior Editor)

Dr. Jun Zhuang is Morton C. Frank Professor,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 and Director of the Decision, Risk & Data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SEAS) at the
University at Buffalo (UB),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Dr. Zhuang has a Ph.D. 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in
2008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Dr. Zhuang's
long-term research goal is to integrate operations research, big
data analytics, game theory, and decision analysis to improve

mitigation,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recovery for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Other
areas of interest include applications to health care, sports, transportati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ustainability, and architecture. Dr. Zhuang has been a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f over 30 research grants funded by the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by the
U.S. Air Forc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FOSR), and by the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

Dr. Zhuang has published 100+ peer-reviewed journal articles in Operations Research,
IISE Transactions, Risk Analysis, Decision Analysis, and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among others. His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have been highligh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park CBC Radio, Metro, The Washington
Post, USA Today, Stanford GSB News, NSF Discovery, Science Daily, Industrial Engineer,
The Council on Undergraduate Research Quarterly, and The Pre-Engineering Times,
among others. He is on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both Risk Analysis and Decision Analysis,
was the co-Editor of Decision Analysis Today. His profess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ivitie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the 2019 40 Under 40 Award from Buffalo Business
First, the 2018 Volunteer Service Award from INFORMS, the 2017 Best Reviewer Award
from Risk Analysis, Society for Risk Analysis, and the 2012 Outstanding Reviewer Award
from Journal of Infrastructure Systems,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Dr. Zhuang is dedicated to teaching and mentoring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Dr. Zhuang's teaching and mentoring effort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the 2020
UB Teaching Innovation Award, the 2019-20 UB Excellence in Graduate Student
Mentoring Award, 2019 UB SEAS Best Senior Teacher of the Year Award, 2019 UB
Student Engagement's Exemplary Faculty/Staff Mentor Award, 2012 UB President
Emeritus and Mrs. Martin Meyerson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Teaching and Mentoring,
and 2008 Graduate Student Mentor Awar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Introduction of Supervisor and Steering Committee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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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委会简介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王维国 副校长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

学研究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全国模范教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统计学科评议组成

员，教育部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实验室建设

与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中国数量经

济学会副会长。担任《数量经济技术经济》《中国管理科学》《系

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期刊编委。相关成果发表在 Economic Model、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EJOR、IJPE等 SCI/SSCI 国际期刊，以及《经济

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管理科学》《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统

计研究》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 150余篇。从事经济计量分析、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宏观经济分析等问题研究。

池 宏 理事长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理事长， 英国利物浦大

学工业工程博士。现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统筹与安

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1982年起作为华罗

庚教授应用数学助手组成员开始从事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实践,先后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近年来

聚焦于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应急系统、资源优化配置

等方面的研究，综合运用博弈论、统筹法、优选法等方法，提出了动态博弈网络技术

及民航安全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目前从事智库方法论的研究。

刘德海 理事长

中国双法研究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东

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副副主任委

员，辽宁特聘教授。长期从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研究工作，

针对中国管理情境下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自然灾害事件、恐怖袭

击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的演化规律和应对措施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 EJOR、 IJPE、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Social
Networks和《管理科学学报》《公共管理学报》《系统工程理论

与实践》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100余篇。荣获辽宁省自然科学三

等奖，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奖励、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

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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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简介（按拼音顺序）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樊 博 教 授

上海交通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执行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

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

数字治理、应急管理。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和重庆市应急管理专

家组成员。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9年教育

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和 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首席专家。总计主持 1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等国家级课题。出版学术专著和编著 6部。发表 SCI、
SSCI、CSSCI论文 100余篇，成果被包括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等累计引用千余次。获

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省部级教学成

果奖 7项。30多项专利、软件和资政建言获得转化采纳。获得上海交通大学“教书育

人奖”一等奖。

葛冬冬 教 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上海财经大学常任教授，

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运筹学会常务理事，杉数科技联合

创始人。2009年在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获博士学位，

导师叶荫宇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大规模优化问题的理论，计

算与应用。在管理与优化，计算机理论科学，机器学习等多个

顶级期刊和会议上，如 OR, POM, MOR, MP, FOCS, SODA, EC,
ICML, NeurIPS 等发表过论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青，

原创探索等项目。担任多个国际编委与客座编委。曾参与波音、

谷歌、华为、京东、顺丰、滴滴、国家电网等国内外公司的多个优化项目，担任中国

第一个开源数学规划软件 LEAVES和第一个专业数学规划软件 COPT项目负责人。

洪 流 教 授

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副院长、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系系主任。

2004 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4 年~2014 年在香

港科技大学工作，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2014年~2018
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工作，任管理科学讲座教授。于 2018 年进

入复旦大学工作，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和管理学院弘毅讲席教

授。在 Management Science和 Operations Research等期刊发表

论文五十余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香港研资局项目十余

项，获得 INFORMS、IISE和中国运筹学会多项学术奖项。目前担任 INFORMS仿真

分会主席、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风险管理专委会主任、中国运筹学会金融工程和金

融风险管理分会副理事长、Operations Research 领域主编、Management Science副主

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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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祥培 教 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06年入选国家级人才工程，2008
年 1月至 2018年 1月任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2011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3年 4月任教育部创新团队负责人，

2015年 1 月开始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2017
年任全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轮值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和

第七届学科评议组管理科学与工程组成员，第七届和第八届教育部

科技委管理学部委员。发表论文 200余篇。主要研究：智慧商务与

物流管理、区块链与数智管理、智能运筹学与动态系统实时优化控制。

刘登攀 教 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曾执教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商学院并获得终身教席

（Tenured）。研究兴趣包括平台经济、电子商务等领域。在

Management Science、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 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

文。现担任国际顶尖学术期刊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的 Senior Editor。

孙会君 教 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北京交通大学交

通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在交通运输领域权威刊物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和《管理科学学报》 《中国管理科

学》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 《管理工程学报》等重要期

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

项目、面上项目，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项目，参加科技部 973 项

目，博士学位论文《物流中心选址与库存控制的双层规划模型及

求解算法研究》获 2006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实现北京交通大学全国百篇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零的突破。长期从事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现代物流网络优化设计等

研究问题。

授课教师简介（按拼音顺序）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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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简介（按拼音顺序）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翁 翕 教 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长聘教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经管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博弈

论，信息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他本科、硕士均毕业于北京大

学，博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发表于国外顶级学

术期刊，如 Journal of Finance, Management Science, Economic
Journa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翁博士在科研方面曾获奖项有：2022张
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2020第八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青年成果奖，2019中国信息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2019厉以宁科研奖, 2017中国信息经

济学青年创新奖，2017第十三届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信

息经济学乌家培奖。

吴俊杰 教 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哈尔滨工

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院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数

据智能研究中心”主任，“城市运行应急保障模拟技术”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2002、2008年本科、博士毕业于清华大

学。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商业联合会科技进步

一等奖等荣誉。目前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大数据重大研究

计划战略专家组成员、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兴趣为数据挖掘、

复杂网络分析、社会/城市/金融计算，在短文本建模、异质大数据融合建模、可解释

的预测建模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近年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科技

部 863大数据、工信部国家信息安全等项目 30余项，在 Springer发表英文专著 1本，

在 SCI/SSCI检索国际顶级期刊如 ISR、TKDE、DMKD发表论文超过 30 篇，在计算

机领域顶级会议 KDD、IJCAI、AAAI等发表论文超过 20篇，1篇论文入选 ESI十年

高被引论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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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雨 研究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和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科院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预测中心研究员，中国统筹法优选法与经

济数学研究会数据科学分会副理事长和国际统计学会当选会员。

担任期刊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Complexity 领域主编、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期刊 Associate Editor、期刊《系

统科学与数学》和《应用概率统计》编委，发表了 50多篇学术论

文,其中 20余篇论文发表在 Annals of Statistics、Biometrika、JASA、
JRSSB、Journal of Econometrics和 Econometric Theory。曾获中国管理学青年奖和中科

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奖励。主要从事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工作,
具体研究方向包括模型平均、机器学习、组合预测和卫生统计等。

周忠良 教 授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西安交通大学领

军学者、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卫生政策、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国家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MPA）指

导委员会委员，入选多项国家级人才计划。担任陕西省“三秦

学者”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卫生经济学会

第八届理事会理事等学术兼职。主持科研项目 50余项，其中主

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国际合作课题 4项。在 The
Lancet、Health Economics、Health Policy、Social Science & Medicine等国内外高水平

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受邀担任 4 部国际期刊的编辑或编委，担任 SCI 一区期刊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的客座主编。

授课教师简介（按拼音顺序）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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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峰 教 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清华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2000年获清华大学环境工程

学士学位，2005年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硕士学位；

2005 年开始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工作，2010
年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开始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教授，2015 年起任首批长聘教授，2016年起担任副

院长。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政策过程理论、智库与专家参与、

科技政策、气候与环境政策、转型与公共治理等。入选多

项国家级人才计划和哈佛大学“燕京访问学者”计划

（2008-2009 年）。曾获美国公共管理学会（ASPA）和国际比较政策分析论坛

（ICPA-Forum）联合颁发的“2012年度最佳比较政策论文奖”。兼任中国管理现代

化研究会公共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政策科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地区主编、

Perspectives on Public Management & Governance创刊编委、Policy Scienc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Policy Studies等国际期

刊编委，以及一些智库机构的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出版中英文专著 3部；在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Policy Sciences, The
China Quarterly,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Asian Survey, Energy Policy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在

《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管理世界》等权威或重要中文期刊发表论文数十

篇，《人民日报》等报刊文章数十篇。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国家青年拔尖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国家软科学计划等国家级科研项目 10项，其它 5项省部级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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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POMS中国暑期学校报名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2022 POMS China Summer School

基本

信息

Information

姓 名 Name 性 别 Gender

学校 University 所在专业Major

领 域 Field 导师(必填)Tutor

手 机Mobile 电子信箱 Email

QQ 微信Wechat
Excellent Paper Contest

是否参加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如果参加请提供论文题目和全部作者）

学习

经历

Education
Background

起止年月 Period 院校、 专业 Uni. 毕业（学位）Degree 导师 Tutor

一、 申请人个人简介及自我推荐（可添加页面）Individual resume

二、学术成果（限 3 篇代表作）及获得奖励情况（限 3 项）Journal Article
Publications (limited to 3 representative works)

三、个人签名 Signature
本人承诺，以上个人信息属实。

Sign签名：

2022 年 9 月 日

注：报名表发送到高教分会邮箱(Send to) scopehe@163.com ，截止(Deadline)2022年 9月 25日。

报名表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mailto:scopeh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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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和承办方简介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POMS 中国暑期学校主办方和承办方简介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ciety简介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ciety (POMS) is an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s of POM professiona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purposes of the Society are:

• to extend and integrate knowledge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improved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POM);

•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n POM to managers, scientists, educators, students,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nd

•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POM and its teaching in public and privat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organiz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国际生产与运营管理学会(POMS)是一个代表世界各地 POM 专业人士利益的国际性

专业组织。协会的宗旨是扩展和整合有助于提高对生产经营管理(POM)的理解和实践

的知识;向管理人员、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学生、公共和私营组织、国家和地方政

府以及一般公众传播关于项目管理的信息;并在世界各地的公共和私营制造和服务组

织中促进改进 POM及其教学。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is now on the Business Week's list of 20 premier

journals (please see below). Business Week uses publications in these 20 journals as one of

the three factors for ranking of MBA programs in business schools. The list has 14 research

journals and six ethics or practice journals.
《生产与运营管理》现在在《商业周刊》的 20种顶级期刊中榜上有名。《商业周刊》
将这 20种期刊的出版物作为商学院MBA课程排名的三大因素之一。该名单包括 14
种研究期刊和 6种伦理或实践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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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from POMS Fellows

主办方和承办方简介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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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和承办方简介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POMS 中国暑期学校主办方和承办方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坐落于辽宁省辽东半岛南端的浪漫海滨都市——大连。大连市是国
务院确定的计划单列市，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工业、贸易、金融和旅游城市，是
东北对外开放的龙头和窗口，素有“东北之窗”、“ 北方明珠”、“浪漫之都”的
美称。学校始建于 1952年，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建东北财经
大学。学校遵循“博学济世”的校训，正向着国际知名、财经特色突出的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的发展目标迈进。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是我国最早一批以国家教育部新专业目录“公共管
理”为学科发展方向的学院之一。1999年 9月 8日，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立，
不仅标志着我校管理类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是我校在当今国家政
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应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而迅速做出的反应，开拓了学校
发展的空间。她是以我校原计划统计系的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城市经济专业及国家工
商总局投资建立的工商行政管理专业为基础组建而成。

经过 20年的不懈努力，公共管理学院获得了长足发展。2006年获批社会保障博
士学位授权点和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年获批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点，成为全校第六个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2012年获准建
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目前，公共管理学院拥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
博士点（目前，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教育经济与管理、应急管理（筹）四个二级学
科在招收博士生），拥有隶属于应用经济学的国民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国民
经济学、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教育经济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和应急管理（筹）六
个硕士点，以及MPA专业学位授权点；拥有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智慧城市
管理（筹）和应急管理（筹）等四个本科专业。我校公共管理学科是辽宁省一流学科
（A类）和特色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位列前 30%；公共管理一级学科进入
辽宁省一流特色建设学科第一层次；2018年 5月，获批“辽宁省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
与学术交流中心”。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2019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经过二十余年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管理学院形成了门类齐全、结构完善的学科体系。

学院拥有一支年龄、学历、职称和学缘结构合理的高水平教师队伍。现有教师 36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5人，教授 15人，副教授 6人，同时聘任了教育部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讲座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双法研
究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理事长、辽宁特聘教授、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等。近年来，
该学科加大海内外优秀人才引进力度，先后柔性引进海外特聘教授 2人，兼职教授 5
人，包括 POMS学会主席 Sushil Gupta教授、POM期刊执行主编 Subodha Kumar教
授、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庄峻教授、《公共管理学报》主编米加宁教授、国家应急管
理部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定超高级工程师等知名学者。引进了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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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国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日本
广岛大学、美国阿拉巴马大学、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德国吉森大学等海外优秀博士，
形成了一支五湖四海、充满朝气，多学科背景、多学缘结构交叉融合，以中青年教师
为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研究实力的师资队伍。

学科发展紧密结合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重大需求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国际前沿趋
势，围绕着创新社会治理、推动辽宁振兴、建设数字政府、保障国家安全、创建智慧
城市等当前我国公共管理的重大需求，推动政府管理、社会治理、城市管理、应急管
理和全球治理的现代化和数字化转型。近三年，学院教师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和面上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等国家级课题，相应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优秀成果
奖、辽宁省自然科学奖（政府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科研奖
励。近五年来，学院教师积极参与学术交流与合作围绕着数字政府、国家安全、东北
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相关成果发表在 Risk Analysis、Social Networks、EJOR、IJPE、
TRA、Transport Policy、《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公共管理学报》等权威期
刊，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东财声音。

学院积极推进高等学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着力破除“五唯”顽疾，对标国际一
流公共管理学院，加快数字化时代下新公管的学科建设，把握方法数量化、视野国际
化、导向实践化的新一轮发展机遇，恪守致公、兼容、求是、济世的文化传承，致力
于培养具有战略思维、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共管理者，建设成为国际化研究型的一流
公共管理学院。

海纳百川，有容纳大。唯才是举，求贤若渴。学院根据引进高水平人才的实际情
况，一事一议，开辟绿色通道，构建人才特区，为其提供无障碍、个性化、全方位的
服务，营造出适合优秀人才创造性发挥才智的良好制度和人文环境。

（一）海内外优秀人才全职引进的具体标准

1.常任轨

毕业于国（境）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或毕业所在学科为国际一流水平学科。
已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或已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具备良好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科
研潜质，并表现出符合常任教职条件的可能性；年龄一般在 35 周岁（含）以下。

2.教师及科研人员

长聘制岗位面向在其他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的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或科
研人员，应具有《东北财经大学职称评审管理办法》各级别职务规定的任职条件中应
达到的学术水平；预聘制岗位面向没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优秀博士，设置 A、B、C三
类优博岗位，年龄一般在 35 周岁（含）以下。

主办方和承办方简介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34

其中，A类岗位需已取得发表在外文 TOP 期刊、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标志性研究
成果，经同行专家评审，具有达到 A 类岗位考核要求的潜质；

B类岗位需已取得发表在中文 TOP 期刊或外文 A类期刊、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标
志性研究成果，经同行专家评审，具有达到 B 类岗位考核要求的潜质；

C类岗位需已取得发表在中文 A类期刊或外文 B类期刊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经同
行专家评审，具有达到 C 类岗位考核要求的潜质。

国内顶尖大学或在国（境）外毕业的应聘人员如果有 高水平的外文工作论文，
并且已经进入符合上述岗位要求的期刊 的审核程序，评审意见积极正面，经同行专
家评议具有较大的发 表可能性，视同满足该岗位条件。

（二）辽宁省、大连市有关引进高水平人才的相应待遇政策

1. 符合大连市 5+22 人才政策中的尖端人才、领军人才、高端人才、青年才俊层次条
件的应聘者，亦可享受与之相应的政策待遇。其中全职引进尖端人才安家费 500 万元，
全职引进领军人才安家费 260 万元，全职引进高端人才安家费 120 万元，全职引进青
年才俊安家费 30 万元；

2. 经认定为城市发展紧缺人才的，可享受住房补贴（每人每月 3000 元，保障期 3年），
且有机会直接参与薪酬补贴遴选，经遴选成功后可享受 10-20 万元的政府薪酬补贴；

3. 符合大连市相关政策条件的新就业高校毕业生，可有机会享受住房补贴（每人每
月博士生 2500 元、硕士生 1500 元，按季度发放，保障期 3年）；

4. 根据辽宁省推进人才集聚相关政策，全球排名前 200 国（境）内外高校优秀博士
毕业生来辽做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辽工作，或者在省外做博士后研究、出站后来辽
工作，一次性给予每人 30 万元奖励；

5. 符合辽宁省相关政策条件的人员（包括新引进或新招聘的已正式出站博士后研究
人员、全日制博士毕业生，急需紧缺专业的全日制硕士等）可有机会享受由辽宁省政
府一次性发放的每人 3万元（人民币）的人才奖励。

最新人才资讯，请关注下方“大连人才”二维码。

主办方和承办方简介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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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和学院海内外引进人才聘期内的相应待遇

1. 常任轨教师
（1）基础年薪：学校提供 40-45 万元人民币的基础年薪（税前），特别优秀的人才
学院可再议；
（2）奖励年薪：在学术期刊目录规定的管理学科 TOP 类外文期刊上每发表 1篇论文，
年新增加 10 万；B类外文期刊 1篇论文年薪增加 2万，可累加；
（3）学校提供安家费 15 万（税前）。其中，第一年 5万元，以后每年 2万元；
（4）学院提供 5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根据学校财务规定按票据实报实销）；
（5）配备 20 平米左右的教师工作室，以及相应学科研究生实验室。

2. 特聘优博
（1）基础年薪：学校提供 40 万（A类）、30 万（B类）和 20 万（C类）人民币年薪
薪（税前，所得税由 学校代扣代缴，按月发放，人民币支付）；
（2）奖励年薪：在学术期刊目录规定的管理学科 TOP 类外文期刊上每发表 1篇论文，
年新增加 10 万；B类外文期刊 1篇论文年薪增加 2万，可累加；
（3）聘期内学校提供总额为 15 万（A和 B类）、10 万（C类）安家费（税前，第一
年支付 5万，其余分 5年支付）；
（4）聘期内学校为每人提供 18 万（A和 B类）、9万（C类）科研启动经费，每年 3
万元额度支付（从学院学科建设经费支付，根据学校财务规定按票据实报实销）。；
（5）学校提供每年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或国际学术交流往返旅费，具体数额不超过学
校规定的国家或地区标准；
（6）配备 20 平米左右的教师工作室，指导研究生分配实验室；
（7）学院优先推荐其担任硕士生指导教师，协调其申报基金课题，参与相应学科方
向的创新团队。
（8）享受学校制定的科研、教学奖励政策（聘期内不能参评东北财经大学杰出学者，
聘期结束后如转为一般教师管理，聘期内的成果可用于参评）。除此之外，可同时享
受辽宁省、大连市有关引进高水平人才的相应待遇政策。聘期内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
积金按国家规定执行。
（9）聘期内准聘副教授（学术头衔，在聘期内以副教授的名义参加或申报各类学术
活动或项目）。中期考核通过后（或达到副教授特殊评审条件）可参加年度职称评审。

联系人：刘德海（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电 话：86-13591353749；86-411-84710561

E-mail：Ldhai2001@163.com

主办方和承办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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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S 中国暑期学校主办方和承办方简介

中国“双法”研究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简介
中国双法研究会是由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发起的联系我国从事优选法、统筹

法、经济数学、管理科学等学科研究、应用与教育的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自
愿结成的，依法登记成立的，具有公益性，学术性的社会团体，是推动我国管理科学
与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研究会 1981年成立以来，积极研究和推广应用“双法”坚持
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开展企业优选、统筹、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对国家
重大决策项目和宏观决策问题进行研究，有力地促进我国优选法与管理科学的发展，
并为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科协领导下，本会作为牵头学会成功地开展了
对国家重大项目的咨询论证，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成为联系我国管理科学界专家学
者的最重要学术组织之一。

中国（双法）高等教育管理分会作为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的一个
专业分会成立于 1994年 5月 18日，是由我国高等教育界有关社会组织、机构及教育
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从事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实践探索等活动的全国性、学术性、非
营利社会团体。学会的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
导，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
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开展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推进行
业自律和统筹协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服务。学会秉承“推动教育
科学研究、服务改革发展实践”的传统，践行华罗庚先生“为人民服务”、“为工农
业生产服务”的作风，以提升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质量与水平为工作主线，坚持教育
科学研究为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决策服务，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实践服务，为促进理论
创新及学科建设服务，为政府职能转变服务。

学会围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宏观战略和学校改革实践，组织推动群众性教育科
学研究。学会积极组织会员，申请承担国家级、省级、校级本科和研究生教学质量工
程建设项目。目前学会会员承担“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11门、“国家级特色专
业”建设项目 17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 6个、“国家级教学
团队”4个，承担省级“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102个，承担校级“本科教学质量
工程建设”项目 207个。截止到目前，学会会员作为主持人共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
等奖 3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2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54项、省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 217项。学会目前在中国科协会员登记系统正式注册会员数量为 511人，是中
国双法研究会人数最多的二级分会，现设常务理事 50 人，副理事长 9 人，顾问 21
人。在第 19届和第 20届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上，高等教育管理分会连续两年获
得“中国双法研究会优秀分支机构”荣誉。学会围绕政府职能转变，积极发挥社会
团体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作用，积极开展行业标准和规范研究，进行行业协商和协调
自律活动。学会围绕提高群众性科学研究水平，规范开展优秀科研成果评选表彰活动。
学会围绕推动基层自主开展经常性学术活动。

欢迎您加入中国（双法）高等教育管理分会，网址：http://www.scopehe.com/

主办方和承办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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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
书评

w***0(匿名) 2017-09-11 14:00:29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169673.html?point=comment_point

终于读完了《师从天才》，这是一本 Harriet Zuckerman于 1996年出版的书，国

内 2001年就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十年后我才看到这本书，真可谓落

后啊。然后就是悔恨，悔恨自己无知，为什么不早点读书，这书中所讲的很多我便可

以避免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找工作一定要到高校，

因为再破烂的高校都有图书馆，都有书；再烂的书，也是书，而且我往往并没有读过。

当然这句话也安慰一下我来到这里。 书中选择了药理学这一条师徒链讲述了师徒的

关系（香农---布罗迪---阿克塞尔罗德---斯奈德---帕特），及师徒链对个人学术成就乃

至性格的极大影响。我不得不承认，就像书中所讲的那样，早年，一个科学家的早期

声誉多半取决于你在谁的实验室干过，是谁的后代。往往是你只有入了门才能做事，

才能被认可。（在中国官本位思维模式下，该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后导师给你

的推荐信在等级森严的科学界又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寻求一个名师真是太重要了。

其一，跟随名师，你能够学到他的工作习惯、思维方式，这些东西是伴随你一生

的，not those experiment data of papers。其二，你在与老师的冲突、崇敬等感情之后，

会沾染上一些性格的因素，并伴随一生。其三，一个好的导师会引领你进入他的“家
族”，把你介绍给科学家们，当然你得是优秀的。你被他家族的人认可接受是相当重

要的。其四，好的导师会教给你对科学问题的敏锐感知能力和判断力，发现去研究哪

些问题，怎么研究，是否值得研究，何时下手，这些是关系到以后维生的问题。即便

你以后不再从事这个传统等级森严的科研工作，这些思维也是是十分重要的。而这个

能力才是一个人读了博士之后获得的最宝贵，最重要的能力。（而真的不是那些 paper，
尤其国内即便是百优也多属于拉瑟的 paper。）

其五，很多流行书都说你将来怎么样取决于跟谁一起工作，那就选择跟名师一起

工作吧。 这些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第一，敢于冒险，喜欢尝新。反传

统。第二，立刻行动，赶快通过实验验证。第三，寻找关键的科学问题，寻找有挑战

的问题，寻找有实际价值的问题。不喜欢跟在别人后面模仿。第四，强势。科研上十

足的贪婪。第五，努力，工作时间很长，也并没有因为获得了一些成就而放弃实验，

一直在实验桌旁做实验至到很老。第六，年轻有为。第七，百折不挠。第八，指导、

扶持、鼓励学生。第九，我想他们是更全面健全的人吧。相比较国内，大多数导师人

格并不健全，甚至不乏扭曲之人。第十，不懈的追求。第十一人，慧眼识人。

作为导师的人们，现在要做的便是不断地读书，在人格上，思维上，个人素养上，

科学成就上不断完善，建立人格，attract追随者。当然能获得香农那样砖石般清澈的

智慧最好。 我看的是中译本，书中还描写了很多事件的细节，细节，使得所有这些

事情仿佛就发生在自己周围。每个人的想法，境遇，决定的背景也交代的清晰，从一

个一个的决定中，人物的个性形象便跃然纸上了。有机会还会再去读一遍。

http://www.scopehe.com/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169673.html?point=comment_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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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锐平：读《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有感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302634/

从第一次读《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以下简称《师从天才》）这本书至今，已

经过去近 10年了。2002年在生态中心做实验期间，曾去西单图书大厦闲逛，在不经意间看到了

这本书，便与此书结为了朋友，至今已经看了 4、5遍，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收获。

这本书从二战期间一直写到 20世纪 80年代，描述了在医学领域（生理学、药理学、神经学）

一个具有师承关系的团队（从香农→布罗迪→阿克塞尔罗德→斯奈德→珀特）如何一代代地传承

研究风格，获得了一个个开创性的重大发现（抗疟新药、微粒体酶、阿片受体与成瘾机制等），

并获得了一项项 Nobel奖、拉斯克奖等重大奖项。以此师承链为案例，阐述了科学界的一个非常

奇怪现象：师承关系在培养科学顶尖人才方面具有强大作用，“一种特别的东西、关键性的东西，

在若干代科学家之间，代代相传”。也正因于此，对 92名在物理、医学、化学领域的 Nobel获奖

者进行考察，有一半以上（48人）曾是更年长的 Nobel获奖者的学生、博士后或助手；许多世界

顶尖科学家有一个惊人的特点，通常都在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工作过，然后依次成为下一

代顶尖科学家的导师。

《师从天才》以朴实的语言，试图探讨并回答科学研究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几个问题：1）我

们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2）我们应该怎样做研究？3）我们应该如何指导学生？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师从天才》中的主人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从本质上说都是做

基础研究的。但是，我们却发现，他们所做的工作都具有非常明确的终极应用目标。抗疟新药的

研制来源于二战期间“美国陆军被疟疾搞得失去战斗力”，“要打败日本人，就必须首先治住按蚊传

给人体的寄生物——各种疟原虫（Plasmodium）”，而疟疾被称为“二次大战中的头号医学难题”。
同样，斯奈德与珀特对阿片受体的研究也源于 20世纪 60年代后期美国的重要社会现实：“在越

南的美军士兵中有 1/4吸食海洛因”，“在美国国内，毒品问题导致了街头犯罪率的惊人上升”；而“只
有在分子水平上更好地了解了毒品成瘾机理，世界各戒毒中心才能真正地解决毒品问题”。1960
年 Nobel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曾经说过：“任何科学家无论年纪多大，如想做出重要发现，就必须

研究重要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在科研选题时我们都应该仔细思考，什

么是重要的问题？国家社会需要我们做什么？有什么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而还没有解决？我们的研

究工作能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什么？只有这样，我们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才不会盲目跟风追踪所

谓“国际热点”，才不会无奈地选择某个容易争取到经费的课题，才不会由于自己在某一研究点比

较熟路而继续做下去，满足于做些简单的修补性工作。曾有人说，“科研是拿纳税人的钱满足自己

的特殊兴趣”，我宁愿相信最初说这句话的人是为了强调“科研必须具备并遵循自由探索精神，不

必拘泥于他人的想法或社会的影响”，而不是在突出研究者“闭门造车”、“事不关己”的思想。我本

人是做饮用水方面应用研究的，应该围绕我国当前许多水厂面临的实际问题与技术需求开展工作，

为我国饮用水安全保障问题尽一份微薄力量。

我们应该怎样做研究？诚然，每个人从事的研究课题不同，每个人的知识背景与学习经历不

同，每个人的做事风格不同。例如，由于微粒体酶的重大发现而获得 Nobel奖的阿克塞尔罗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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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实验“仅用一支移液管”。事实上，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也不存在某些统一的标准、规范可循。

但即便如此，可能仍存在一些普适性的法则可供我们借鉴参考。布罗迪说“开始干吧，大胆地试一

下”，珀特“总是愿意尝试不容易成功的科研项目”；布罗迪传下来的“基因”是“有那么多有意思的问

题要研究，干嘛浪费时间去研究没意思的问题？”阿克塞尔罗德在谈到自己的科研方式时说“去做

一个明显简单但会给你一点重要信息的试验……，在合适的时候提出重要的问题。晚些提，问题

就显而易见了”，珀特“如果你聪明，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试验。干嘛非要花很多天做实验去得出

它呢？”，斯奈德说“我喜欢 3小时完成一个实验，而不是 3天或 3个月”；阿克塞尔罗德说“光设想

做什么学不到东西，还要靠进实验室搞实验”，斯奈德的态度是“去做实验，找出答案”，珀特谈到

斯奈德的风格时说“别去想它，你就疯起来，动手去实验”。事实上，他们强调的非常重要的思想

是，做重要的而不是平淡无味问题、做简单的可直接获得重要信息的实验并快速找到结果、疯狂

地做令人激动的实验而不是仅仅冥思苦想，如此等等。顶尖科学家中几乎无人主张要“过于关注研

究的精确度”，要“永远关注重要的事物，而不要去研究无尽的细节”。我们生态中心目前绝大多数

研究人员仍属于书中所述的“一般科学家”，而不是所谓的“顶尖科学家”。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在

自己的科研工作中，培养自己对科研问题的直觉，尽可能积极发现并提出“重要的问题”，并设计

简单而本质的实验去获得在我们层次领域内的重要发现。同样，我们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科研中的

简单修修补补的工作，“不要去碰那些常见的科学课题”，“让别人去解决它们”。

我们应该如何指导学生？当一名硕士或博士入学的学生跟着我们从事科研工作时，我们应该

思考，这接下来的几年中应该让学生学习到什么？诚然，在目前大背景下，老师与学生一起合作

完成科研项目，学生学会了实验与研究技能，取得一定科研成果（论文、专利等），学生能够顺

利毕业并能因其丰富的科研成果而顺利地找到理想的工作，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基本的。但是除此

之外，学生是否还会有更多的期待？我们是否能够给学生更多的东西？《师从天才》提出了一个

重要的问题，“什么东西在代代相传呢？”或者说，什么东西可以代代相传呢？当然，科研上的新

发现、新知识、新技术是可以传承的，但是“具体的知识和技术，确实，这可能是最不重要的部分”，
“徒弟从师傅那里获得的东西中，最重要的是‘思维风格’而不是知识或技能”。事实上，培养学生“发
现问题”的能力与解决问题一样重要，也就是说，学生受到训练之后获得了对“重大、重要或适当

的问题有了鉴别力”，知道什么工作是重要的、值得做的，这些素质对于学生在毕业以后的研究工

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具备重要问题鉴别力之后，应该培养学生的直觉力，即判断应该从哪条路

往下走；在往下走的过程中，学生应该学会凭借直觉判断该如何及时调整研究思路；在遇到困难

失败过程中，应该具备积极面对失败乐观心态与坚韧的性格；在科研过程中，还应该学会善于与

他人交流协作，尤其对于从事应用型课题的学生，应该具培养其与他人沟通协调能力。此外，阅

读《师从天才》过程中还让我体会到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科研是一件充满乐趣的探索，这可

能也是我们应该让学生在科研过程中体会到的，而不能让学生感觉到科研是应付项目、论文、专

利的索然无味的体力劳动。

《师从天才》用朴素平实的语言，记录了一群热爱科学并执着于此的著名科学家的科研生活，

描述了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与科学风格传承的过程，探讨了科学与科学家的本质以及科学精神的

核心。我从此书中受益良多，也希望能学习并领悟到更多的科研精髓。

（作者：刘锐平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40

科研小短文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POMS 中国暑期学校科研小短文

阅读经典，阅读原典
转眼之间，自己也从当初一名胸怀学术理想和激情的青年学子，成为了一名高校

教师，并有幸居然成为硕士生指导老师，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面对着一
群求知若渴的青年学子，依稀之间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如何让未来有志于从
事学术研究、勤奋好学的学子们尽可能系统地掌握从事学术的基本职业规范和技能，
尽快地踏入科研的征途，从而充分地领略到学术生涯的无限挑战和各种极限体验？自
己的内心深处经常陷入一种“本领的恐慌”中。著名作家高尔基曾说过，“书籍是人
类进步的阶梯”。青年学子们正处于打好理论基础、掌握基本技能的黄金时期，作为
一名准备踏上科研道路的新手，青年学子在阅读文献资料的过程中，需要倡导一种“阅
读经典、阅读原典”的精神。因为经典著作经过了历史长河大浪淘沙筛选后人类思想
的精华，阅读经典，相当于开启了我们与那些睿智的大师们进行思想交流的窗口。

（1）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

很多青年学子感觉阅读经典的“大部头”著作费时费力，相当吃力，远不如阅读
一些应用推广性的、科普性的、教科书式的著作来得容易，立竿见影。由于读者对象
所限，教科书式著作更加强调逻辑推理过程的完备性、知识体系的全面性和可读性，
自然限制了针对某一个问题的思考深度。这里并不是反对同学们要认真学好课堂教
材，而是强调在完成基础知识的储备后，如何针对某一个学术领域进一步展开深入研
究。阅读经典，可以使得我们直接把握了某一理论流派的思想滥觞，直接站到了人类
思想在该领域所曾经达到的最高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
看到各个理论分支的差异所在。纲举目张，一览无余，我们可以把握不同学者们进行
各种应用性、推广性工作的发展脉络。

阅读经典，因为经典著作中包含着在该领域科学发展所面临的关键性挑战，以及
大师们如何突破思想的樊篱，做出石破天惊般创造性/开创性的工作。把握其中蕴含
的理论精华，将为我们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下坚固的基石，支撑起未来恢宏的理论大
厦。阅读经典过程中，我们将充分领略到大师们浩繁博大的思想体系、深邃的思考深
度，掩卷沉思，我们的内心是深深地震撼，还是美轮美奂的惊叹？当我们触及到“情
到深处人孤独”的大师们思想内核时，我们是否会产生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英雄情
结呢？

（2） 为什么要阅读原典？

近现代科学技术主要兴起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科学技
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同时，随着教育科研的国际化，目前
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也正在积极参与国际化的学术竞争。因此，外文原典代表着目前
人类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科学无国界，科研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抵触阅读原典，我
们自动放弃了跟踪国际学术最前沿、努力参与国际学术竞争的权利，我们的成果最多
只能是应用型创新，而无法达到理论原创性。

很多同学可能受限于外语水平，感觉阅读外文文献非常吃力，远不如阅读中文资
料来得通畅、迅捷。但是，如果我们只有通过中文文献间接地把握国际学术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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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不仅我们知识更新的速度将要至少滞后 3-5年以上，而且经过别人咀嚼消化后的
知识已经丧失了原汁原味，不可避免的打上翻译者的知识结构和价值立场的烙印。更
为关键的是，我们丧失了设定研究话题的权利，只能做一些重复性、跟踪性的二手研
究。尤其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这一问题尤为重要。近百年来，我国传统文化体系长
期面临着在外部强势文化的全面入侵下，如何实现自身现代化转型的困境？这需要充
分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进行扬弃和创新。阅读原典，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当
代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约束加以取舍，既不妄自尊大，
也不妄自菲薄，重现盛世大唐般容纳各种文明的开放胸怀和文化自信。

（3） 如何阅读经典和原典著作？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概括了做学问的三种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
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
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一概括也适用于阅读经典和原典著作。但
是，如果借用初中课文柳宗元《黔之驴》的寓言故事，则更加形象地刻画出阅读经典
文献的心路过程。

首先，如果有导师指导我们按图索骥，可以直接查找本学科领域的经典文献加以
阅读。但是，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科研发展方向把握能力，我们需要有意识培养自己
发现当前学术关注热点问题和把握未来学术发展动向的能力。如果我们历尽千辛万
苦、大海捞针般终于找到目标文献，这一切紧紧意味着刚刚开始。翻看一下抽象深奥
的理论推导或庞杂的概念体系，犹如贵州的小老虎第一眼见到黔之驴一样，“虎见之，
庞然大物也”，甚至一些意志力薄弱的同学会“虎大骇，远遁”。

第二个阶段，需要抽出大段集中的时间，首先粗浅阅读下原文，基本把握整体思
路；然后仔细阅读，弄懂理论模型的各个细节，一定要不留任何死角。只有这样，才
能实现从刚开始“虎大骇，远遁”的恐惧心理，实现到“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
的心理转换！否则，一旦留下任何理论的死角，或者不求甚解，我们势必无法窥探到
原文的全部机密，内心深处只能永远保持深深地崇拜和敬仰，顶多能够进行一些照猫
画虎式的应用性工作，而无法真正实现理论的突破和超越。

第三个阶段，当我们全部把握了原文的思想脉络和分析方法后，并不意味着阅读
经典的工作大功告成！这才仅仅是第一步，我们需要完成第二步更为关键的从理论（或
者从理论到实践）飞跃。对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问题本身驱动式研究，我们需要进
一步思考：原文理论模型隐含的边界条件是什么？如果修改原文理论适用的边界条
件，将面临哪些新的理论挑战？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践问题驱动式研究，我们需要
进一步思考：作为观察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个理论角度，现有理论模型能够解释
哪些现实的中国问题？无法解释哪些实践问题？由于实践问题的特殊性，原先高度抽
象的理论模型难以普遍适用于各种独特的中国情境。此时，我们会发现哪些所谓的经
典模型也将“技止此耳！”。那么，恭喜你，此时你已经“站在巨人的肩膀”，神圣
的科学殿堂已经向你敞开了大门，正等待无畏的攀登者书写着新的历史。

相关专题：读书荐书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刘德海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2804-575574.html

科研小短文

2022 POMS中国暑期学校

http://news.sciencenet.cn/news/sub18.aspx?id=74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2804-5755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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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S 中国暑期学校

2019 级学员名册

华西班（一班）

姓 名 性别 所在单位 专 业 学 历 导 师 联系方式

靖富营 男 电子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生 李海伟 Fuying0204@163.com

张 涛 男 电子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师
李刚

/StephenShum
zhangtao05@foxmail.Com

常笑笑 女 兰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二 徐广业/申风平 changxiaox@163.com
魏照昊 男 陕西师范大学 区域经济 硕二 柴建 1115981809@qq.com
蔡大海 男 四川大学 管理科学 博一 吴萌 469373416@qq.com
冉 芸 女 四川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吴萌 ranqiyuna@163.com
龚高灿 男 四川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吴萌 gonggaocan@stu.scu.edu.cn
王 方 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师 李华 wangfang@xidian.edu.cn
柴 建 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区域经济 副院长 郭菊娥/汪寿阳 chaijian0376@126.com
吉晓慧 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物流工程 硕二 刘爱军 xhji@stu.xidian.edu.cn
包伊宁 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陈希 1071235510@qq.com
王瑶瑶 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直博 柴建 465717276@qq.com
殷 珊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林军 qiaqia96163@163.com
辛 文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林军 xinwenbupt@163.com
梁 鹏 男 西安交通大学 会计学 博三 胡楠 liangpeng813@163.com
景 飞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林军 fei930209@163.com
李萧萧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高杰 1595185615@qq.com
揣晶茹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高杰 18202993218@163.com
杨 晨 男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林军 hzx123yc@163.com
章陈峰 男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一 高杰 cfzhang713@stu.xjtu.edu.cn
胡君昌 男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王能民 billsudashui@163.com

夏鹏成 男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联合

培养

李刚

/T.C.EdvinCheng
xiapengcheng@stu.xjtu.edu.

cn
吴 迪 男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李刚 13552361171@163.com
佟 一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李刚 tymango96@163.com
屈 俊 男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李刚 ahqujun@qq.com
杨沛森 男 西安交通大学 电子科学技术 硕一 高杰 916958138@qq.com

杨 莹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三 孙新宇
yangyingwill@xjtu.edu.stu.

cn

mailto:Fuying0204@163.com
mailto:zhangtao05@foxmail.Com
mailto:1071235510@qq.com
mailto:xiapengcheng@stu.xjtu.edu.cn
mailto:xiapengcheng@stu.x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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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馨月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二 王能民 493628367@qq.com
史玮璇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王能民 1157307879@qq.com
杨一新 男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王能民 yangyixin@stu.xjtu.edu.cn
梁 博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讲师 王能民 liangbo161600@xjtu.edu.cn
赖旭昕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王能民 lai_xuxin@163.com
张艺馨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一 廖貅武 zgdlzyx@163.com
舒文俊 女 西安交通大学 工业工程 博二 肖忠东 shuwj3034@stu.xjtu.edu.cn
林 峰 男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四 Richard.Fung lfxddz@stu.xjtu.edu.cn
雷卫东 男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师 leiweidong@xust.edu.cn
高 珂 女 西北工业大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 硕一 徐根玖 gaokkke@163.com
郭 苗 女 西北工业大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 硕一 徐根玖 178774281@qq.com
刘广宁 男 西南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一 官振中 18328037282@163.com
何三明 男 西南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二 官振中 982638787@qq.com
石荟敬 女 长安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一 白礼彪 HJ.Shi@chd.edu.cn
王海菱 女 长安大学 工商管理 硕一 王晓燕 Hailing.W@chd.edu.cn
李 鑫 男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四 于辉 723523224@qq.com
王 霜 女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一 于辉 499701903@qq.com
李 锴 男 重庆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硕二 马智利 20170313002t@cqu.edu.cn

唐国锋 男 重庆工商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副教授，

硕士导师

但斌/邵兵家/艾
兴政

tangguofeng@ctbu.edu.cn

方 新 男 重庆工商大学 工商管理 副教授 蹇明 Xin_F@ctbu.edu.cn

李海燕 女 重庆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副教授/副
系主任

但斌 lihaiyan@cqut.edu.cn

雪 梅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二 孙新宇 xm3331@stu.xjtu.edu.cn

李丹阳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一 孙新宇
xiao1193022647@stu.xjtu.e

du.cn
李德龙 男 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三 刘德海 lidelong1989@126.com
宋民雪 女 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三 刘德海 1508494127@qq.com

华北班（二班）

姓 名 性别 所在单位 专 业 学 历 导 师 联系方式

王军进 男 大连海事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二 刘家国 1204703207@qq.com
孔玉丹 女 大连海事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三 刘家国 362470887@qq.com
张 鑫 女 大连海事大学 工商管理 研二 刘家国 598887640@qq.com
徐锡君 女 大连海事大学 工业工程 硕一 陈燕 1787447433@qq.com
孙赫迎 女 大连海事大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曾庆成 heying.sun@dlmu.edu.cn

mailto:leiweidong@xust.edu.cn
mailto:598887640@qq.com
mailto:heying.sun@dl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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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燕 女 大连海事大学 物流工程与管理 教师 yan.zhang@dlmu.edu.cn
崔 进 女 大连海事大学 工商管理 硕二 刘家国 2513437933@qq.com
孙 瑞 男 大连海事大学 工商管理 硕二 刘家国 byron.sun@foxmail.com
曲晨蕊 女 大连海事大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博三 曾庆成 quchenrui@dlmu.edu.cn
马修岩 男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讲师 郭沛俊 maz@dlut.edu.cn
谷文静 女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裘江南 598228662@qq.com

董路安 男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叶鑫
1097992798@mail.dlut.edu.c

n
葛一迪 女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二 裘江南 1275402973@qq.com
钟勤佳 女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三 王建军 jasminezqj@163.com
徐良辰 男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生 王明征 xuliangchen@yeah.net
张 栋 男 大连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讲师 杨晓光 zhangdong@dlut.edu.cn

王天腾 男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二 王旭坪
tiantengwang@mail.dlut.edu.

cn
李 娅 女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二 王旭坪 liya@mail.dlut.edu.cn
刘慧媛 女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1007632048@qq.com
廉 莲 女 大连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 教师 lian.lian@dlut.edu.cn
崔少泽 男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王延章 csz2016@mail.dlut.edu.cn
张 博 男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三 王明征 bozhang18@mail.dlut.edu.cn
李兆隆 男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四 金淳 9192391@qq.com
缪鸿儒 男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王建军 mhruestc@163.com
刘婧玲 女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陈艳莹 1262426581@qq.com
方 伟 男 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一 刘畅 850755450@qq.com
张宇琦 男 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二 白春光 1771061465@qq.com
于 达 男 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 硕一 王文娟 18340807004@163.com
赵志明 男 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一 王新玉 zhaozhiming0822@163.com
何 娜 女 东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二 蒋忠中 nahechn@163.com

卢福强 男
东北大学秦皇岛

分校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师 fqlu@neuq.edu.cn

赵 萌 女
东北大学秦皇岛

分校
管理科学与工程 副教授 邱菀华 ningmeng5072008@163.com

赵 斐 女
东北大学秦皇岛

分校
管理科学与工程 副教授 王文彬 Zhaofei@neuq.edu.cn

鄢章华 男 哈尔滨商业大学 物流工程 教师 yanzhanghua@163.com
王作铁 男 哈尔滨商业大学 企业管理 教师 wangzuotie@163.com
李 平 女 哈尔滨商业大学 劳动经济学 教师 752952314@qq.com
吕 琦 女 吉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张国权 576960042@qq.com
刘 航 男 齐齐哈尔大学 物流管理 教师 375392845@qq.com

mailto:byron.sun@foxmail.com
mailto:maz@dlut.edu.cn
mailto:nahech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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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晨 男 山东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二 张江华
msor_li_yuchen@mail.sdu.e

du.cn
刘 洋 男 山东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张江华 mseliuyang@mail.sdu.edu.cn
祝 蕊 女 山东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三 张江华 497813014@qq.com
徐 伟 女 山东科技大学 物流工程 在站博后 刘曙光 Xuwei972@163.com
蔺康康 男 山东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二 刘新民 lin_kangkang_k@163.com
何 慧 女 山东师范大学 企业管理 硕一 朱立龙 hehui2014@163.com
荣俊美 女 山东师范大学 企业管理 硕二 朱立龙 junmeirong@163.com
胡海清 女 山东英才学院 物流管理 教师 严建援 huhqkelly@163.com
孙亮亮 男 沈阳建筑大学 系统工程 教师 swinburnsun@163.com
雷 亮 男 中国海洋大学 应用经济学(博) 博二 丁黎黎(博) Lei0926@163.com
柴瑞瑞 女 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三 刘德海 chairuirui2013@126.com
康亚玲 女 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吴志樵 284846399@qq.com

华东班（三班）

姓 名 性别 所在单位 专 业 学 历 导 师 联系方式

闫 欣 女 上海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二 卞亦文 yamfbiflyyf@outlook.com
张 文 男 北京工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授 否 zhangwen@mail.buct.edu.cn
王亚静 女 北京工业大学 运营管理 硕一 李健 wangyajing@bjut.emails.edu.cn
李亚帅 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副教授 张学清 liyashuai@buaa.edu.cn
李亚男 女 北京化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二 李想 yananlii@163.com
张博文 男 北京化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李想 zhang-bowen@foxmail.com
刘佳明 男 北京化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师 liujiaming@mail.buct.edu.cn
张思成 男 北京化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副教授 sulivandhi0809@gmail.com
周 畅 女 北京化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李想 ZhouCh28@foxmail.com
田胜男 女 北京化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二 李想 Tianxue7@126.com
蒋玉琼 女 天津大学 工商管理 博士生 毛照坊 295368526@qq.com
毛小寸 女 北京交通大学 物流管理与工程 博一 张菊亮 18113046@bjtu.edu.cn
吴志国 男 北京交通大学 物流管理与工程 博二 张菊亮 17113144@bjtu.edu.cn
郑建华 女 北京交通大学 物流管理与工程 博三 张菊亮 16113135@bjtu.edu.cn
丁肇炜 男 北京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杨建华 dingzhaowei1013@126.com
章 宇 男 西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师 唐加福 zhy.exe@qq.com

mailto:29536852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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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思 女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三 吴锋 zhaosisi@stu.xjtu.edu.cn
李 娜 女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李果 lina91117@163.com
刘梦旗 男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李果 1253103528@qq.com
吴华敏 男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李果 1061269857@foxmail.com
郭红莲 女 北京物资学院 工商管理 教授 侯云先 Ghl1995@126.com
董淑慧 女 复旦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一 吴肖乐 18210690009@fudan.edu.cn
王德瑞 男 复旦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二 吴肖乐 17210690013@fudan.edu.cm

葛敬云 女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二 崔春生 fly1602@126.com

夏 雨 女 河南工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讲师 方磊 xiayu@haut.edu.com
王淑纳 女 菏泽学院 物流管理 教师 Shuna_wang@163.com

梁敏洁 女
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二 杨耀红 1139680616@qq.com

刘 悦 男 南开大学 产业经济学 博一 李响 liuyue137177@163.com
高锦艳 女 北京外国语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三 张继科 gaojinyan@bfsu.edu.cn
衡 敏 女 北京外国语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一 张继科 hengmin2042@163.com
黄飞腾 男 北京外国语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一 张继科 huangfeiteng@bfsu.edu.cn
王筱莉 女 上海海事大学 中美物流研究院 硕士导师 赵来军 wxl-0539@163.com
许双双 女 上海海事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一 刘斌、甄学平 xushuang1226@163.com
甄学平 女 上海海事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师 xpzhen@shmtu.edu.cn
陈婉婷 女 上海海事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二 胡志华 wontingshen@sina.cn
蔡诗谨 女 上海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 博一 蒋玮 htzxcsq@qq.com
李彦蓉 女 上海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蒋炜 iyanrong@sjtu.edu.cn
李惠永 男 上海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师 hyl_shu@163.com
党 培 男 天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三 牛占文 dangpei@tju.edu.cn
常 瑞 女 天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张兮 1416998832@qq.com
蔡克元 男 天津大学 工商管理 博三 690683074@qq.com
朱雯雯 女 天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刘炳胜 mrzww1995@163.com
王国利 男 天津科技大学 物流管理 教师 gwang@tust.edu.cn
高润鹏 男 天津理工大学 物流工程 硕二 许垒 gao2635016@foxmail.com
张 帅 男 郑州大学 公共经济管理 博三 刘玉敏 zhang1227zzu@163.com
沙梦一 女 中国科学院大学 管理科与工程 博五 池宏 shamengyi@163.com
柳 阳 女 中央财经大学 技术经济及管理 硕博连读 晏妮娜 Ly13161944393@outlook.com
吴丽荣 女 山西大学 物流工程 教师 drwlr@sxu.edu.cn
赵 宁 男 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与工程 博一 刘德海 yujinxiang_zn@163.com
王天华 女 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与工程 博二 刘德海 wth72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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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班（四班）

姓 名 性别 所在单位 专 业 学 历 导 师 联系方式

王岩岩 女 安徽建筑大学 系统工程 硕二 闵杰 2572288730@qq.com
刘树利 男 安徽师范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师 shuliliu@ahnu.edu.cn
郑 斌 男 东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李四杰 B_Zhengin@163.com
栾淑洁 女 东南大学 物流工程 硕二 薛巍立 1733894712@qq.com
吴梦楚 女 东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薛巍立 seu_wmc@163.com
申飞阳 女 东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二 薛巍立 213133292@seu.edu.cn
胡雨林 女 东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薛巍立 392794917@qq.com
翟优子 女 东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薛巍立 1043062444@qq.com
尚 优 男 东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二 李四杰 shangyou@seu.edu.cn
马世贵 女 东南大学 管理学科与工程 博一 何勇 230189620@seu.edu.cn
王嘉宏 男 福建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 副教授 陆行 jhwang728@hotmail.com
张金华 男 福州大学 管理系统工程 博一 陈可嘉 2942350876@qq.com
郝西浩 男 福州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一 张玲 1636892077@qq.com
纪静娜 女 广东财经大学 物流管理 教师 jijn@gdufe.edu.cn
张 莉 女 广东财经大学 市场营销系 教师 176187692@qq.com
李 良 男 广东工业大学 物流工程 硕一 后锐 6094493232qq.com
刘会民 男 广西大学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讲师 于辉 lhmmath@163.com
贾 静 女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物流管理 教师 樊相宇 jiaj_jg@huat.edu.cn
杜淼蓉 女 湖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二 马超群 dumiaorong@hnu.edu.cn
刘长石 男 湖南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副教授 寇纲 liuchangshi964@126.com
石 艳 女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博士生 张智勇 shiyanhzxy@163.com
王晓利 女 华南理工大学 物流工程专业 硕博连读 张智勇 ecxlwang@mail.scut.edu.cn
赵慧达 男 华侨大学 物流工程 博一 刘家国 371939416@qq.com
封益航 女 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二 胡斌 675997805@qq.com
王莉丽 女 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胡斌 2293069113@qq.com
段妍婷 女 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胡斌 duanyt@hust.edu.cn
唐坚强 男 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祁超 1316125370@qq.com
王万鹏 男 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邓世名 wpwang@hust.edu.cn
陈石斌 女 暨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二 易余胤 605828336@qq.com
李贝贝 女 暨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易余胤 1099350880@qq.com
王 阳 女 暨南大学 企业管理 硕三 王国庆 745704322@qq.com

宋晨阳 男 陆军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博二 徐泽水 luckysongchenyang@foxmail.com

苏志雄
男 南昌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副教授

Tao Hong/
张立辉/乞

suzhixiongbaner@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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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勋

周盼盼 女 南京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师
Dennis
K.J.Lin

zhoupanpan@tju.edu.cn

张巧可 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二 陈洪转 907366510@nuaa.edu.cn
申笑笑 女 南京农业大学 工业工程 直博 李娜 xinjian02698@163.com

陶 章 男 南宁师范大学
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
教师 庞川 T173538073@126.com

林 鑫 男 浙江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周伟华/王

明征
linx612@zju.edu.cn

张 昊 男 浙江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王明征 zhanghao01@zju.edu.cn
严 帅 男 浙江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四 华中生 ys0515@163.com

陈婉莹 女 浙江工商大学 物流 教师
Alain

GUINET
wanyingly@126.com

李 进 男 浙江工商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副教授 朱道立 jinli@mail.zjgsu.edu.cn
吴思思 女 浙江工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二 曹柬 535198089@qq.com
张雪梅 女 浙江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博二 周根贵 xuemeizhang@zjut.edu.cn
许佳阳 女 浙江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硕博连读 曹柬 jiayangxu@zjut.edu.cn
刘卿瑜 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一 董慈蔚 liuqingyu@zuel.edu.cn
姚 鑫 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二 董慈蔚 842930777@qq.com
杜志娇 男 中山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陈志祥 duzhj3@mail2.sysu.edu.cn
白云涛 男 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三 刘德海 274490058@qq.com
李天娇 男 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一 刘德海 tjiao_l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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