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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馨提示

一、请参会人员遵守会议时间，按时出席会议。

二、请参会人员佩戴口罩，提前10分钟进入会场，入场后请关闭移动电话

或将其设置到振动状态，保持会场良好秩序。代表证是参加会议、进入会

场凭证，请随身佩戴。

三、请妥善保管会议有关资料及随身贵重物品。

四、会议签到时间（地点）：

6月26日08:00-11:00（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楼报告厅）

五、主会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楼报告厅

分会场：

A1分论坛 （阅江楼543会议室 腾讯会议ID：885 439 365）

A2分论坛 （阅江楼542会议室 腾讯会议ID：423 421 218）

A3分论坛 （阅江楼545会议室 腾讯会议ID：936 659 130）

A4分论坛 （阅江楼546会议室 腾讯会议ID：809 340 676）

A5分论坛 （阅江楼429会议室 腾讯会议ID：291 584 704）

六、会务组总协调人：

梅老师：13810765808

程老师：13922107972

协调人：

赵老师：15240231918

吴老师：1565191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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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坛介绍
论坛简介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年度高端论坛”由《经济管理》杂志社创立并主办，

宗旨在于针对中国工商管理研究中现存的问题，探寻中国工商管理研究的

规律和路径，促进国内工商管理学术界的互动与合作，稳健、踏实、持续

提升国内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办学和研究水平。本论坛自2008年1月首次在北

京举办以来在国内外受到切实关注和热烈响应。本论坛将采取嘉宾学术报

告、学科分论坛互动、专题圆桌对话等方式，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交

流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工商管理研究创新问题。

论坛主题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年度高端论坛”（2021）将于6月25-26日在江苏省南

京市召开。本次论坛由《经济管理》杂志社主办，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

院承办，主题为“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的中国工商管理研究创新”。

本次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分论坛设置战略管理，组织行

为与人力资源，会计与绿色金融，旅游、营销与供应链管理，区域一体化

发展等主题。

主办单位

《经济管理》杂志社

承办单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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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议程

2021 年 06 月 25 日（星期五）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9:00-21:00 参会代表报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气宾馆大厅

2021 年 06 月 26 日（星期六）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8:30-9:00 开幕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楼报告厅

9:00-9:20 合影 滨江楼报告厅外广场

9:20-12:00 主旨演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楼报告厅

12:00-13:30 午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西苑食堂一楼

14:00-17:00 分论坛

分论坛一: 战略、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商学院阅江楼 543；腾讯会议 ID：885 439 365）

分论坛二: 营销与供应链管理

（商学院阅江楼 542；腾讯会议 ID：423 421 218）

分论坛三: 会计与绿色金融

（商学院阅江楼 545；腾讯会议 ID：936 659 130）

分论坛四: 区域一体化持续性发展

（商学院阅江楼 546；腾讯会议 ID：809 340 676）

分论坛五:绿色创新管理

（商学院阅江楼 429；腾讯会议 ID：291 584 704）

17:00-18:00 闭幕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楼报告厅

（腾讯会议 ID：253 212 749）

18:00-19:30 晚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西苑食堂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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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幕式（地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楼报告厅）

（时间：上午 8:30-9:00）

主持人：胡明保 总会计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常委）

致辞人：李北群 教 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长）

史 丹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管理》主编）

刘 普 处 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期刊与年鉴管理处）

合影 （地点：滨江楼报告厅外广场；时间：9:00-9:20）

二、主旨演讲（地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楼报告厅）

第一阶段 9:20-10:50

主持人：郑江淮 教授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主讲人：史 丹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管理》主编）

题 目：碳中和与中国工业发展

主讲人：赵曙明 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人文社会科学资

深教授）

题 目：数字经济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八大议题

主讲人：李维安 教授（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

题 目：搞好绿色治理能带来什么？

第二阶段 10：50-12:00

主持人：刘建丽 研究员（《经济管理》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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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汪旭晖 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

题 目：数字经济如何助力碳中和

主讲人：魏玖长 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题 目：产品召回信息扩散与召回策略研究

主讲人：邱玉琢 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主持））

题 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物流和供应链管理发展与研究创新

午餐（地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西苑食堂一楼；时间：

12:00-13:30）

三、分论坛（14:00-17:00 其间 15:20-15:40 茶歇）

分论坛一: 战略、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商学院阅江楼 543）

（腾讯会议 ID：885 439 365）

主持人：彭正银 教授（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

点评人：杨 林 教授（南京财经大学）

彭本红 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彭 伟 副教授（常州大学）

李先军 副研究员（《经济管理》编辑部）

报告论文：

1.多层次视角下员工绿色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报 告 人：徐晓玮（常州大学）

主点评人：杨 林 教授（南京财经大学）

2.企业家特质与社会企业绩效

——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与合法性机制的调节作用

报 告 人：赵春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主点评人：彭本红 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3.活下来还是活得好？——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工作不安全感与职业探

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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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人：刘 婧（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点评人：彭 伟 副教授（常州大学）

4.竞争战略、绿色创新模式与企业绩效

报 告 人：谢 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主点评人：李先军 副研究员（《经济管理》编辑部）

5.儒家文化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

据

报 告 人：王玉璋（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主点评人：彭正银 教授（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

6.可持续转型理论溯源、发展路径与中国的实践分析

报 告 人：黄天航（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主点评人：杨 林 教授（南京财经大学）

7.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机融合

报 告 人：郭利清（湘潭大学）

主点评人：彭本红 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8.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on the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Energy
Sources

报 告 人：马浩燃（上海理工大学）

主点评人：彭 伟 副教授（常州大学）

9. 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

——注意力配置与合作赋能双重视角分析

报 告 人：双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主点评人：李先军 副研究员（《经济管理》编辑部）

分论坛二: 营销与供应链管理 （商学院阅江楼 542）

（腾讯会议 ID：423 421 218）

主持人：杜鹏程 教授（安徽大学商学院院长）

点评人：袁广达 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范公广 教授 （石河子大学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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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萍 编辑（《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报告论文：

1.高新技术企业棘手管理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一项定性比较分析的

研究

报 告 人：王 璇（南京大学管理学院）

主点评人：袁广达 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报 告 人：李 琦（辽宁大学商学院）

主点评人：范公广 教授 （石河子大学经管学院）

3.直播营销情境下准社会关系的双刃剑效应——心理契约视角

报 告 人：许浩然（贵州财经大学）

主点评人：蒋 萍 编辑（《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组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报 告 人：蔡呈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主点评人：杜鹏程 教授（安徽大学商学院院长）

5.河南省农户电商渠道转移意愿研究

报 告 人：杨龙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主点评人：袁广达 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6.产业政策、信号效应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制造 2025》准自然

实验

报 告 人：程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主点评人：蒋 萍 编辑（《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7.网络购物与消费升级——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报 告 人：张文韬（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主点评人：范公广 教授 （石河子大学经管学院）

8.直播带货该如何抑恶从善？——基于“翻车”事件的多案例扎根研

究

报 告 人：王新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主点评人：杜鹏程 教授（安徽大学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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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生产率

——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报 告 人：陶云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主点评人：袁广达 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分论坛三: 会计与绿色金融 （商学院阅江楼 545）

（腾讯会议 ID：936 659 130）

主持人：蒋 琰 教授 （南京财经大学）

点评人：郑季良 教授（昆明理工大学）

黄天航 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

王嘉鑫 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闫 梅 博士（《经济管理》编辑部）

报告论文：

1.绿色信贷、企业技术创新与碳中和实现

报 告 人：于 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

主点评人：郑季良 教授（昆明理工大学）

2.绿色信贷政策、信贷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

报 告 人：张泽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主点评人：黄天航 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

3.企业碳信息披露、资本成本与绿色绩效

报 告 人：钱 英（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

主点评人：王嘉鑫 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审计师选择

报 告 人：梁日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主点评人：闫 梅 博士（《经济管理》编辑部）

5.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银行业开放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

报 告 人：何正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

主点评人：蒋 琰 教授 （南京财经大学）

6.货币政策、企业零杠杆策略与实体经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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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人：史璐寒（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主点评人：郑季良 教授（昆明理工大学）

7.“国家队”持股与公司现金持有：提升还是降低？

报 告 人：杨 征（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点评人：黄天航 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

8.股权质押锚定效应与企业创新“粉饰”

报 告 人：牛煜皓（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主点评人：王嘉鑫 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9.碳中和目标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研究

报 告 人：刘斯琴（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主点评人：闫 梅 博士（《经济管理》编辑部）

10.会计数字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 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报 告 人：戈成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主点评人：蒋 琰 教授 （南京财经大学）

分论坛四: 区域一体化持续性发展 （商学院阅江楼 546）

（腾讯会议 ID：809 340 676）

主持人：曹 杰 教授 （徐州工程学院）

点评人：宋 波 教授（上海师范大学）

林必越 教授（厦门理工学院）

纪小乐 编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报告论文：

1.地区经济发展压力会抑制企业绿色创新吗？

——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报 告 人：李晓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主点评人：宋 波 教授（上海师范大学）

2.“抢人大战”能否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基于 280个城市“人才新政”的分析

报 告 人：乐 菡（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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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点评人：林必越 教授（厦门理工学院）

3.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升了城市创新能力吗?
——基于 275个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报 告 人：古丽扎尔·艾赛提（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

主点评人：纪小乐 编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

部）

4.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量化与分摊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例

报 告 人：仲 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

主点评人：曹 杰 教授 （徐州工程学院）

5.大保护”下的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基于生态足迹的考量

报 告 人：肖黎明（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点评人：宋 波 教授（上海师范大学）

6.碳中和目标下可再生能源发展对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

——以发达国家为例

报 告 人：董 峰（中国矿业大学）

主点评人：林必越 教授（厦门理工学院）

7.区域性行政垄断程度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

——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报 告 人：何文剑（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主点评人：纪小乐 编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

部）

8.地方品质、创新与中国城市生产率

报 告 人：范博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主点评人：曹 杰 教授 （徐州工程学院）

9.智慧城市建设、创业活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报 告 人：湛 泳（湘潭大学商学院）

主点评人：宋 波 教授（上海师范大学）

10.数字经济驱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长三角的实证

报 告 人：唐 睿（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

主点评人：林必越 教授（厦门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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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五:绿色创新管理 （商学院阅江楼 429）

（腾讯会议 ID：291 584 704）

主持人：陈关聚 教授 （西北大学创新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点评人：谌飞龙 教授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周彩红 教授 （《阅江学刊》期刊部主任）

张任之 博士 （《经济管理》编辑部）

报告论文：

1.管理费用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一个基于“营改增”改革的准实验研究

报 告 人：姜 丽（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主点评人：谌飞龙 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 CEO健康风险会影响企业创新吗？

报 告 人：罗如君（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主点评人：周彩红 教授（《阅江学刊》期刊部主任）

3.双碳背景下绿色创新搜索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环保忘记的中

介作用

报 告 人：任 静（内蒙古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主点评人：张任之 博士（《经济管理》编辑部）

4.银行风险承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创新数量、质量和效率的

研究

报 告 人：王宇伟（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主点评人：陈关聚 教授 （西北大学创新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5.中小企业生态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

报 告 人：夏靖婷（徐州工程学院管理工程学院）

主点评人：谌飞龙 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6.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的企业创新效应

——来自“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准自然实验

报 告 人：张昭文（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产业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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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点评人：周彩红 教授（《阅江学刊》期刊部主任）

7.“碳中和”目标下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策略选择研究

报 告 人：邹曙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主点评人：张任之 博士（《经济管理》编辑部）

8.创业激情在家庭和社区的积极溢出效应研究

报 告 人：肖雄辉（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主点评人：陈关聚 教授 （西北大学创新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9.社会责任、创新效率与企业绩效：基于资源配置效应与竞争效应的

分析

报 告 人：罗兰英（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点评人：谌飞龙 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四、闭幕式（地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楼报告厅）

（时间：17:00-18:00）（腾讯会议 ID：253 212 749）

主持人：周文斌 研究员（《经济管理》副主编）

1.分论坛成果交流共享（每组 5分钟）

各组召集人或指定人

2.下一届会议承办方宣讲

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王玉 教授

3.本年度论坛小结与下届展望

晚宴（18:00-19:30，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西苑食堂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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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家简介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入选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万人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

支持计划领军人才，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中国工业经

济》《经济管理》《China Economist》主编，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

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兼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

与能源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会、国家能源局、工信部等部委和省市委托课题百余项，在《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等刊物公开发表各类文章 150多篇，撰写

专著 30余部，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学术奖励 3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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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曙明，管理学博士、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企业管

理国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

第二层次）、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江苏省“333工程”首席科学家、

第二届“江苏社科名家” 曾获得教育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获

美国密苏里大学校长最高特别奖章，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主要研究领域有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企业跨国经营等，始终站在中国人力资源

管理研究的前沿，引领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学术研究。最早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引

进到中国，并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出版了 20 余本著作，并在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管理世界》等国内外一流和核心期刊上发表了 300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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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安教授现任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大百科全

书·工商管理卷》主编。兼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联职理事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专家副会长、中央企业外部董事专业资格认定委员会

委员、教育部工商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曾任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天津财

经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工商管理）召集人、中国管理科学

与工程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南开管理评论》主编等。

李维安教授是中国公司治理领域的开拓者，在国内较早并长期从事公司治理、与绿

色治理等研究，于 2001年带领团队率先组织制定《中国公司治理原则》。首次研制出

被称为上市公司治理状况“晴雨表”的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并连续发布中国公

司治理指数（CCGINK）及评价报告至今，衍生和支撑了央视 50指数、央视治理领先

指数、深圳市上市公司治理指数等的开发与研制，为投资者进行价值投资提供依据；带

领团队发布了全球首份《绿色治理准则》，并研制中国上市公司绿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于 2018年 9月发布中国上市公司绿色治理指数（CGGI）。在此基础上，2020 年 9月
又在深交所发布上线了全国首个绿色治理股价指数，被称为 ESG的升级版。为国务院

国资委等重要部委进行中央企业改制与整体上市、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企业家及

国企领导班子成员评价指标设计等政策方案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支持。相关研究成果

分获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第二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基金优秀著作奖、第

六届中国管理科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并获得全国教学

名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入选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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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旭晖，东北财经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国务院第八届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辽宁省特聘教授，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获得者。还兼任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青年分会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高

等教育管理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流通三十人论坛（G30）专家，新零售 50人论坛（NRF50）

专家，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专家，《营销科学学报》等杂志社编委等。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财政部项目、国家发

展改革委项目等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30余项。荣获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影响中国流通发展与改革优秀人物奖和优秀论文奖、

商务部“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二等奖及论著类优秀奖、中国服务业科技创新奖二

等奖、全国商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一等奖、辽宁省自然科

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奖一等奖、中国物流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一等奖、大连市青年科技奖等奖励或荣

誉 40余项。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年度高端论坛（2021）

18

魏玖长，1979年 11月出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另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大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双聘教

授。研究领域为风险分析与组织战略管理。2009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入选，2013年入选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中科院青年人才项目），

2015年获得国家自然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2016年荣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7年入选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第三届优秀会员、

2020年获得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2020年获

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

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等研究项目 10 余项。在《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Risk Analysis》、《JASIST》等国内外知名刊物发表或接受发表论文 100

余篇，国内外引用已达 2000余次。自主开发的案例“Hefei Xingtai Holding Group: Risk

Management”入选加拿大 IVEY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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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玉琢教授现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博士生导师。兼任

教育部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物流管理工作组副组长、中国物流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绿色发展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Springer Nature Operations

Research Forum》副主编、Member of Mathematical Optimization Society、中国系统工程

学会会员、中国运筹学会会员等。曾任南京财经大学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副院长、院学

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青年教师工作组组员、南

京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现代物流重点实验室(南京财经大学)副主任。

邱玉琢教授作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江苏“六大人才高峰”

高层次人才，在国内较早并长期从事低碳物流与供应链系统优化等研究。主持完成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碳排放约束下生产与路径集成优化问题及其算法研究”，在

SSCI/SCI权威期刊《Omega》、《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等发表论文 20多篇，

论文入选 ESI 热点论文和高被引论文。2011年作为主要承担人参与完成国内首个省级

物流指数的编制和发布。相关研究成果分获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

等奖、江苏省教育教学与研究成果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类)三等奖、江苏省教育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高校科学技术研究类)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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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概况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是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重
点支持高校。学校始建于 1960 年，前身为南京大学气象学院，1963年独立建
校为南京气象学院，1978年列入全国重点大学，2004年更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2007年以来，先后实现了江苏省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教育部、国家海
洋局的多方共建。现为以江苏省管理为主的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学校坐落于
南京江北新区，校园占地面积约两千亩。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3万余名、硕
博研究生近 4000名、留学生 1700余名。

学校办学特色鲜明，大气科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在教育部一
级学科评估中蝉联全国第一、获评 A+等级，气象学为国家重点学科，地球科学、
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4个学科跻身 ESI学科排名全球前 1%。
拥有大气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数学、
科学技术史 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4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71个本科专业（含专业方向）分布于理、工、文、管、
经、法、农、艺、教育 9个学科领域，设有“大气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数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现有大气科学学院、应用气象学院、大气物理学院、地理科学学院、遥感
与测绘工程学院、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学院、海洋科学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自动化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与软件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法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管理工程学院、商学院、
文学院、艺术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化学与材料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等 22个专
业学院，设有龙山书院（大类培养）、雷丁学院（中英合作）、长望学院（拔
尖培养）等高水平办学机构。

学校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1700多人，具有博士学位
达 84.90%，具有一年以上境外研修经历达 65.62%。专任教师中包括中科院院
士 2人、海外院士 14人、教育部特聘（讲座）教授 4人、国家杰青项目获得者
8人、国家特聘专家 13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4人、“973计划”和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 14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6人、科技部创新人才
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4人、国家海外引才计划青年学者、教育部
青年学者、国家优青、万人青拔等其他“四青”人才 20余人，以及省部级人才
工程项目入选者、省教学名师等 600多人次。

学校秉承“艰苦朴素、勤奋好学、追求真理、自强不息”的优良校风，恪
守“明德格物、立己达人”的校训，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培养拔尖精英
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国际化人才为导向，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体系。
学校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取得优秀，获得全国教育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入选国家级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校、2019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
经验高校 50强、国家级众创空间。学生获得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金奖、“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及本科组唯一“高教社杯”、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特等奖、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一等奖、中国机器人大赛特等奖、国际计算机
视觉与模式识别大会算法竞赛冠军、中国智能汽车竞赛一等奖、全国三维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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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一等
奖等众多竞赛最高奖项。大学生男排获得全国联赛总冠军。学生参与省级以上
学科竞赛获奖率达 40%，本科生高质量就业率达 97.97%、升学率达 35.11%。
建校以来，已培养各类毕业生 17万余人，校友中涌现出一批两院院士、部委领
导、央企高管、战略专家、国际组织官员等杰出人才，众多校友成为中国乃至
世界气象行业的业务骨干和科研精英，学校被誉为“气象人才的摇篮”。

学校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引领，“十三五”期间，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538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含专题）（134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等 3000多项，获授权专利 3476项。2019年，获批立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204
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4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4项、课
题 8项，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7项，省部级项目 69项，全年科技到账经费
达 4.4142亿元。学校教师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江苏省智库研究与决策咨询优秀成果一等奖、
国家海洋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二等奖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奖
百余项，学校教师还获得卡尔·古斯塔夫·罗斯贝奖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霍
尔顿青年科学家奖等国际性大奖多项。学校外籍教师荣获“江苏友谊奖”外国
专家最高奖项，2位外籍专家入选江苏“外专百人计划”名单。多项研究成果
刊发于《Nature》《Science》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

学校积极推动海内外合作共建，着力汇聚办学资源、拓展办学空间，与全
国各省市区气象局，与中国科学院大学，中科院大气所、海洋所、遥感所、自
动化所，中船重工 724所，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江苏省社科院等建立了全面合
作关系，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全面深化合作，与航天宏图、墨迹天气、象辑知
源、中科三清、华风、中国电科院、太极计算机、旗云中天、富景天策等多家
国内知名企业联合成立校企研究院。建有无锡、苏州、南京和安徽天长等校地
联合研究院和研究生院。与江北新区正式签署校地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与天长市签署响应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办学框架协议，中国气象谷
实体建设全面启动，开启“环南信大知识经济圈”建设新征程。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与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英国雷丁大学、曼彻斯
特大学，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莫纳什大学，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俄罗斯
国立水文气象大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等 70 多所著名高校建立了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的合作关系。学校与英国雷丁大学合作创办雷丁学院，是首批“江
苏—英国高水平大学 20+20联盟”高校；建有国际教育学院，拥有中国政府、
国家汉办、江苏省政府奖学金、南京市政府奖学金等招收来华留学生资格；创
办巴哈马大学“孔子学院”；设在我校的“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区域培训中心”
及“亚太经合组织台风委员会培训中心”，已为 157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 4000
余名高级气象科技人员和管理者，成为全球培训规模最大、质量名列前茅的培
训中心，受到世界气象组织的高度评价和特别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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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简介

商学院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90年代初的经济管理专业和会计学专业。目

前学院设有会计学、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5

个本科专业以及与英国雷丁大学合作开设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化本科专

业。学院拥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会计学专业学位硕士点(MPAcc)、审计

专业硕士、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工商管理专业学

位硕士点(MBA)。目前在校本科生 1875人，研究生 255人，留学生 265人。

目前学院共有教职工 87人，其中教授 13人，校聘教授 1人；副教授 18人，

博士生导师 3人，硕士生导师 26人，另外聘有教育部讲座教授 1人，非全时教

授 2人。学院里省部级人才 6人，有多名导师获得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等荣誉称号，多名教师入选江苏省“333 工程”、“青蓝工程”、“六大人才

高峰”等高层次人才项目。

科学研究方面：近五年来,学院共计承担各级科研项目 145项，其中国家级

21项，省部级 41项，横向课题 23项，合同经费共计 1117.7万元；共发表学术

论文 495篇，其中核心刊物以上论文 416 篇；出版专著 69本；获各级奖励 37

项。

人才培养方面：近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均保持在 98%以上，部分毕业生进入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继续深造，许

多学生到耶鲁大学、悉尼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等国际名校深造或参加

海外访学项目。近三年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76项，其中学院教师参

与指导的“微果驿站”项目荣获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学院学生还在各类学科竞赛、文体活动中获得优异成绩，如“挑战杯”比赛全

国银奖、铜奖；“挑战杯”江苏省赛金奖、铜奖。

优势特色： 学院师资队伍国际化率高，拥有出国学习经历的教师比例超过

50%，教学科研水平较高；学院拥有一流的教学软硬件条件，拥有多个省部级

教学科研平台；学院国际化专业教育特色明显，与英国雷丁大学、美国密苏里

州立大学、法国雷恩商学院、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学院重视学生素质教育，努力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学院开设了多

个学生课外活动俱乐部，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学院

比较重视学生考研工作，定期举办考研辅导班，学生考研录取率逐年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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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会议区域平面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平面图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年度高端论坛（2021）

24

滨江楼

阅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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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气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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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来校交通路线

（一）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推荐方案 1：出站后在出租车乘车点打车，大约 78 分钟抵达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打车费约 200 元左右。

推荐方案 2: 由禄口机场东南口进入地铁站乘坐 S1 号线（南京南站方向），

乘坐 7 站（约 34 分钟）到达南京南站地铁站；站内换乘往林场方向的 S3 号线

（站内换乘 448 米，走路约 7 分钟），乘坐 18 站（约 45 分钟）至泰冯路地铁

站；站内换乘往金牛湖方向 S8 号线（宁天线），乘坐两站（约 6分钟）至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地铁站下车，于 2 号口出站。出站后右转直行 300 米可至学校东

苑南门，后转直行 500 米可至学校东大门。总票价为 10 元。

（二）南京南站

推荐方案 1: 于南京南站负一层 P2 停车场-B 区乘坐出租车，大约 50 分钟抵

达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打车费约 100 元左右。

推荐方案 2：乘坐往林场方向的 S3 号线（站内换乘 448 米，走路约 7分钟），

乘坐 18 站（约 45 分钟）至泰冯路地铁站；站内换乘往金牛湖方向 S8 号线（宁

天线），乘坐两站（约 6分钟）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铁站下车，并于 2号口

出站。出站后右转直行 300 米可至学校东苑南门，后转直行 500 米可至学校东

大门。总票价为 7元。

（三）南京站

推荐方案 1：出站后在出租车乘车点打车，大约 35 分钟抵达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打车费约 60 元左右。

推荐方案 2：步行 255 米至南京站地铁站，乘坐往林场方向的 S3 号线，乘

坐 6站（约 18 分钟）至泰冯路地铁站；站内换乘往金牛湖方向 S8 号线（宁天

线），乘坐两站（约 6分钟）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铁站下车，并于 2 号口出

站。出站后右转直行 300 米可至学校东苑南门，后转直行 500 米可至学校东大

门。总票价为 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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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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