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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群工作呈现良好局面 

 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落实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制定《管理学院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方案》《管理学院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

作指南》，为师生党员购买《党章》《准则》等学习资料，组织集体学习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的辅导报告。教工党支部开展“两学一做”专题学习 28次，学生

党支部开展“两学一做”专题学习 36次，“哈工大功夫”主题组织生活会 16

次，“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会 12次。 

 学院全部党支部按照要求完成了换届工作：选举了新支委会，产生了新书记。 

 完成党员发展和党校培训计划：全年共发展党员 77人，转正党员 57人，举办

积极分子培训班，发展对象培训班，预备党员培训班，“党员骨干培训班”。 

 做好党员再教育和毕业生党员教育：举办“先锋”党员讲坛 5期、党支部分讲

坛 12 期，共有 6 个党支部获批“梦想• 担当”党支部活动立项，开通学生党总

支微信平台，及时、定期、有效的将学习信息传递给每位学生党员。 

 学院斩获多项大奖：马云香获得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称号，惠晓峰获校优秀共

产党员十佳称号；张瑞金获校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学生党总支获校先进基层

党组织十佳荣誉称号；薛景同学获优秀学生党支部书记；刘笑辰等三位同学获

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党群工作成果丰硕。召开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六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学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大会；“教职工七彩之家”投入使用；学院办公室荣

获校“三八红旗集体”称号，获工会课题立项 3项，徐蕾、张庆普获校先进个

人，王春霞获“三八”红旗手，孙开锋获“五好”家庭，2次承办举行“经管

杯”校教职工羽毛球赛。 

 

 

  

马云香获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称号 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 

教代会暨职代会召开 惠晓峰教授在学校七一表彰大会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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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断推进学院制度与环境建设，提升学院工作科学化水平 

 修订学院使命：融汇中西文化、创造管理新知、培养社会栋梁、贡献国家发

展。 

 继续完善制度建设：先后出台《管理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管理学院

督导检查工作办法》、《管理学院系主任选拔任用实施细则》等制度。按时召开

党政联席会议，建立党政联席会议纪要向全体教职工公开制度，全年召开党政

联席会议 28次，讨论事项 390项。 

 启动财务预算制：经过 2016年度财务预算测试运行及分析，初步完成学院财务

预算工作方案，启动 2017年管理学院财务预算编制工作。 

 继续推进商学院认证工作：启动中国精英商学院认证（CAMEA），进行了资格审

查现场访视评审工作，并获得申请资格批准。继续推进 AACSB国际精英商学院

认证工作，组织启动初始自评报告 ISER撰写工作，完成教学质量保证体系试运

行，教师资质认定与分类等工作。2016年 AACSB认证委员会为我院指派了认证

导师香港大学 Patrick Chau 教授，对我校进行了首次访视和差距分析。准备迎

接 2017 年 AMBA再认证。 

 学院软硬环境建设：完成了管理楼 6个楼层卫生间热水器加装改造，完善 MBA

招生、财务管理等学院在线办公系统，启用学院会议室教室在线预约系统，更

新学院硕士生工作室、博士生工作室装备。 

 启动筹备主题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背景下的管理学院发展战略”的管理学院

2017年度战略研讨会。 

新修订的学院使命 

学院改造的教师办公室样板间 学院“七彩之家”职工小家 

学院会议室预约系统上线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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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步实施人事制度改革，人才和师资队伍建设成绩斐然 

 推进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作为试点单位启动人事制度改革，起草管理学院教师

分类方案、长聘岗聘岗考核方案、准聘岗聘任方案、院聘岗聘任方案等人事制

度改革方案，完成长聘岗聘任相关工作。 

 推进行政人事制度改革，启动学院院聘行政人员聘岗与薪酬制度修订,完善行政

人员培训、考核机制。 

 推进国际化师资招聘。按照国际化的教师招聘流程，启动 2016年度师资招聘工

作，组成年度招聘工作组，通过参加 AOM、ASSA、ICIS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参加学校人事处组织的美国招聘宣讲团，全年进行了 9次海内外人才引进校园

面试。组织宣传面向人才引进工作的“神舟论坛-经济与管理分论坛”，7位海

外学者来校应聘。 

 新引进高端人才 4人。组织与人力资源系引进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西南财

大教授、牛津大学访问学者金家飞，任教授；公共管理学科引进巴黎综合理工

大学博士、国际能源署研究院刘洋，任副教授；战略与创新系引进美国乔治亚

州立大学博士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管理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吴秉儒，任助理

教授；市场营销系引进韩国高丽大学博士吕敏先，任助理教授。 

 博士后工作成效显著。积极利用学校师资博士后制度，引进 1名外籍师资博士

后。在 2016年全国博士后流动站评估中，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被评为

中国优秀博士后流动站。 

 院长叶强教授获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郭熙铜教授入选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张自立副教授、袁绪川副教授入选哈工大优秀青年拔尖人才计划。  

吴秉儒 吕敏先 

叶强 郭熙铜 

金家飞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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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本科生培养体系，本科教学工作成果丰富 

 实施本科生大类招生与大类培养。完善了《哈工大管理学院本科工作细则》，成

立学院招生办公室，实施“经济管理试验班”本科生大类招生工作，试行高考

奖学金制度，2016 年本科生第一志愿报考比例由 2015年的校内第 11位提升至

2016年的第 6位；初步完成 2016版本科生大类培养方案，启动 17 门大类平台

课建设。 

 培养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完善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育机制，在全国各类大学

生创新比赛中获省级以上奖项 14项，学生团队夺得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

用大赛特等奖；启动“哈工大创新广场”，完成了学生活动中心“创新广场”环

境建设，并获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立项，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立项

1项（A类）；与研究生院联合举办哈工大第四届创新创业大赛。 

 推进学院课程建设工作，多门课程获得重要奖项。《会计信息系统》和《管理信

息系统》两门课程获得教育部认定的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称号；

会计信息系统 MOOC 课程建设项目获 2016 年度“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在线

教育奖励基金优秀项目”，艾文国教授获在线开放课程优秀教师奖；新增 2项在

线开放课程立项（高艳茹、李文华），累计 7项在线开放课程立项；获得学校首

批混合式教学模式建设资助项目 3项（艾文国、张莉、高艳茹），其中重点项目

1项；有 4门新生研讨课获得立项资助（惠晓峰、王铁男、梁大鹏、李国鑫）；

3门创新研修课获得立项资助（胡珑瑛、郭熙铜、杨洋）；校文化素质教育优秀

课程立项 3项（姜明辉、程巧莲、杨洋）。  

高艳茹老师 MOOC 课程视频截图 哈工大第四届创新创业大赛 

网络创新应用大赛特等奖获奖证书 本科经管试验班微信宣传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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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研究生教学工作稳步推进 

 启动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继续完善和强化博士生招生及培养机制，博士

生培养质量进一步提高，多位同学毕业后到包括厦门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在

内的知名大学任教。 

 学院举办第五届“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共计 18名学生获得我院 2017年

研究生预录取资格。 

 卢乃吉研究员、王延青副教授和姜维副教授遴选为博士生导师，袁绪川副教授

遴选为硕士生导师。 

 邵真副教授荣获学校第五届青年教师研究生课程教学竞赛“二等奖”。 

 袁绪川副教授获 2016年美国西雅图最佳教学案例研究奖 (Best Teaching Case 

Studies Award), 46th Annual Meeting of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卢乃吉 姜维 王延青 袁绪川 

邵真副教授获课程教学竞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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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学科科研工作，学科科研工作再创佳绩 

 完成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及公共管理 3个学科的全国第四轮一级学科整

体水平评估工作。 

 完成“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及“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教育部专业学位评估。 

 调整优化院内机构。按照国际一流商学院的建设目标，组建“金融系”和“经

济与贸易系”；“营造与房地产系”重组调整至土木工程学院；7个系行政班子

完成换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取得好成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15 项，“大数

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重大研究计划培育课题 2项，年度科研总经费达

1620万元。 

 国际主流期刊和顶级期刊论文等高水平研究成果持续增加。新增发表 UTD期刊

论文 2 篇(累计发表 5篇)，学院进入 UTD 全球商学院学术研究排名行列，连续

两年学院年度学术贡献进入全球前 300名，其中 IS领域近 5年学术成果排名全

球 129 名，在包含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在内的中国区位列前 10。2016年学

院研究成果在 SCI/SSCI 检索主流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总量和人均论文数量继续维

持在较高水平。 

 学院主办和承办了“ 第十一届（2016）中国管理学年会”、“中国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会大数据与商务分析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2016 管理

科学与工程国际学术会议”及“第十四届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学术会

议”。 

 《公共管理学报》荣获“2016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在中

国政治类 198种期刊中位列第一。 

 7项科研成果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大数据与商务分析实验室”获批黑龙江省重点实验室。 

 金融学科成为“中国金融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金融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和

中国金融学年会”理事单位。 

 

 

第十一届（2016）中国管理学年会 第十四届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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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际学术影响力显著提升，国际合作工作取得长足进步 

 聘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管理学院院长、MISQ 前主编，国际知名学者 Paulo Goes

教授担任学院首席学术顾问。 

 聘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商学院副院长、MISQ 高级主编，沃顿商学院博士，管理

学国际杰出青年学者顾彬教授担任管理学院“海外学术院长”。 

 2016年学院签署 3个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协议。 

 由我院教师讲授的两门课程，被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硕士项目认可并进入

该校学分。 

 本科生出国及来华留学生比例进一步提升。2016年，本科生出国留学比例超过

20%，学生出境学习、交流人数 180人次；学院目前在读海外留学生 248人。 

 海外学者到我院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 106 人次，学院教师出境进行短期交流 83

人次。 

 2016年 11月，院长叶强受邀参加在亚特兰大召开的第六届 MIS学术领袖会议

(MALC)，并代表中国大陆管理学院作会议发言。 

 2016年 12月，院长叶强在 ICIS2016爱尔兰年会期间，组织并参加由国家自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支持的“管理信息系统院长论坛”。 

 举办 2016 年“大数据与商务分析”研究生国际暑期学校，来自 80 余所国内大

学的 300 余位优秀学生和青年教师参加学习。 

 开设 3 门海外学者共建课程。 
 

Paulo Goes 教授 顾彬教授 

Arun Rai 教授为学员授课 Doug Vogol 教授作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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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拓展专业学位教育国内外市场，为学院发展建设助力 

 2016年 9月，EMBA 哈尔滨班、深圳班（首个）相继开班，全年招生 128人，助

力区域经济发展。 

 EMBA项目不断完善机制，面向市场化竞争，先后与省工信委、蒙牛等公司开展

专题培训班，促进企业创新与转型发展；与法国昂热高等商学院（ESSCA）签署

EMBA联合培养项目合作意向书，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完善 EMBA 课程教学体系，先后举办多期 EMBA公开课、创新创业讲坛、EMBA

（深圳）名家讲堂、海外课堂等活动，丰富 EMBA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丰富专业学位学生课余文化生活，组织参加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国际

EMBA商学院高尔夫年赛、“中兴之夜”专业学位新年联谊会等活动。 

 推动学院 MBA、MPA 等管理教育项目的创新发展，向省物价局和省财政厅申请学

费区间管理机制，并获得批准。 

 MBA、MPA及 EDP 项目启动与 EMBA项目一起向深圳校区发展的计划，为我院科

研与学科建设拓展资源。其中，MBA项目完成了首次深圳提前批面试工作。 

 MBA教育中心入选“2016中国最具价值 50MBA”及“区域最佳选择推荐”机构

单项奖，惠晓峰教授入选“2016 中国 MBA 杰出教授”。 

 于渤教授，张莉教授，刘宝巍老师撰写的 MBA教学案例入选第七届“全国百篇

优秀管理案例”。 

 两篇 MPACC 案例成功入选“中国专业学位中心案例库”。 

                   

 

 

  

 

EMBA 名家讲堂 

2016 年 EMBA 班入学合影 

MBA 中心获“中国最具价值 50MBA” EMBA 海外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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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坚持立德树人，不断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始终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认真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要求，着

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院开展“我为核心价值观

代言”、“我和我的中国梦”、“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哈工大功夫”大讨

论等主题教育活动 14次， 

 坚持精神引领，典型引路的有效做法，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哈

工大校训精神、管理学院精神传统教育相结合，加强班风学风和寝室文化建

设，引导广大学生养成良好学习生活习惯。“老前辈话传统”学院精神教育 7

期，“青春·榜样”大学生先进事迹报告会、小型报告会 12场，500 余人次参

加“四早一晨”、“21天笔记打卡”习惯养成计划，组建学霸讲解团、党员和普

通同学帮扶对子营造互助学习氛围，党员寝室挂牌、设立公寓图书角、星级寝

室评比促进学生良好习惯。 

 启动实施首届本科生经管类学术论坛。 

 学院团委连续 12 年获评校红旗团委。 

 1410101 班获校十佳学习型集体，马丁媛获校十佳学习之星 

 1320401 团支部获评全国高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团支部”。 

 1410101 团支部获评全国高校“活力团支部”。 

 

 

  

“青春·榜样”先进事迹报告会 

 

管理学院运动会工作人员合影 

“四早一晨”习惯养成计划 

 

1410101 班获全国高校活力团支部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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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发挥学院学术及人才优势，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按照学校整体的部署和要求，2016年，管理学院积极发挥学术及人才优势，主

动“走出去”与地方政府等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为区域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把

脉，助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学院 EDP 中心成立一周年，积极拓展培训项目发展空间。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哈工大基地正式依托 EDP中心开展培训项目；与江西航天科创发展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协议，联合创建“航天科创—哈工大管理学院”江西研究院；开发

了工信部特色化项目、国际化项目、企业内训项目、公开课项目。 

 EDP中心在全国 EDP 联盟年会中，获得最佳项目创新奖。 

 积极为龙江企业发展服务，举办黑龙江蒙牛幸福乳业销售有限公司 Leap 

team、黑龙江电信、中国一重机械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等培训班。 

 EMBA2016 校友年会以“树信龙江 你我担当”为主题，号召全体 EMBA 学员为创

新龙江、公益龙江、诚信龙江、荣耀龙江发展服务。 

 院长叶强担任哈尔滨市科技局“科技创新讲坛”主讲嘉宾，为市科技局系统党

员、干部讲授“互联网与大数据环境下的企业竞争”；出席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上线运行仪式，并为政府负责人解读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开放的意义。 

 副院长马涛挂任宁夏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梁雪峰教授推荐为市政协专家

智库专家，夏昊副教授作为青年专家挂职平房区招商产业促进局副局长，郭海

凤教授当选为哈尔滨市政协委员，刘仁辉副教授当选为南岗区政协常委。 

 马涛教授受哈尔滨新区发展规划专项工作组邀请主持并参与编写《哈尔滨新区

多规合一技术规程》，完成五常、宾县、通河、桦南四个县市的十三五规划编写

工作，通过多规融合为市县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树信龙江 你我担当”EMBA校友年会 
叶强教授出席哈尔滨市政府数据开

放平台上线运行仪式 

黑龙江蒙牛幸福乳业销售 

有限公司 Leap team 培训班 
EDP 中心获最佳项目创新奖 

“航天科创—哈工大管理学院” 

江西研究院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