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 月 17 日 至 18

日，由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和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主办的第二届政治学与国际关

系学院联盟院长论坛在我校举

行。来自“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

家大学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

院院长、主任分别就“‘一带一

路’与互联互通建设”以及“国际

关系学院在互联互通建设中的

地位和作用”展开学术交流。

副校长陈志敏在开幕式中

致辞。他表示，复旦大学一直致

力于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各

国大学的联系，政治学与国际关

系学院联盟是一种很好的院对

院多边交流机制。自 2018 年创

立后，今年又有更多学校的学院

加入了联盟，许多新的项目也提

上了联盟工作的日程。借此，希

望进一步加强与各沿线大学的

联系，促进沿线国家的政治学科

和国际关系学科共同提升。

论坛首日，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阐述了互

联互通理论。多位政治学和国际

关系学院院长、主任分别分享了

各自见解。翌日，与会代表们就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联盟在

互联互通建设中的作用”进行探

讨，介绍了彼此所在院校开展的

多样实践。

据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

院联盟（Union of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简 称

USPIR）由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和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

院于 2018 年正式发起成立，联盟

成立初期由 13 个国家代表性大

学的 13 家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

院组成，到 2019 年第二届联盟会

议召开，已经有 19 个国家的 21

家学院参加联盟网络。 文 /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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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举行
赵纯均、贾建民、杨百寅、雷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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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1 日 上午，

2019 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

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隆重

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名誉

理事长赵纯均获颁“复旦管理学

终身成就奖”；深圳高等金融研究

院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

院校长讲座教授贾建民，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伟创力讲席教授

杨百寅获颁“复旦管理学杰出贡

献奖”；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及首席执行官雷军获颁“复旦企

业管理杰出贡献奖”。

原国务委员、第十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出席

颁奖典礼，并为今年的“复旦管理

学杰出贡献奖”“复旦企业管理杰

出贡献奖”“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

奖”获奖人颁奖。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理事

长、校党委书记焦扬，上海市政协

副主席张恩迪，复旦管理学奖励

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香港中文大

学原校长刘遵义先后在颁奖典礼

上致辞。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

秘书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基铭

主持了论坛开幕式暨颁奖典礼。

我校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许宁生宣读了获奖名单。复旦管

理学奖励基金会原执行理事长、

我校原党委书记秦绍德，复旦管

理学奖励基金会原副理事长、原

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山在，复旦管

理学奖励基金会评审委员会主席

吴启迪，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银

联董事、电子商务与电子支付国

家工程实验室理事长、主任柴洪

峰，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副秘

书长、校党委副书记许征，副校长

陈志敏等嘉宾出席颁奖典礼。

2019 年复旦管理学奖获奖

人，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的理

事、监事，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历届获奖人代表，国内管理学界

部分学者代表，以及我校师生约

200 人一起见证当日盛会。

21 日上午，2019 复旦管理学

论坛同期开幕。以“人工智能在金

融领域应用的思考与实践”为主

题，柴洪峰院士做主旨演讲。

本届论坛立足大数据时代、

聚焦国家战略，围绕工商管理领

域的发展成果，多位“复旦管理学

杰出贡献奖”获奖人及活跃在管

理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

产、学、研、用各领域杰出代表受

邀围绕“大数据时代的创新发展”

探讨新经济下大数据发展的机遇

与挑战。

21 日下午，三场平行分论坛

在管理学院举行。与会专家学者

围绕“大数据时代的营销科学与

营销学科发展”“金融科技与大数

据时代的信息披露和监管”“大数

据时代下的人力资源与工商管理

研究”分享了各自最新研究成果

与思考。 文 / 卢晓璐黄薇

本报讯 10 月 15 日上午，复星集团董事长、我校校董、89 届

哲学系校友郭广昌与著名华人导演李安共同走进校园，来到相辉

堂与近 700 名学子一起开展主题为“双子双生，旦兮复兮”的对话

交流活动，鼓舞青年学生励志前行。当天，校党委书记焦扬、校长

许宁生、校党委副书记许征等分别与郭广昌一行会谈。 文 / 宗和

郭广昌携李安对话我校青年学子

许宁生主持第六次集中学习

研讨并讲话。学校党政领导班子

成员参加学习。部分机关部处负

责同志列席。5 位优秀教师代表

在会上发言。

许宁生指出，“三全育人”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

求，是构建学校“大思政”格局的

重要抓手，也是加快推进“双一

流”建设的重要内容。希望全校

广大教职工和学校各级部门在思

想上行动上进一步增强育人意

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

“国家意识、人文情怀、科学精神、

专业素养、国际视野”的育人特

色，培养一批又一批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许宁生强调，广大党员教师

要率先做表率、当先进，不断增强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感责

任感，带动广大教师积极投身“三

全育人”。全校广大教师、思政工

作队伍和干部职工，要不断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按照“四个服务”

的要求，查找自身的不足和差距。

教师的师德建设和学生的德育教

育必须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

推进。

许宁生指出，要进一步研究

明确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等群

体的“三全育人”任务要求，有针

对性地完善实施方案、规划实施

路径、明确任务清单。“三全育人”

的指标要纳入“双一流”建设目

标进行全面考核，建立综合、可量

化、分层分级分类的指标体系，按

照培养能够服务国家战略、能承

担科技创新和科教兴国重任、掌

握未来的复旦人的目标导向，进

一步落实落深“三全育人”和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

许征、张人禾、“双一流”建设

办公室主任李粤江、党委学生工

部部长徐阳作交流发言。

许征表示，要深入推动复旦

教师队伍做到“两个所有”。要在

分析研究上下功夫，整体把握好

教师群体的思想政治现状；要在

提升教师育人意识上下功夫，弘

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在细

化落实上下功夫，强化目标导向；

要在条件支撑上下功夫，加强对

教师育人能力的培育。

张人禾表示，要深刻理解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在研究生培养

中建立完善的立德树人育人体

系。要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加强导师师德师风教育，营造团

结向上、和谐进取、充满科学精神

的实验室文化。

文 /李斯嘉归彦斌

（上接第 1 版）为上海管理人才

培养、管理教育发展提供智力支

撑，在上海探索超大城市治理、

推动城市管理能力提升等方面

更好发挥专业作用。

管理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

委员们表示，一流城市孕育一流

大学，一流大学成就一流城市。

将积极对接上海城市发展对管

理人才、管理教育的需求，开展

深入讨论、提出意见建议，汇聚

国际资源、推动交流合作，为上

海城市发展、城市管理贡献智慧

和力量。

市领导陈群，校党委书记焦

扬、校长许宁生参加会见。

文 / 宗和

（上接第 1 版）引导教师实现职业

目标，关注学生发展，担负育人使

命，成为合格的科研工作者和教

育工作者。

副校长张志勇表示，要重视

调查研究，正视问题，以真抓实干

的精神和不畏困难的勇气，着力

提升“三全育人”过程中的硬件设

施保障，全方位、多层次地优化校

园育人场景，以服务管理育人促

进“三全育人”，为学校“双一流”

建设作贡献。

副校长陈志敏表示，要将文

科科研、对外合作纳入“三全育

人”过程，推动智库科研育人和国

际实践育人，引导学生深入参与

智库科研服务，在国际实践育人

方面形成品牌项目，培养学生服

务国家的意识，实现个人成长，形

成复旦育人创新模式。

副校长张人禾表示，要在研

究生思政课程内容、授课方式、教

师队伍建设方面进行改革与创

新，推动授课方式多元化，增加案

例教学、讨论课、实践课的比例，

提升学生课程参与度，提高思政

课的教学成效。

副校长徐雷表示，要加快实

施《本科教育行动计划 2.0 版》，

打通六度育人空间，建设本科生

院、课程思政、卓越拔尖计划、国

际合作交流计划和信息化建设的

2.0 版。

校党委常委、上海医学院党

委副书记、副院长徐军表示，要着

力构建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

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统筹推

进学科、教学、教材、管理和思政

工作体系建设，把“三全育人”转

化为学校的文化，转化为制度设

计，转化为政策举措，内化为中国

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

音 大力营造“立德树人从我做起”的浓厚氛围

姻 陈至立为 4位 2019 年复旦管理学奖获奖者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