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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简 介 

本次会议的宗旨是从中国管理现实问题出发，有选择地对政府、

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关心的管理热点与难点问题进行研讨，探索适用的

管理模式和管理工具，促进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的创立、发展与传播，

推动中国管理研究与实践的进步。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受疫情影响，各地商

业活动停滞，全球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各国政府在抓紧防疫抗战

的同时，纷纷出台各类“救急”政策纾解困境。然而突发的疫情还是

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如应对重大疫情的应急管理功能的严重不足、城

市与城市之间隔离后，整个网络化社会被分割为“孤岛”等问题。 

本次会议将围绕“危机管理与中国智慧”这一主题，通过对这次

疫情防控过程的深入反思，探讨危机情形下各个层面的管理问题，集

合我国管理智慧，于疫情迷雾中发掘新的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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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会议报到 

11 月 14 日 09:30-12:00  注册地点：星海假日酒店、大连和怡阳光酒店 

11 月 14 日 星期六 下午“管理学在中国”实践探索 

地  点：东北财经大学之远楼 11 楼国际会议厅 

（每个报告 50 分钟：主报告 40 分钟，点评和对话 10 分钟） 

主持人：陈仕华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4:00-14:10 致辞：张闯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主持人：朱方伟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4:10-15:00 胡冬梅  大杨集团智慧化转型的顶层设计与实践 点评人：赵向阳 

15:00-15:50 林法成  金蝶转型——用IT推动中国管理进步 点评人：谢永珍 

15:50-16:00 茶   歇 

主持人：陈仕华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6:00-16:50 马常伟  中国华录转型发展实践 点评人：胡国栋 

16:50-17:40 赵向阳  解读任正非《采访实录》 点评人：韩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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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 星期日 上午“管理学在中国”理论研究——大会报告 

地  点：东北财经大学之远楼 11 楼国际会议厅 

（每个报告 50 分钟：主报告 40 分钟，点评和对话 10 分钟） 

8:15-8:30 合影 

主持人：张闯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8:30-8:35 致辞：东北财经大学领导 

8:35-8:40 致辞：席酉民  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 

主持人：张闯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8:40-9:30 席酉民  时代呼唤产业家与和谐心智 

点评人：徐二明 

9:30-10:20 罗家德  复杂系统管理中的层次与演化问题 

10:20-10:35 茶  歇 

主持人：孟韬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0:35-11:25 
韩  巍  如何把中国企业家的故事讲得更好：一种

诠释学的观点 
点评人：刘文瑞 

11:25-12:15 魏泽龙  黄帝内经中的管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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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 星期日 下午“管理学在中国”理论研究——大会报告 

地  点：东北财经大学之远楼 11 楼国际会议厅 

（每个报告 50 分钟：主报告 40 分钟，点评和对话 10 分钟） 

主持人：高良谋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4:00-14:50 
郭  毅  领导力与组织文化的建构逻辑——基于马

克思主义唯物观的分析 

点评人：金占明 

14:50-15:40 
杨宜音  本土心理学的视角:以中国人的“关系我”

研究为例 

15:40-15:50 茶   歇 

主持人：白景坤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5:50-16:40 郑文全  有限理性突破与中国式管理 点评人：魏泽龙 

16:40-17:30 
孙新波  基于反管理方法论的企业家管理思想研

究之我见 
点评人：韵江 

大会总结及闭幕 

地  点：东北财经大学之远楼11楼国际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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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人简介 

（报告人简介按照大会报告顺序排序） 

 

 

胡冬梅，女，汉族，1974年出生，辽宁省大连普兰店区

人，1993级物资会计专业本科，1997级会计系研究生，高级

会计师，中共党员，第十一次辽宁省党代表，第十三、十

四、十五、十六届大连市人大代表，第十二次全国妇女代

表。现任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兼总会计

师，中国服装协会理事会副会长，辽宁省工商联执委，辽宁

省妇联执委、常委，大连市总商会副会长，大连市妇联执

委，大连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胡冬梅以其卓越成绩，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褒奖，先后荣获

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中国十大优秀青年企业家、辽宁省

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优秀企业家、辽宁省优秀民营企业

家、辽宁省三八红旗手、辽宁省三八红旗手标兵、辽宁省先

进思想政治工作者、辽宁省纺织服装行业突出贡献企业家、

大连市三八红旗手标兵、大连市劳动模范、大连市优秀共产

党员、大连市创新型经济女性、大连十大女性榜样、大连市

纺织服装行业突出贡献人物、大连金普新区“巾帼建功”标

兵等荣誉称号，她的事迹已载入《新世纪大连市人物大辞

典》。 

 

 

林法成，男，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辽宁省公司总

经理。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分别获得经济

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1年加盟金蝶，历任分公司

总经理、实施服务总监、集团总部产品市场经理、区域总部

咨询总监、区域副总经理等多个岗位；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

（CMC），获得美国生产与库存认证（CPIM），是金蝶集团

著名管理专家，具有多年的IT企业一线中高层管理经验，熟

悉销售、服务、咨询、市场、渠道及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

管理信息化、企业数字化转型、集团企业管控、现代集团企

业财务管理等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曾为国内多家大型集团

企业提供管理数字化转型及信息化咨询与实施服务，在综合

集团、资源采掘及加工业（煤炭、矿石等）、药品制造及流

通、房地产、食品制造及流通、汽车4S店等行业领域有丰富

管理及实践经验。 



第十三届“管理学在中国”年会暨东北财经大学第六届“星海论坛” 

6 

 
 

 

马常伟，男，汉族，1982年出生，辽宁大连人，东北财

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历任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产品事业部

总经理、华录森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大连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工业处副处长（挂职锻炼）。现任华录森宝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华录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 

 

赵向阳博士，男，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北京大学心理系硕士

毕业、德国吉森大学博士毕业。曾经在SONY，SAMSUNG公司

从事市场营销和销售工作，也曾经两次创业，并成功地将公

司出售。管理50人论坛成员之一。发表学术论文十几篇，每

一篇都有独特的贡献。其通俗性文章经常出现在国内一流商

业期刊以及面向企业家群体的正和岛公众号上。许多篇文章

都是10万+，甚至150万+。其中《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从

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2019年9月）流传甚广，

影响巨大。 

 

 

 

席酉民1957年生。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

利物浦大学副校长、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1982年在

陕西机械学院（现西安理工大学）取得物理学学士学位，

1984年在西安交通大学获系统工程硕士学位，1987年获中国

大陆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学位，1993年成为中国管理工程领

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其后曾多次赴加拿大、美国、新加

坡、日本等国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开展合作研究和讲

学。出版著作30余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0余

篇，培养硕博研究生近200名。 

主要从事领导与战略、管理与决策、组织行为与政策、

教育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于1987年创立了“和谐理论”，并

将其扩展成“和谐管理理论”。 

曾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10余项，并获得“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全国

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

誉称号，以及“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等综合性奖励。 



第十三届“管理学在中国”年会暨东北财经大学第六届“星海论坛” 

7  

 

罗家德是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社会学系与公共管理学院合

聘教授、博导，清华大学社会网络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社

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创会主席，中国管理现代化

研究会组织与战略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在学术领域着

重于社会网理论研究，大数据中的社会网分析，自组织过程

研究，并将中国社会的“关系”与“圈子”等特质置于中国

本土化管理研究之中。著有《中国人的信任游戏》、《社会

网分析讲义》、《复杂－－信息时代的连结、机会与布

局》、《中国治理－－中国人复杂思维的九大原则》、《治

道－－复杂系统管理学》等书。同时还组织了社区营造研究

中心在汶川地震灾区乡村以及北京大栅栏地区从事可持续性

发展的社区实验，并举办相关培训，著有《灾区重建纪

事》、《云村重建纪事》以及《社区营造的理论，流程与案

例》等学术论著。 

 

 

 
 

 

韩巍博士，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兴趣：管理基

础理论、本土化管理、和谐管理理论等。 

 

魏泽龙，1980年11月生，管理学博士，现为西安交通大

学管理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

会技术创新委员会理事，副秘书长，2012-2015任国际著名

管理期刊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JMS)（FT45）编

委。现为《Quarterly Journal of Management》，《外国经

济与管理》，《科学与管理》编委，国际TRIZ学会、美国管

理学会(AOM)、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会员。 

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主任。长

期从事中国转型背景下企业创新与创业的相关研究。在国际

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1篇，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3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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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毅，管理学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师，主要研

究领域：本土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杨宜音，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

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心理

学会理事长（2010-2014）、《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主

编。自2016年起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心理学研究所教授，博

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变迁社会

心理学，包括人际关系、群己关系与群际关系、社会心态、

价值观及其变迁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

究》、《心理学报》、《本土心理学研究》（台北）等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郑文全，1974年生，籍贯重庆，管理学博士，教授，博

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辽宁省特聘教授，辽宁

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

式管理、公司治理和非营利组织治理等。先后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课题3项和教育部课题3项，主持国际合作课题和其

他省部级课题10余项，已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

济》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先后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

二等奖、辽宁省首届哲学社会学科优秀论文一等奖、辽宁省

优秀博士论文等奖励10余项。《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

论》等期刊匿名审稿专家，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审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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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新波，管理学博士，东北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

师。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学副院长，东北大学“全球制

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国家一流专业

工商管理专业负责人，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组织与战略管

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管理哲学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中国软科学

研究会理事，中国管理50人成员，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

教学名师，辽宁省教学名师。丹麦奥尔堡大学客座研究员

（2018-2019），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2017）访问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管理哲学及中国情境管理、组织与战略管

理、创新及创业管理等。兼任《管理评论》、《管理学

报》、《南开管理评论》等期刊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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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车、用餐及联系人信息 

班车信息： 

日期 时间 具体安排 

11月14日 

13:30 从星海假日酒店、大连和怡阳光酒店发班车至会场 

19:30 从东北财经大学发班车至星海假日酒店、大连和怡阳光酒店 

11月15日 

07:50 从星海假日酒店、大连和怡阳光酒店发班车至会场 

19:30 从东北财经大学发班车至星海假日酒店、大连和怡阳光酒店 

 

用餐信息： 

日期 

午餐 晚餐 

时间 地点 时间 地点 

11月14日 报到后在入住酒店用餐 18:00-19:30 东北财经大学宾馆 

11月15日 12:30-13:30 东北财经大学宾馆 18:00-19:30 东北财经大学宾馆 

 

联系人信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负责工作 

孙晓东 18742520234 会务组组长，会场筹备事宜 

李云波 13387898080 嘉宾及车辆组组长，车辆安排事宜 

于  岚 13322201046 负责注册、财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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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研讨会主会场设在东北财经大学之远楼11楼国际会议厅，指定时间有班车往

返会场与推荐住宿酒店。 

2、推荐住宿酒店及会场设有签到处，参会人员凭会务费转账记录领取会议材料。 

3、错过报到时间的参会代表请于会议期间同会务组联系办理报到注册手续并领

取会议资料。 

4、会务费包含如下事项：会议材料、茶歇、午餐（11月14日、15日）和晚餐

（11月14日、15日）。若因特殊情况提前离会，交纳的会务费不予退还，敬请

谅解。 

5、11月14日晚餐，15日午餐、晚餐凭代表证在东北财经大学宾馆用餐。14日午

餐报到后按会务组指引在入住酒店用餐。 

6、出席会议、乘坐会议班车、参加会议组织的活动时需佩戴代表证，会议期间

请妥善保管代表证，如遗失请及时和会务组联系。 

7、为保证会场安静，请在会场内将手机调整为静音或振动模式；会场为无烟会场。 

8、参会期间请注意人身与财产安全，离开房间时贵重物品请寄存。 

9、会务费发票于会后统一邮寄。 

10、会议未尽事宜及日程变更、临时活动，请随时留意会场发布的通知。 

 

特别提示： 

1、参会人员须提前在微信或支付宝上完成本人“辽事通”和“国务院行程码”

注册。 

2、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参会时请全程佩戴口罩。 

3、参会人员如有发热、咳嗽、咽痛、呼吸困难、呕吐、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和

会务组取得联系，按规定及时就医。 

4、会场设有体温计、口罩、消毒湿巾等防疫物品，供参会人员使用。 

5、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大连市和东北财经大学最新疫情防控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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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论文 

 

此次会议收到了30篇投稿论文，我们以电子版的形式提供给来现场参

会的各位参会人员，下载链接如下： 

方法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Fes0_PTPI93NyLn0Whjgw 提取码: a5g3 

方法二： 

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会议论文。 

 



第十三届“管理学在中国”年会暨东北财经大学第六届“星海论坛” 

13  

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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