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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研究所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上海市梅陇路 130号 
电话：86-21-64253599 
http://bs.ecust.edu.cn 

第三届华东理工大学-旧金山大学国际研讨会 

新时代，新战略: 

中国企业“走出去”与“走上去” 

日期：2018 年 5 月 26 日 

地点：中国 上海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日益涌现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当前全球化的中坚力量。而传统发达国

家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在全球化发展上动力不足、停滞不前。以此为契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

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开始尝试摆脱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依赖，承担更多的全球经济责任并寻找新的

经济增长点。《2016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在 2016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

降 2%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4.7%，创 1961.5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在全球占

比达到 13.5%。共有 2.44 万家境内投资者设立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3.72 万家，覆盖全球 190

个国家（地区）。其中，对外投资并购 765 宗，直接投资就达 865 亿美元。以新兴市场企业为

代表的全球化“新时代”到来了。 

更重要的是，以中国政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尝试发展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新战

略”：“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的相继实施，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

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提供了中国智慧。以“一带一路”为例，到 2050 年，“一带一路”沿

线地区将贡献全球 GDP 增量的 80%，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在此背景下，以“新时代，新战略：中国企业‘走出去’与‘走上去’”为主题，第三届华

东理工大学-旧金山大学国际研讨会将于 2018 年 5 月 26 日在华东理工大学召开。会议由华东

理工大学主办、美国旧金山大学协办，将为学者们就相关问题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我们欢迎学

者、业界领袖、创业者和政策制定者参与我们的讨论。 

会议主题： 

研讨会致力于为学者和管理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任何关于新兴市场企业全球化问题

的议题都受到鼓励。   



2 

 

 

 

 

论文提交： 

我们邀请与会者提交有关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相关研究和议题．．．．．．．。我们设立案例研究、优秀学

生研究等专场活动。若您计划参会，请提供不少于6000字的论文，并包含150-300字的中文摘

要及对应的英文摘要。论文首页需标注作者单位、职务职称、地址邮编、联系电话与邮箱。中文

和英文论文的引用及其他格式请分别参照《管理世界》和《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的格式指南。 

每位参会者的投稿数量不能超过3篇。论文一旦录用，必须保证至少1位作者参会并做报告。 

会议主讲嘉宾： 

待定 

会议筹备委员会（按姓氏字母为序）： 

筹备委员会主席： 

阎海峰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 

杨小华 教授 美国旧金山大学中国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 

筹备委员会委员： 

Roger Chen 教授 美国旧金山大学商学院 

Ping Deng 教授 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商学院 

Di Fan 副教授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管理学院 

Ji Li 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管理学院 

Jane W. Lu 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Marilyn L. Taylor 教授 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管理学院 

Xufei Ma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Francesco Ciabuschi 教授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商业研究系 

Olof Lindahl 博士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商业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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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oul Manasserian 教授  亚美尼亚埃里温国立大学 

Ulf Henning Richter 副教授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Mary Teagarden 教授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Liqun Wei 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管理学院 

William Wei 教授 加拿大麦科文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Jun Xia 教授 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 

  
  

卜茂亮 副教授 南京大学商学院 

陈立敏 教授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陈涛涛 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邓子梁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董临萍 副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杜义飞 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兴技术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杜运周 教授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高非易 副研究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产学研办公室及博士

后管理办公室主任 

关  涛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金家飞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李东红 副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李  平 教授 西交利物浦大学 

李玉刚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龙  勇 教授 重庆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潘春阳 博士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孙  霈 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唐宁玉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田志龙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王  亮 副教授 美国旧金山大学商学院 

王益民 教授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王永贵 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 

魏  江 教授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吴  冰 副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吴建祖 教授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吴先明 教授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4 

 

谢洪明 教授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院长 

徐笑君 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许  晖 教授 南开大学商学院服务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杨桂菊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姚小涛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叶广宇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学系主任 

韵  江 教授 东北财经大学学科建设处副处长 

于晓宇 教授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张  超 新华社瞭望智库副总裁 

张  骁 教授 南京大学商学院 

郑琴琴 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周  俊 教授 苏州大学商学院  

 

 

持续邀请中…… 

组织委员会主席： 

阎海峰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 

杨小华 教授 美国旧金山大学中国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 

组织委员会委员： 

董临萍 副教授（总协调）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吴  冰 副教授（会议联络人）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王  亮 副教授（旧金山大学联络人） 美国旧金山大学商学院 

周海波 老师 华东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王庆飞 老师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汪  颖 老师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丁  一 老师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黄  懿 老师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杨  蕊 老师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重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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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期：     2018年5月26日 

论文提交截止： 2018年3月31日 

录用通知时间： 2018年4月15日 

会议注册截止： 2018 年 4 月 30 日 （本次会议无注册费！） 

注册信息： 

    请下载并填写报名回执表，发送至邮箱: ecust_usf_meeting@126.com。 

姓名 所在单位 职称 邮箱 联系电话 

     

 

期刊支持： 

    本届年会的优秀论文将优先推荐给下列期刊： 

    《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南开管理评论》 

    《科研管理》 

 

 

《科学学研究》 

《管理科学》 

《经济管理》 

《外国经济与管理》 

《研究与发展管理》 

 

会议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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