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年会（CMSW 2018） 

通知（新一轮） 

（2018 年 7 月 4-5 日，中国，西安） 

各位专家、学者：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六届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年会（CMSW 2018）的筹备工作继

续推进。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大家据此安排好行程。 

一、 年会主题：知行合一：管理科研与实践的互促发展 

二、 年会时间：7 月 3 日 14:00-21:00 报到（西北工业大学友谊校区管理学院 302 室） 

                    （21:00 以后抵达的参会代表于 7 月 4 日早上 8:00 在主会场报到） 

7 月 4-5 日正式研讨（附件 1） 

三、 会议费：参会者支付会议费 500 元，旅费和住宿费自理。会议费可于 2018 年 6 月

3 日前汇至西北工业大学并注明“CMSW 2018”，也可在报到当天刷公务卡或支付现

金，开具“会议费”发票： 

开户户名：西北工业大学 

银行账号：3700117319200004172 

开  户  行：工行西安西工大支行 

四、 为准确统计参会人数，提前做好年会筹备工作，如果您确定参会，请务必在 2018

年 6 月 20 日以前填写好“参会回执”（附件 2）并通过 E-mail 发送给会务组联系人。 

五、 会议期间有分组研讨交流时段，为了提升效果分享经验，请参会人员报名并积极撰

写发言提纲，最晚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以前将“发言提纲”（附件 3）通过 E-mail 发

送给会务组联系人（发言时间将视报名情况确定，原则上每人 10 分钟） 

六、 会务组联系人： 

苏佳坤：sujiakun@mail.nwpu.edu.cn；18829283825 

杨张茹：yangzhangru@mail.nwpu.edu.cn；15991795168 

七、 报到时发放盖章的会议通知及会议手册 

八、 附件 1：年会日程；附件 2：参会回执；附件 3：发言提纲；附件 4：会议住宿酒店

信息、西北工业大学友谊校区主会场及周边地图；附件 5：乘车路线 

                                                                                                      

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2018 年 6 月 10 日 

  



附件 1： 

第六届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年会（CMSW 2018）年会日程 

时间 议程 

7 月 4 日 年会第一天 

8:30-9:10 开幕式（西北工业大学校/院领导致辞，合影） 

9:10-10:30 
主题发言：学术创业过程中科研与实践的统一----文化双融的视角 

发言人：陈明哲教授（维吉尼亚大学） 

10:30-11:00 茶歇 

11:00-11:30 

特邀报告：决策者人格与组织命运 

报告人：单元庄教授（朝华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太湖（香山）书院

院长） 

11:30-12:00 
特邀报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 

发言人：贾明教授（西北工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 

12:00-14:00 午餐与午休 

14:00-14:45 

专题交流：项目管理研究与实践 

1、项目风险管理实践—大长安餐饮项目的不确定性 

发言人：白思俊教授（西北工业大学、中国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西安华鼎项目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2、项目管理研究：来自现实管理问题的启发 

发言人：郭鹏教授（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市政府决咨委委员） 

14:45-16:15 

青年管理学者论坛：本土管理研究 

1、互联网时代的战略创新：迈向有哲学指导的扎根研究 

演讲人：吴亚军（北京大学） 

2、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和管理研究者 

演讲人：杨治(华中科技大学) 

3、军民融合、全面创新改革实验与中国战略管理研究 

演讲人：田庆锋（西北工业大学） 

16:15-16:45 茶歇 

16:45-18:00 

嘉宾对话：本土管理研究 

嘉宾：陈明哲（维吉尼亚大学）、吴亚军（北京大学）、杨治（华中科

技大学）、韩巍 （深圳大学)、田庆锋（西北工业大学）、 

 

18:30-20:00 晚餐 

  

6 月 17 日 年会第二天 

8:30-10:00 
主题讲座--华夏智慧与管理  

嘉宾：陈明哲教授（维吉尼亚大学）、刘刚（中国建筑设计院 主任） 

10:00-10:30 茶歇 



10:30-12:00 平行分组发言/讨论* 

12:00-12:30 总结及年会闭幕 

12:30-13:30 午餐 

下午 自由活动与交流** 

 

注：*参会者可按自己关注的主题和领域选择参加对应组别的讨论。可选择的分组包括：A）研究—

—战略管理/国际企业管理/创新管理/创业管理；B）研究——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C）管理教学

与实践；D）职业规划与发展。 

** 企业参观活动 (备选项) 

  



附件 2： 

第六届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年会（CMSW 2018） 

回执 

（请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前反馈）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拟参加讨论的分组 

（请保留拟参加组名，

删除其它组名） 

A）研究——战略管理/国际企业管理/创新管理/创业管理 

B）研究——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 

C）管理教学与实践 

D）职业规划与发展 

** 企业参观活动 (是否有兴趣并参加,是[     ];否[    ]) 

备注： 

1.本回执请发至 sujiakun@mail.nwpu.edu.cn 或 yangzhangru@mail.nwpu.edu.cn； 

2.本回执复印（制）有效。 

 

  



附件 3： 

第六届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年会（CMSW 2018） 

分组研讨交流发言提纲 

（请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前反馈，发言时间 10 分钟） 

发 言 人： 

发言主题： 

发言要点（也可以是 PPT）： 

1． 

2． 

3． 

  



附件 4： 

第六届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年会（CMSW 2018） 

住宿酒店信息及周边地图 

会务组与西北工业大学（友谊校区）正禾宾馆以及附近酒店协商好协议价格，参会人员

请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前电话预定，报到后自行前往。 

1.西北工业大学正禾宾馆（西北工业大学友谊校区内） 

前台：029-88491957  。房价：240 元/标间（不含早 早餐 20 元/位） 

2.西安骊苑大酒店（西安市莲湖区劳动南路 8 号 近西工大西门） 

销售部：耿延  18329933531。房价：320 元/标间（含早） 

3.西安神隆大酒店（西安市莲湖区劳动南路 14 号 近西工大西门） 

前台：029-88699988。房价：240 元/标间（含早） 

4.大唐西市酒店（劳动南路 118 号西市五坊） 

前台：029-84117777（五星级酒店，建议通过携程预订房间） 

 

西北工业大学友谊校区周边地图 

 



附件 5： 

第六届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年会（CMSW 2018） 

乘车路线 

以抵达西安骊苑大酒店示例，会议报到地点西工大管理学院以及其他酒店都在周围 500

米范围内。 

1.出租车： 

咸阳机场——西安骊苑大酒店（劳动南路 8号），约 40公里，100元。 

西安火车站——西安骊苑大酒店（劳动南路 8号），约 10公里，25元。 

西安北站——西安骊苑大酒店（劳动南路 8号），约 19公里，50元。 

2.公交车： 

由咸阳机场乘西稍门空港商务酒店线机场大巴（25 元）到西稍门站下车，转乘 201 路

公交车到西北工业大学西门站下车，步行至西安骊苑大酒店。或乘坐出租车（约 10 元）直

接坐到西安骊苑大酒店下车。  

由西安火车站乘 201 路（票价 2.00 元）到西北工业大学西门站下车，或 40 路（票价

2.00元）到劳动南路站下车，步行至西安骊苑大酒店。 

由西安北站乘地铁 2 号线（票价 3.00 元）到钟楼站下车，转乘 201 路（票价 2.00 元）

到西北工业大学西门站下车，步行至西安骊苑大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