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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仲夏之际，万物萌发生长、亦是离别之时。毕业

时，大家从同济奔赴世界、奔向各自的人生；数年之后，

分别许久的经管校友们又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重温

往昔岁月，开启新的旅程。

　　一直以来，学院正是通过与校友间良好的互动来寻

找互相提升的途径。返校季，校友们从世界各地纷至沓

来。举杯叙旧、欢畅共勉之际，大家也时时不忘共举校

友之力，关注学院的新动态，支持学院的新规划。为了给

在校生提供一个与经管杰出校友面对面的机会，为广大

校友搭建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我们推出“经管校友讲

坛”，邀请学界精英和商界领袖激荡思维、共享智慧。我

们举办了“校友慧聚”系列活动，通过不断创新活动的模

式和内容，来集聚校友智慧、关注校友事业发展。我们积

极引导校友参与公益活动、关注校友企业，组织了“蒙眼

音乐会”、参访校友企业等类型丰富的活动，让校友在我

们的平台得到全身心的浸润。

　　同济经管校友会是连接校友和学院的重要桥梁，肩

负着在两者之间建立长期互惠共赢关系的使命，并为校

友的终身发展和学院的长期发展服务。围绕着这一理

念，我们将继续打造学院与校友的“命运共同体”，让彼

此理念相连、命运相融、目标相通。

　　我们以回忆为笔、时间为书卷，书写对同济的依恋和

怀念；我们以爱为基石、以行动为支柱，搭建对学院的支

持。我们感恩在同济经管相遇，在这里成长，也在这里让

情谊留下永恒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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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论坛由我院党委书记金福安主持，副

校长顾祥林致辞。顾祥林指出“希望通过本次

论坛活动，为与会的思想家、企业家、政府官

员、研究者，提供一个经验交流和思想碰撞的

平台，推动产学研结合深度合作，为加快创新

型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绵阳市副市长孙福全以“创新创业政策与创

新创业生态培育”为题，分享了当地军民融合、

培育企业、发展产业的政策创新推动创新创业实

践经验。绵阳市是四川省开展先行先试推进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的试点城市。作为我国重要的国防

军工与科研生产基地，绵阳市积极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和探索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路径。通过出

台系列政策培育和完善服务体系，包括孵化服

务、技术交易服务、资源共享服务、科技金融服

务、知识产权服务，通过规划手段、经济税收手

段和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十有政策”等管理手

段以及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改革为创新创业营造了

良好的环境，从而通过创新创业助推了地方经济

社会的发展。

　　

　　在题为“更好的政策 更好的创新——创新

政策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旨报告中，上

海科学研究所所长骆大进介绍，上海科创中心

要做“四梁八柱”+一套制度+一批项目。“所

有这些改革举措包括四梁八柱，核心就是要构

建一个更富活力创新的生态系统。上海要着力

构建的是创新生态系统，这种创新生态系统不

是线性的，不是单一的，更重要是把创新的要

素和资源能够在生态环境下融通发展，不仅仅

是物理集聚，更重要就是化学反应，最终有化

学的裂变。”骆大进指出，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需要“双轮驱动”，即科技的创新和体制、机

制的创新。同时，创新政策也是这一生态构建

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创新政策不在于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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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20日，同济大学创新创业博览

会“政策创新国际论坛”在嘉定校区举行。论

坛围绕创新创业热点话题进行多维度地讨论，

剖析创新创业热点背后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政

策创新对推动创新生态的意义与路径。同济大

学旨在通过本次论坛，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全球

城市创新创业实践、解读相关政策，加速我国

创新创业发展进程。



　　首先热烈欢迎我院在创新创业领域非常杰出的四位校友加入

我们今天的对话和讨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

进步。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个问题：经济发展的动能正在进

行转换——如果说过去的经济发展是由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制造

所推动，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迫切需要依靠创新来推动中国经济

进一步发展。大家应该也都注意到了最近的一个新闻热点，美国

对中国中兴公司的制裁、禁售已导致中兴公司完全进入一种休克

的状态。

　　这个消息令我们大多数人感到震惊：一个年销售额上千亿巨

型企业会因为外国的制裁立刻陷入休克的状态。我们似乎看到了

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背后的一个致命软肋——核心领域技术的缺

失与落后。因此，首先我想问问身处深圳的阮总，您跟周边创投

界的朋友对这个事件都有哪些讨论和看法？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中兴事件发生后，我们在深圳，在自己的业

务圈子里，也有一些交流。

　　我们身处创投行业的第一线，深刻感受到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是比较复杂的。我国在核心芯片和集成电路半导体的生产研发方面

曾经投入巨资，以前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但是效能怎样？各方意

见不一。作为社会化资本和创投机构，我们在这一领域也做过尝试，

但结果都是惨败的。像芯片、半导体等等的核心技术领域需要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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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0日，在同济大学111周年校庆来临之际，

同济大学经管学院举办“政策创新国际论坛”，并邀

请四位在创新创业领域成绩卓越的校友加入圆桌对话

环节，就我国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政策创新

之间的关系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本文编选

其中的精彩观点和对话，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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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在于提高创新成功的可能性。”

　　

　　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

授Sharker A. Zahra在题为《从全球创新体系汲取

经验：促进创业策略》的主题报告中表示，很

多国家针对创新创业陆续出台政策，大部分政

策旨在鼓励本土与全球创新体系建立联系，以

此获得新的信息、知识、资源和管理技能。其

中，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是技术和知

识转移的一个重要媒介。

　　“全球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

知识库，为了从这些知识库中获益，我们必须

要不断地提高自身吸收能力，同时公共政策也

应该聚焦于这些能力的培养。通过学习可以帮

助公司不断转换升级，同时也能够催生更多新

的企业家。”Zahra教授还表示，虽然跨国公司

进入中国市场的目的与动机可能不符合中国政

府和企业的利益，但是确实为国内市场带来了

新的知识技术、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还为中

国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打开了一扇门。因此，

如何发挥外资的作用从而推动国内的创新创业

活动，是值得政策制定者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校友圆桌论坛环节，深圳市创东方投资

有限公司总裁阮庆国、上海挚达科技创始人黄

志明、返利网创始人兼CEO葛永昌、国动网络

通信集团副总裁郭延贵四位嘉宾就“政策创新

如何助力我国取得关键技术突破”进行了热烈

讨论。阮庆国表示：“创新2.0时代推动科技创

新发展，从产学研向政产学研用转变五个层面

协同发展。”通过这样的协同创新形式链接政

府、产业、学校（科研机构）和用户，让社会

不同分工的优势资源集成化，推动技术创新

上、中、下游的对接和融合，让政策更加精准

地为创新创业服务。

　　论坛结束后，李春燕博士代表三创研究团

队，发布了由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

高等研究院以及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

设立“同济大学创新创业创投（三创）研究中

心”创立的全球首个“三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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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国家对创投类基金的减持给予了一定的优惠，就是加快

了减持的速度，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力度还是很有限。

　　既然科技创新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国家是否考虑对于长线投资

出台一些税收的优惠政策，比如，我这个做长线投资，达到什么年

限，多长时间，我就可以获得税收个税的减免，等等。通过这样来

促进长线资本的形成。

　　中国的创新主要是模式上的创新而非技术上的突破。比如所谓

的“新四大发明”，如果说高铁还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话，那么剩

下的三个主要都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但是，我们仅仅依赖商业模

式的创新是很难实现创新驱动的。所以，如何在模式的创新和真正

的技术创新方面求得平衡，也是我们国家政策相关导向的重要方

面。不知道黄总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期待您的分享。

　　今天很高兴回到母校，我93年在同济大学读汽车工程专业，

98年毕业后在上海大众汽车工作了十二年。2010年以后，我选择

离开大众汽车、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

　　这些年来我明显感受到汽车行业变革时代的到来：汽车的智

能化、互联网化、共享化和电动化都给我们汽车人带来了机会，

让我们有机会浸润在这里面进行原创性的东西。中国汽车行业的

发展，我认为跟国家的“双创”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就是刚

刚骆所长提到对国家新能源汽车行业前瞻性的发展，现在中国是

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也带动了很多创新创业的项目，

在这里面会有一些中国原创的技术和模式相结合的东西。

　　智能汽车一方面是底层技术的突破，比如说汽车的新能源和

安全性，另一方面是应用场景——这两方面，一个是技术的突

破、一个是模式的创新，您平时在管理公司和开展研发活动时如

何来平衡这两种不同的要求？

　　现在的创新跟以前的创新模式不大一样。从汽车行业的角度

来说，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汽车零部件生产，转变为现在

的整个汽车产业的变革。因为汽车的研发体系供应链体系都已经

非常成熟，专做一个零部件是没有机会发展的。汽车行业的创新

是和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我看来，不存在单一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在这个行业

里现在要发展，一定是硬件和模式、技术和模式同时创新才有机

　　举个例子，上个月创东方有两家所投企业都是先进制造业，

在上主板挂牌交易。这两家企业都是我们2011年投的，一个是在

汽车安全制动系统方面的，一个是在手机平板中间层的加工方面

的。它们都已经成为国内在其细分领域的龙头，利润都是几个亿

的规模。

　　从2011年开始投，包括这两个项目我们都是追加投资，像一

家是江西的沃格光电4月10日主板上市，我们释放股权稀释以后

13%，目前还是第二大股东。还有一家是芜湖伯特利在4月20日上

海主板上市，我们也持有相当大的比例，从中间到第一轮投资都

有追加，都给我们的投资人几十倍的回报。但是上市我们并不能

退出，锁定期一年，国家有了新规，如果我们持有百分之十几的

股权，只能通过集合竞价来退出，基本上是三年半到四年的时

间。这已经是很成功的两个案例了，还有退出超过十年到十一年

的，比如去年一家上市的企业，我们08年投，去年上市，出来也

是要这样的时间。

　　您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推动技术的发展需要很长的

时间。但对于市场来讲，可能给你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大家都想

赚快钱。那么我们国家是否可以在政策环境上有所调整和改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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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利确实是典型的商业模式的创

新，这固然是在互联网的大的技术基础

之上发展而来的，但它的重点确实是商

业模式。

　　是怎么玩的？我们建立一个平台，

它连接国内国外的电子商务平台，另外

一端连接的是消费者，消费者成为我们

平台的会员之后，在我们给他做很多的

导购他购买之后，品牌厂商会给我们营

销推广的服务费用，我们再把其中一部

分作为奖励返利给消费者。这样，企业

将其广告营销费用直接通过我们让利给

消费者，消费者可以获益，企业也能够

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这样一个订单和客

户。应该说这是市场营销上的一个模式

创新，它是基于互联网来实现的。

　　你刚刚提到的中兴事件很有代表

性，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能够在一项技术

魹烔暷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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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长时间的积累。而我们国内目

前的创新创投行业还是有一些短板。尽

管我国的创新创业创投这些年发展很

快。但是随着经济的转型，创新也需要

升级版。而我们现在往往真正的创新并

不多，我们很多是在模仿——技术上的

模仿和模式上的模仿，包括我们已经走

出来的一些巨型公司也是起步于模仿，

原创是在国外，在美国的更多了。这个

就是和我国的创新基础有关系。

　　从创投上讲，也跟资金的期限匹配

有关系。我们国内主流的创投基金，基

本上是5+2，有的甚至是3+2，更多的

是做套利、资产证券化和Pre-IPO。但

是真正的技术创新是有它的内在的规律

的，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的：技术的

产生、推出、升级完善，再到市场的推

广应用需要时间；企业要形成规模也需

要时间。按照我们行业的理解，5+2这

样的一种时间段，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会。就拿汽车行业来说，一方面，智能

化、网联化、电动化带动了人工智能的

应用，出现了无人驾驶这种突破性的创

新；另一方面，出行的服务化也是模式

的创新。比如大众集团的未来转型，不

是简单的汽车制造公司而是要成为出行

公司。在出行领域里面，有一些模式同

时也要有技术，我们现在认为这种模式

的创新，不是简单说车可以共享，靠人

工的驳运。智能网联，车要互联互通，

需要通讯、智能硬件、后台、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甚至区块链。在我

看来这个时代不存在单一的技术创新和

单一的模式创新，现在要发展，一定是

硬件和模式、技术跟模式要同时创新才

有机会。

　　葛总可否请您简单讲讲返利网的

商业模式？同时从您的角度来说商业

模式的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您怎样

做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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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辆车就是丰田的MIRAI，轻

燃料电池汽车。丰田MIRAI新燃料这

几年进步非常快。中国新能源汽车的

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同济原校长

万钢去了科技部以后，大力推广新能

源技术，在2012年出台产业政策，明

确以纯电为战略主攻，氢燃料作为未

来的技术储备，混合动力作为过渡的

产品。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跟全

球 比 较 起 来 路 径 上 清 楚 了 ： 纯 电 为

主，混合动力不大提了，氢燃料科技

在逐步投入。汽车行业的变革不仅仅

是能源化的问题，更是智联化、网联

化的过程，能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未来汽车能源还是多样性的。电动

汽车最大的优势是电力随处可取，而加

氢和加汽油一样，必须要到一个地方

去。有可能未来汽车的共享和家庭化汽

车以电为主，跑长途以氢燃料为主，去

加油站可以换氢罐。这两者同时存在而

不会被完全替换掉。

　　举国体制让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办大

事，但是当我们的判断和技术本身的进

步之间产生分歧时也可能造成很大的损

失。比如上海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建造

了世界上第一条商用的磁悬浮，但事实

证明，高速轮轨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从

这个意义上我们想进一步探讨，政府在

推动关键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到底扮演着

什么样的角色？也许它更多的是推动

大家互动交流的主体。郭总，在通信领

域，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多鼓励民营企业自主

参与创新，因为国家主导的这种效率不

是特别高。在政策的制定方面，政府是

不是可以参照硅谷这种成功的模式，比

如在风险资本这块上面，就是怎样能够

真正地支持创新企业。我国的直接融资

都在刷的事情，就是我们总理到日本丰田公司参观新能源汽车，您

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也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事情比较热。实际上总理到丰田看了两样东西：第一个是丰田

的移动空间，就是一个纯无人驾驶的车。这辆车的移动空间很大，里面

可以办公可以做很多事情。纯无人驾驶的技术这一块是基于电动化。

上被封锁，整个公司就没法持续下去。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互联网圈里面很多

人说，中国包括BAT在内的互联网企业

都是在做模式上的创新。那么在中国的

互联网领域，为什么就没有大的技术创

新？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大家对于互

联网有一个误解，互联网本身就是技术

创新，大部分的互联网企业是在技术创

新上做了应用层面的创新。这些公司本

身不是在纯粹做技术创新的事情，它们

只不过是它的表象，它的商业价值非常

大，规模做的很大，但它确实没有自己

技术创新的基因。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

很多企业开始反思这一点，例如阿里巴

巴成立了达摩院做很多基础的技术研

究，百度开始挖掘人工智能的顶尖科学

家，开始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自动驾

驶上面做一些突破。

　　正如黄总和葛总所说，在某种意义

上模式创新创造了一种新的场景，这

种场景可能是消费的场景也可能是技

术的场景，技术的场景可能会带动技

术的进步。比如，中国刚刚开始流行

“双11”购物节的时候，那一天中国

电子商务交易量爆满。在双11之后，

大家要排很长的队领包裹，但是近些

年 已 经 没 有 这 样 的 情 况 了 。 什 么 原

因？一方面销售量是快速增长，但随

着技术的进步，我们的物流管理能力

和交易处理能力也在进步。

　　比如阿里巴巴为了应对“双11”投

入大量的技术，对阿里云帮助很大，也

为云计算提供了技术的积累。这也属于

是应用做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可以倒逼

一些技术的创新。

　　郭 总 您 是 做 电 信 基 础 设 施 领域

的，这个领域是否存在中国对于发达国家技术的依赖和对我们的

制约呢？

　　国动网络通信集团主要是做通信基础设施投资的，我们确实

是参照了国外的商业模式。当时我们在中国是第一家，在我们做

了差不多六年以后，中国才成立了铁塔公司，现在基本上我们是

国内做得比较大的，中国铁塔是世界第一，上个星期香港H股报

会了，要在香港上市。我们国动网络去年年底全球排第14位，今

年年底在全球应该能进到前十位。从2001年初创，到2008年成立

集团，我们节约了几百亿的投资，这可是真金白银，这是所有的

数据都可以查得到的。

　　刚才提到的中兴事件真正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这方面，我

们是不是可以参照国外，比如说以色列，他们的举国创新是怎么

形成的。再比如美国硅谷是怎么样在环境上，在制度上，包括氛

围上去激励创新的。

　　我国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现在转向市场经济。过去我国很多技

术层面的突破，比如说两弹一星，是通过举国体制来实现的。这次

中兴事件以后也有人提出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通过举国体制来发展

芯片业；但也有人担心，政府过多介入实际上会抑制市场的活力。

阮总，您是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您怎么看待国家的意志

和市场的力量，这两者怎么在创新的活动中，进行有效的整合？

　　我想国家的推动作用一定是跟市场的力量结合起来。前面我听

了几个报告，几位老师都讲，创新创业一个生态。生态链（或者是

生态圈）的建设非常重要。要以创新推动核心技术的进步，我认为

从国家层面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引起重视。

　　首先，“双创”是国家顶端的战略，底端是一大群富有创业

热情的创业者，我们的作用就是把两端无缝连接起来，加强一些

政策的规划和协同，同时围绕科创产业、金融、税收、人才和知

识产权保护等一揽子体系，把它完善起来，打造高效的创新创业

体制机制。

    另外，国家的政策要聚焦于人才端、资金端、项目端、市场端、

用户端，这样才能够构建起富有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圈。生态圈

非常重要，会使我们后续的科技创新，或者是模式应用层出不穷

地出现。

　　实际上根据阮总的看法，我们的政府可能更多的是像一个平台

企业，它不断地增加资本、人才、信息、技术的交流与互动，在这

个过程中，产生我们创新的成果。黄总，前两天在微信朋友圈大家

12 13

SPECIAL EDITON䯙竑袚 NO.06
TONGJI

SEM ALUMNI
JUL 2018

㜨!峐䯤

魹烔暷䯤

㯺婜㠻䯤

㯺婜㠻䯤

㜨!峐䯤

㜨!峐䯤

㜨!峐䯤

䄾妷蹺䯤

䧫宺暺䯤



早就改变了打法，采取集群投资的策略，对整个产业链、整个生态

圈来投资。这使得我们企业间、项目间做到技术协同、上下游协

同、用户和数据的协同。我们在重点行业里都会重点培养一两家龙

头企业，围绕着龙头企业，我们投一串项目，有的项目成熟后单独

IPO上市，有些跟龙头协同采用并购退出。这是我们前几年已经开

始做的。

    我们认为创新的2.0版本就是要推动科技创新从产学研向政产学研

用转变。我们自己有一个理念是“政投用产学研“——突出投资，

投资是创新创业的纽带，我们要充分发挥它的推动作用和指导作

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同时连接政策、用户、科研、生产、教育，

依赖社会分工和优势资源将其集成化，推动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

接和融合，这就是我们在打法上的一些安排。

　　

　　今天非常高兴与我们同济经管的校友对谈。我们同济经管的校

友群体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生态圈。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有

请四位校友给在座即将步入社会的学弟学妹们分享一些自己作为过

来人的经验。

　　

　　我刚刚得到了一个最新的数据，上海市在今年一季度VC投资总

额上排在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北京。第三位是浙江，第四位是深

圳。可以说上海的创新创业正在大踏步往前走，我相信不出十年一

定会有更多成果。

    对于有志于从事创投行业的学弟学妹们，我的建议是如果有可能，

要优先去产业历练下，因为投资经理非常需要有产业的背景，特别

是我们做VC投资的，要对产业有深度的研究才能从研究中捕捉到机

会。谢谢大家！

　　我在同济读本科时有一个小的发明专利——多幅旋转式智能灯

箱。那个时候没有同济的创业谷，也没有创业辅导，我们三个学生

根本不知道怎么管理一个公司，也不懂得成果转化，后来我们三个

都去工作了，没有去创业。大学毕业到上海大众汽车第一个工作就

是装配桑塔纳，后来做了发动机的工艺和设备。刚刚骆所长讲上海

平均创业年龄是36岁，我正好36岁从大众出来。只有在这个行业里

面，你才会发现它的趋势到底怎么样。有很多东西外面看一回事，

你在行业内做过又是一回事。

　　第二个是你要在过程中找到行业的痛点，它到底存在什么样的

问题，这是外面看不出，你进去才知道的。在痛点的基础上，结

合自己的专业做创新，然后就是坚持。这就是我要和大家分享

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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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上市企业的利润的要求，不像以前要求得那么刻板。这就是政

策的竞争力。我想问一下阮总，从创投公司的角度，未来中国会不

会出现像软银的孙正义这种，不是只投一个企业，而是在整个行业

的层面实现整合呢？

　　

　　谢谢主持人！我们创东方作为国内成立较早的创投机构，其实

䄾妷蹺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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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111周年校庆，我也是老

同济出来的，我觉得作为同济的一

分子，也是创业者，如果有机会的

话，我非常乐意把我的一些创业的

故事，给商学院的学弟学妹们去分

享 ， 在 你 的 行 业 选 择 和 创 业 过 程

中，我是非常乐意分享的，希望以

后有机会。

　　2006年我创办返利网，正好也

是在同济MBA读书的时候，所以第

一批用户都是MBA的同学。那个时

候创业环境和现在真的差别很大，

不管是基金、人才还是市场，差别

都是几十倍的。所以在上海还是有

很多机会的。

　　另外我建议刚从校园走出来的

学弟学妹，也未必直接创办企业，

也 可 以 考 虑 加 入 到 创 业 企 业 去 历

练，体验一个产品从0到1，从1到

10是怎么发生的，里面有什么坑。

你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得 到 经 验 人 脉 之

后，经过三五年找到消费者或者市

场上，或者技术上的商机和痛点，

再 去 创 业 ， 我 觉 得 也 是 不 错 的 选

择 。 如 果 校 友 有 兴 趣 加 入 创 业 企

业，我也非常希望大家到我们公司

来，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和我们

一块儿做Idea的创新，实现从0到1

的过程。

　　从创业企业角度说，葛总您觉得我

国在政策环境优化的方面还有什么值得

改进的地方？

　　我赞同阮总和郭总说的资本市场存

在的问题。比如返利之前三轮的融资，

都是美元风险基金的投资，对他们来

说，几乎没有人民币的基金会做早期的

风险投资。如果政府的基金能够在早期

的风险阶段进行更多投资的话，对于创

新——不管是模式创新还是技术创新，

会有更大的帮助。

　　另外就是投资之后对于机构来说，

退出也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刚

刚阮总说过了，除了对投资机构的保

障，对于这些创业者本身的保障也不

是 特 别 有 利 。 在 中 国 ， 你 要 上 市 的

话，基本上大股东是走不了的，或者

你退，稍微改善一下生活也是限制非

常多的。另外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主

要看盈利、看利润，这对于很多技术

投 资 型 企 业 来 说 ， 它 的 投 资 周 期 很

长，它不可能短时间内产生利润。如

果资本市场能够做更大的优化来支持

企业的创新和在技术投资上的力度，

将对创业企业产生更好的影响。

　　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资本在全世

界流动，好的企业全世界的市场都在关

注。比如，香港在它的上市规则里面做

了很大的调整，突破了以前同股同权的

做法，因为过去同股同权错失了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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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特别是风险投资、天使基金和

VC基金，规模都非常小，当然最近这

几年的确发展很快。但总体来讲，跟国

外比，我们的规模还是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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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6日，我院MBA“学科融

合，大道传承”名家讲堂首期学术讲座特

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教授、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

会士常青做“历史环境如何再生？——

建成遗产(Built Heritage)的思考与实践”

专题学术讲座，近300名师生前来听讲，

同济大厦A楼301报告厅现场座无虚席。

　　我院院长李垣为MBA名家讲堂开讲

仪式致辞。他强调，在同济大学建设“双

一流”的开局之年，将同济大学各特色专

业相融合意义重大。经管学院将以一流

学科建设为契机，搭建学科协同平台，

开启MBA人才培养新模式。随后其宣

布，作为学科融合重要举措之一的名家

讲堂正式开讲。 我院党委书记金福安为

常青院士颁发“学科融合 大道传承”名

家讲堂首批特聘专家荣誉聘书。

　　常青院士的讲座以“历史环境如何

再生？”为题，指出大多数具有历史积淀

的 城 市 均 可 视 作 建 成 遗 产（b u i l t 

he r i t a ge）所在的历史环境（h is to r ic 

environment）。常青院士认为历史环境再

生的目标应包括：遗产本体的存遗补缺

和整体完形；遗产功用的死而复生和活

力恢复；以及历史环境的瞻前顾后和与

古为新。中国在此领域虽起步较晚，但

正在奋起直追，同济大学已走在前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文化遗

产研究与培训中心和故宫学院（上海）也

先后落户同济。 

　　常青院士提出历史城市演进中的三

种新旧空间结构关系及类型。其一为并

置结构，即以隔离带将历史中心与新建

区相分离，形成新旧结构分列类型，典

型代表为法国巴黎拉德芳斯大门内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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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城市景观。其二为拼贴结构，即

以旧城若干历史保护区与新建区穿

插互补，形成新旧结构拼贴类型，典

型代表为中国上海等历史城市。最

后一种是同心圆结构，如以故宫为历

史中心所形成的新旧结构层叠，中国

古都等重要历史城市大都采用了这

一类型。 

　　常青院士强调要实现历史环境

再生的目标，首先要搞清楚这种新旧

结构关系及类型。以这样的理论分

析为导向，结合各地域城乡的具体

实际，他率团队完成了一系列在国内

外产生影响的历史环境再生工程设

计，如城市天际线恢复和历史地标再

现的日喀则宗山宫堡复原工程设计，

获国内优秀工程设计大奖和国际建

筑金奖；又如杭州来氏聚落再生设

计，保留了杭州长河古镇延续800年

的来姓望族聚落，并尝试将聚落新

旧空间相互编织和拼贴，欲成为风

土聚落再生的经典案例，获首届瑞

士Holcim国际可持续建筑大奖赛亚

太区金奖；还有外滩源和外滩的保

护与再生规划及工程设计等，达到

了新旧共生、和而不同的境界，先后

获上海市和全国的科技与设计重要

奖项。

　　讲座结尾时常青院士总结道，

历史环境的再生首先要关注和研究

历史原型的意象来源及演进方向；

其次要将历史环境的存量和增量关

系做恰当处 理，即保存、修复、翻

建、加建和新建之间的关系把握；第

三，存真与再现构成历史建成环境

进化的一体两面，对于存真，应整旧

如故，最小干预；对于再现，宜“古

韵新风，和而不同”。这些历史环境

再生项目体现了同济大学勇担历史

使命的情怀，体现了同济大学教师在

专业领域内扎实的功底，也体现了同

济大学雄厚的科研实力。

　　2018年3月16日，同济大学建筑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

成立，将立足于当前建筑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基于同

济大学土木、建筑、经济、管理、计算机等多学科资

源，联合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建筑产业企业及其他研

究机构合作共建，开展建筑产业管理创新的理论研究、

学术交流、行业合作与人才培养，力争建设成为中国建

筑产业创新发展顶尖智库之一。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

大学副校长吴志强，中国建筑业协会会长、住建部原总

讜牨俋叧彾襫＃婠詀鲲趵攝昦僨嗴蔠裮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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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研究院荣誉院长王铁宏，浙江省住建厅原厅长

谈月明，上海市住建委副主任裴晓，上海市建筑施工行

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康春江，同济大学工程管理研究

所创始人、研究院理事长丁士昭，同济大学经管学院院

长李垣，同济大学经管学院党委书记金福安，研究院院

长、同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王广斌，研究院首批捐赠

发起单位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宝明、杭

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韩爱生、上海鲁班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颜强、远大住宅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唐芬，以及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港航疏浚事业部、中



SEM TODAY鞔暀鄽諎 SEM TODAY鞔暀鄽諎

TRENDS䯙誤尓

18 19

NO.06
TONGJI

SEM ALUMNI
JUL 2018

＃叧蟨@諦俋㭠™恔￥謖咲㚸
⊕竑㮍苧宺媰䅳佖䆗㳛婩㚸

苧宺媰樍䂏。粀㿐呠斊戦倀憼㡦麟趵踵＃讜牨俋叧婠詀攝昦蔠裮䅳￥澐媀挀窅

跤蹺墡蠿䅳䅳佖。彿樍謄樍䂏苧宺媰斊戦㚸戦︹╙䁗誼。梥棾╙壈嶗杶镾㓇陝︺

国 建 筑 第 八 工 程 局 有 限公司、上

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天发展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龙信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等22家理事单位的代表出席成

立大会。

　　与会专家表示，作为我国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建筑产业在改善

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推动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亦长期面临技术进步缓慢、生产

方式落后、资源耗费严重等诸多问

题的困扰。当前，建筑信息模型、

人工智能、云计算、机器人等新兴

技术为改造建筑产业传统生产、管

理方式提供了重要机遇，建筑产业

亟需向智能建造、工业化建造、绿

色建造方向转型升级。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在致

辞中表示，传统建筑行业面临着转

型升级，对于同济大学相关学科来

说是挑战更是机遇。希望研究院整

合同济大学土木、建筑及经济、管

理、计算机等多学科优质资源，结

合政府需求，融合高校资源与优秀

企业先进技术，通过大量实用管理

理论、管理技术的创新及应用，帮

助中国建筑业实现转型升级，为推

动我国建筑产业创新发展做出应有

的贡献。

　　吴志强院士在致辞中指出，建

筑产业各类生产活动的人力成本、

材料成本高企，在工业建造1.0、

2.0向工业建造4.0转型的过程中，

智能化技术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

院在后期发展过程中，可紧扣行业

创新发展脉搏，重点围绕建筑业企

业智能化水平评价体系构建及行业

报告发布等工作开展相关研究，并

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催生建筑

产业的原始创新。

　　研究院理事长丁士昭教授表示，建

筑产业的创新发展涉及组织、管理、经

济、技术等多方面的研究问题，研究院

将积极探索自身组织创新，努力构建开

放性、协同性的运行机制，在课题选择、

研究开展、成果应用等领域加强与政府

部门、行业企业及其他行业机构的密切

合作，为建筑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具有

重要价值的管理思想、方法和工具。

　　研究院荣誉院长王铁宏在致辞中表

示，201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建筑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旨在加快产

业升级，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在

此背景下，研究院的成立具有重大意

义。希望研究院紧扣建筑产业深化改

革、绿色发展、科技跨越等主线，以大

格局、大思维、大战略研究建筑产业的

创新发展问题，推动中国建筑产业引领

世界创新发展。

　　研究院院长王广斌教授向参会嘉

宾介绍了研究院的发展愿景、组织结

构以及工作规划。研究院将下设建筑

产业政策研究中心、建筑产业现代化

研究中心、建筑产业数字技术研究中

心、建筑企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智

能建造研究中心等五个研究中心，围

绕建筑产业发展创新战略与政策、建

筑企业管理模式创新、建设项目管理

模式创新、智能及绿色建造技术等方

向加强政产学研合作。

　　成立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同

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肖

绪文，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李国

强，浙江省住建厅原厅长谈月明，上海

市住建委副主任裴晓，江苏省住建厅原

副巡视员纪迅，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

会副会长康春江等七位专家受聘为研究

院顾问委员。

　　2018年3月18日，我院MBA“学科

融合大道传承”名家讲堂第三期暨2018

年新学期首期在同济大厦A楼301报告

厅开讲。本期讲堂特别邀请到中国工程

院院士、我校副校长吴志强教授讲授

《城镇化、未来城市和智能规划》。

　　我院院长李垣为本期讲堂致辞，他

强调为进一步深化立德树人，加强学科

交叉融合，推进拔尖创新、知行合一的

复合型人才培养，同济MBA特开设“学

科融合大道传承”名家讲堂，希望通过

名家讲堂的形式，传承百年同济文化、

深度融合优势学科，培养出更多优秀的

同济学子。

　　吴志强院士从城镇化、未来城市与

智能规划三个方面展开阐述，带领大家

了解了智能化城市规划，学习了先进的

规划理念，不仅促使了MBA学生在管理

方面的思考，而且增长了他们规划事业

和人生的智慧。吴志强院士首先讲述了

城市的发展阶段，在他看来，城市发展

要 经 历 三 个 阶 段 — — 城 、 市 、 网 。

“城”是城市最早的形态。早期社会

中，人类将创造出的物质精神文明成果

围在以“土”为主的封闭空间，通过有

效地管理方法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在其

内有条不紊地运作。宋代时，人们发现

如果只守住城里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

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生产、交流、交

往。由此产生了以街道为主的城市形

式，相互之间穿插、交往、交流、交

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此中国走上

了现代社会发展道路，这是城市发展的

第二个阶段——“市”。吴志强院士认

为，城市发展的第三阶段是智慧阶段

（网络阶段），即不仅在城内建立交流

交换关系，而且在此基础上，城外

各个城市间也需构成一个全球的城

市网络。人们需要做的就是认识到

城市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理解

如何通过做好城、市、网这三件事

情，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的发

达国家是通过城镇化完成现代化

的。因此，实现现代化，城镇化率

的升高是势不可挡的。吴志强院士

指出，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

到58%，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走创

新驱动道路已经至为关键。他强调

必须要培养核心创新能力，改变生

产生活方式，使我们国家转型为智

力城镇化国家。

　　城市规划的模式一般分为问题

导向、理想导向两种模式，但这两

种模式都无规律可循。吴志强院士

的研究团队提出了城市规划的第三

条路——城市生命的规律导向，即

解决好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

历史遗产和未来创新这三者之间的

关系。吴志强院士指出，未来城市

将经历工业4.0，并且只有通过“智

生产+智生活+智生态”的方式才能

走向智慧社会5.0，那时，整个城市

将实现智慧社会。

　　讲座现场，吴志强院士还展示

了若干未来智能城市建设的模型，

包括“城市中枢”——智能城市建

设 总 控 平 台 ， C I M （ 城 市 智 能 模

型）平台，城市智能推演平台等

等。他进一步指出，城市规划的人

工智能是复杂系统的人工智能，未

来的城市一定是一个智慧社会，既

要有智能的生产，还要有智能的生

活，而城市规划这个曾经被认为是

不科学的学科，一定会变成未来最

科学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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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20日晚，我院职业发展中心

邀请到了世界百强企业HR总裁卢燕群女

士到朋辈讲堂作主题为“在职场的起跑线

上”的讲座。本次讲座在嘉定校区举办并

在网络上进行现场直播，吸引了众多师生

参加。卢燕群女士先后在摩托罗拉美国总

部、罗克韦尔和英格索兰亚太区担任HR

总裁，成功创办了领导力和人才发展项目，

是美国认证的高级人力资源管理专家。

　　卢燕群以情景提问的方式引发同学

们对于职业生涯规划的思考，强调职业选

择对于人生道路发展的重要性，着重提出

“我是谁？”这一思考要点，生动阐述了个

体的独特性，介绍多种自我认知工具及方

法，引导同学们去反省自身、发现自我并提

升个人素质，强调只有在充分了解自我的

前提下才能做出明智的职涯选择。随后，

她与同学们进行了“两分钟面试”的互动

环节，并对同学们的表现进行精彩点评，

同时讲述面试官所看重的方面以及面试

时的注意要点。卢燕群指出，同学们需要

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有目标地发展自己的

优势和才能，需要通过磨练自身、提升自

我来打造良好的个人品牌，并找准时机将

个人品牌推广出去。最后，卢燕群表达了

对同学们的肯定与期许，热情地解答了同

学们关于职业生涯规划的诸多疑问，并在

朋辈讲堂纪念册上写下了对同学们的寄语

和美好祝福。

　　在此次讲座中，主讲嘉宾深刻理性地

阐释了规划职业生涯的方法，并就塑造自

身品牌以及面试中如何展现自我进行指

导，让同学们对职场更深入了解的同时，学

到了很多认识自我的方法和面试技巧，并

启发了大家对于综合素质和修养提升的

深入思考。

贡献。顾校长肯定了在同济大学建设“双一流”，实现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开局之年，经管学院开设“学科融合大道

传承”名家讲堂的重要积极意义，并勉励名家讲堂继续以一

流学科建设为契机，将同济大学乃至全国高校的各大特色优

势专业融合起来，搭建学科协同平台，开启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的人才培养新模式。随后，顾校长为丁院士颁发“学科

融合大道传承”名家讲堂特聘专家荣誉聘书及同济大学建筑

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顾问委员荣誉聘书。

　　在《数字建造与建筑产业变革》讲座中，丁烈元院士分

别从“机遇、模式、挑战”这三个方面分享了有关数字建造

与建筑产业变革的研究和思考。丁院士提到，制造业是立国

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同时建筑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载体、一个平台强大的引擎，抓住数字技术这个科技革

命的重大机遇必将实现建筑业的跨越式发展。讲座中，丁

院士旁征博引、融贯中西，让在场的听众享受了一次精神

大餐，精彩之处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丁烈云院士的这场

学术盛宴对在场师生关于建筑产业变革尤其是数字建造的

认识和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为大家今后的学习

和思考指明了方向。至此，第五期“学科融合大道传承”

名家讲堂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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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2日，我院MBA第五期“学科融合大道传承”名家讲

堂在四平校区逸夫楼二楼报告厅开讲。本期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

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讲授《数字建造与建筑产业变革》，

近三百名师生共同聆听。

　　王广斌代表学院对丁烈云院士参与名家讲堂表示诚挚感谢，他

介绍了丁院士的深厚学养，并重申了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开设

“学科融合大道传承”名家讲堂的初衷，即加强学科交叉融合，推

进拔尖创新、知行合一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以培育出更多优秀

的同济学子。

　　副校长顾祥林致辞，他首先代表全校师生对丁院士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并详细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及丁烈云院士与同济大学的

渊源。近20多年来，华中科技大学与同济大学相互支持，为培育新

时代人才共同努力。丁烈云院士作为全国A+学科之一的同济经管学

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的杰出博士毕业生，此次回母校分享他在学术领

域的博学强识，不仅是校际合作的体现，更是校友反哺母校的重要

跤蹺墡蠿䅳䅳佖。雲跤蟨恖俋叧樍䂏酾砮鲑䅳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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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31日，我院2018届研究生毕业季

活动在四平校区举行。活动包含四个板块，分别

是“正青春·致远方”红毯秀、2018年研究生毕

业及授证典礼、研究生毕业合影、“正青春·忆

芳华”答谢舞会。

　　上午，“正青春·致远方”红毯秀在同济大

厦A楼门前开启盛大的前奏。下午，2018年研究

生毕业及授证典礼在我校129礼堂举行。毕业典

礼由我院研究生党总支书记周彬主持。副校长吴

志强、我院院长李垣出席活动并发表致辞。校研

究生院副院长李兰，我院党委副书记陈松、陶建

兰，我院副院长韩传峰、陈守明等出席典礼，



　　2018年4月21日，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MBA第四期“学科融合 

大道传承”名家讲堂特邀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伍江做“转型背景下中国当代城市规划问题思

考——以上海为例”专题学术讲座，近300名师生前来听讲，同济大厦

A楼301报告厅现场座无虚席。本期名家讲堂由同济经管学院院长助理

兼MBA中心主任施骞主持。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垣为本期讲堂致辞。他首先对同济

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教授莅临经管学院进行学术讲座表示感谢，并强调

由同济MBA发起的“学科融合 大道传承”名家讲堂已成为高端的品牌

系列讲座，亦是同济经管学院的学术交流平台。“名家讲堂”的开设对

于建设具有创新思维，广阔的知识视野，融合全球管理和规划智慧的一

流人才培养体系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和深远影响。

　　伍江教授开篇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非常之

快，当代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之首就是亟待转型。城镇化问题凸显，表

现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同步、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分

离、城市建设粗放，缺乏人文关怀、自然人文环境破坏严重等。针对这

些问题，伍江教授提出要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基础设施先行、公交优

先、保护生态、注重人性化城市建设、保护城市文化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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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17日晚，我院职业发展中心邀请到

了致同美国派驻中国的合伙人WarrenClark先生、

企业风险管理部门合伙人魏汝达先生和税务合伙人

张斌先生，在“朋辈讲堂”作主题为“与志同道合

的你携手进军会计业”的讲座。本次讲座吸引了众

多师生参加，并还网络上进行现场直播。

　　三位嘉宾介绍了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发展历史

以及会员公司合伙人制度运作方式，并对会计行业

的发展前景进行了解读，从地理分布、服务模块以

及行业种类三个维度展示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架

构；嘉宾们分别就其所专业从事的审计、咨询和税

务三种服务类型进行了具体业务和部门架构的说

明，从而进一步阐释其职业发展的不同规划，并建

议同学们对自己的兴趣领域进行专攻、强化英语能

力以及提高包括决断力在内的综合素质。在随后的

问答环节中，无论是会计专业知识，还是对于同学

们在专业学习中的迷茫困惑，嘉宾们都进行了热情

的解答，并于讲座结束后在“朋辈讲堂”纪念册上

亲笔写下了对同学们的寄语和美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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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毕业生及家长代表，各系导师、辅导员及班主

任等参加活动。

　　吴志强致辞，并向同学们提出了四点期望。他

指出，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各项事业取

得了显著成绩，这与同济人一直坚持的同舟共济的

精神传统是分不开的，同济严谨、求实、团结、创

新的校风恰是这种精神传统的体现。希望同学们具

有家国情怀，立德树人；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做人

做事；以团结、创新的态度治学工作；以同舟共济

的精神迎接未来。

　　李垣在致辞中回顾了三年以来，经管学院取得的

各项成果，学院获得了三大认证，并走向全国学科的

顶端，这份成绩凝聚着学校、学院以及所有同学和老

师的心血。他说：“希望你们有大的格局，同济人要

有济人济世济天下的格局，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要

有大的格局；希望你们保持健康的体魄和心灵，只有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健康了，社会才能有健康的发

展；希望你们有善于探索的精神，成为社会栋梁和领

先者，把探索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杰出校友杨宝明博士分享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和

成果，并期望毕业生们拥有更大的成功，实现自己

的梦想。陶建兰宣读优秀毕业生名单并颁发证书。

我院校友办公室主任程国萍宣读校友联络人名单并

颁发聘书。导师代表陈强教授向毕业生同学表达了

祝贺和感谢，并建议同学们永不停止学习的脚步，

养成良好的社交习惯和生活习惯，远方不止有鲜

花，更多的是风雨，希望同学们能勇敢前行。家长

代表张伟先生，向学校和学院表达了感谢，并期望

毕业生能勇于担当，不懈奋斗。毕业生代表王歌分

享了自己作为毕业生的心声。当晚，“正青春·忆

芳华”答谢舞会在中法中心B1举行，我院党委书记

金福安出席活动。这是学院研究生会为毕业生们精

心准备的一场答谢舞会。晚会在深情款款的舞会中

圆满落下帷幕。

　　根据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伍江教授针对上海城市规划和同学

们进行了探讨，首先他认为应当倡导

超大城市多核多中心发展战略，增设

城市副中心，正确理解超大城市人口

控制问题，推进郊区新城镇建设发

展，细分轨道交通，严控非规划住宅

开发等，以优化城市空间格局；从上

海的地理位置出发思考，要强化长三

角区域合作与联动，将长三角区域特

别是上海周边区域城镇和上海市域

内的城镇置于同一空间体系进行规

划协调。要逐渐走出上海“人口承载

力上限”的认识误区，将上海“人口-

空间”关系放入长三角更大区域内

来考量。

　　上海的城市建设也要逐渐从建

设导向型规划转向管理导向型规划，

重新认识“公共服务配套”，服务设

施以便利市民至上为原则，通过“修

补型再开发”提升新建中心城区的

功能与空间品质。此外，我们还应对

上海的“城市美化”进行再认识，适

度宽容城市“非正式空间”，增强中

心城区活力。上海在城市规划过程中

不要忽视城市空间的公平正义问题，

要为城市弱势群体提供有尊严且可

接受的生活空间。

　　伍江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大规

模城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严

峻挑战，同时也给具有五千年文明的

中华民族带来了为人类文明再创辉

煌贡献的机遇。伍江教授呼吁，我们

要承担起历史的责任，通过我们的智

慧，避免“城市病”，让城市真正成

为提供更加美好生活的地球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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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5日，我院职业发展中心邀请到同济大学管理高等研究院副

院长梁建教授到朋辈讲堂作主题为“漫谈科学与科学研究”的讲座，吸引

了众多师生参加，现场座无虚席。

　　讲座中，梁建通过介绍世界上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及其理论，生动

讲述了科学精神的起源、科学发展的历史、行为理论形成的过程，以及解析

构建客观知识的方法。通过讲解实证研究的哲学基础，阐释了科学研究的

内涵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同时强调以“统计结论效度、构念效度、

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为标准来检验研究质量；他通过介绍科学的本质内

涵以及对研究现状的观察，强调中国管理学者需植根于中国管理现象、运

用中国式思维和坚持科学范式，来承担起中国管理学者的研究责任，抓住

时代的机遇。讲座尾声，梁建通过引用习近平主席有关讲话：“功成不必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你手里攥着千头万绪，攥着一千个线头，但是一个针

眼一次只能穿过一条线”、“内在有激情，但是还要从容不迫”，向在场师生

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发展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同时，每个

人都可以从自身做起，在个体行为中实现对道德责任感的追求。

　　问答环节中，梁建热情地回答了现场师生们关于科学研究的相关问

题，解答了同学们关于博士生涯规划的困惑，进一步阐释了学术论文的写

作方法，并在朋辈讲堂纪念册上写下了对同学们的寄语和美好祝福。本次

讲座让同学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学习了国内外研究的现状以及科学研究的

理论和方法，启发了同学们对科学的治学之道的关注与探索，坚定了进一

步深造做研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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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27日，2018年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春季综合招聘会在同济大厦A楼成功举办。参

与本场招聘会的有申银万国、中建八局、华润置

地、金地集团、绿地集团、怡安翰威特咨询等50家

业界知名企业，涵盖证券、保险、地产、咨询和物

流等多个行业领域，为应届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提

供就业岗位及实习机会。

　　本次招聘会由学院职业发展中心主办，在学院

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主动向用人单位发出邀请。用人

单位经报名、资质审核后，可得到邀请确认函参

加。招聘会现场秩序井然、人头攒动，每家企业的

展位前都挤满了咨询的学生，部分企业在发布招聘

信息、收取学生简历的同时，还进行了现场面试，

更快锁定优秀人才。

　　本次招聘会旨在促进我院学生精准就业、拓宽

就业渠道，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与学校之间的交流

和合作、搭建良好的互选平台，帮助应届毕业生顺

利走上工作岗位，同时帮助在校大学生找到优质实

习岗位，助力下一年度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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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4日，我院职业发展中心特邀飞

利浦医疗技术（中国）备件供应链管理公司总

经理康毅先生到“朋辈讲堂”做主题为“半导

体行业供应链管理分享”的讲座，吸引了众多

师生参加。

　　此次讲座聚焦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管理，

分别从愿景和计划、市场和销售、技术研发、

产品研发和设计、供应链管理五个方面介绍半

导体行业的核心流程架构，进而讲述供应链管

理功能模块，并介绍该行业供应链的特点和复

杂性，以及供应链管理中企业所面临的挑战。

他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半导体行业供应链管理的

一些领先实践内容和未来发展方向。康毅以深

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行业经验围绕主题进行

了深入细致、幽默生动地讲解。此次讲座中，

康毅的倾情分享让同学们对半导体行业以及供

应链管理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学到了

在该行业进行职涯发展规划的方法，启发了大

家对于我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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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9日，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国

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联合主办的2017 CTTI（中国智库索引）智库最

佳实践案例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我校财经研究所所长、国家创新发

展研究院副院长、首席专家石建勋教授2017年初研究撰写上报的报

告《重新认识和准确定义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获评2017

中国智库索引最佳研究报告特等奖。 

　　据主办方介绍，该评选是光明日报社、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

蓴婠銷斊戦驔㛊3128跤蹺杶姈踆媆
桭長蔠裮悞鶯竑訵値

SEM TODAY鞔暀鄽諎 SEM TODAY鞔暀鄽諎

TRENDS䯙誤尓 NO.06
TONGJI

SEM ALUMNI
JUL 2018

24 25

与评价中心联合发起，依托中国智

库索引CTTI并结合专家评审进行

的。据统计，共有23个省区市申报

了441个项目，正式申报书416份。

其中申报最佳研究报告的申报书

216份，最佳活动的申报书166份，

最佳管理申报书34份。经过在线通

讯评审，最终78项申报入围。经过

专家组举行终评会，投票表决出51

件入围2017CTTI-BPA最佳智库创新

案例，其中最佳研究报告特等奖两

项、一等奖五项。 

　　石建勋教授研究撰写的《重新

认识和准确定义新时期我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报告，因对十九大理论

创新的重要贡献，在216份研究报

告评比中脱颖而出，获得最佳研究

报告特等奖。评委们一致认为，这

份报告不同于普通的咨政报告，体

现了一名学者深厚的理论功力和深

刻的社会观察力，体现了同济大学

智库的战略思想高度，堪称智库经

典案例。智库最佳实践案例评选活

动促进了中国智库之间充分交流、

对标管理，可以较快地提升智库管

理水平。会议当天下午举行了智库

最佳实践案例交流会，同济大学财

经研究所代表就研报撰写经验与同

济智库建设亮点等作了介绍，与会

专家学者就此展开研讨。



　　2018年5月23日，同济大学中

国科技管理研究院今天携手上海羽

时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下称羽时金融），共同成立同济

大学智能投顾实验室，汇聚政府、

高校、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等相关

人才，打造智库和培训平台，探索

动态监测，推动这一金融服务新业

态发展。

　“智能投顾”是最近两年才兴起

的金融服务新业态，其核心是智能

化的投资决策和资产配置。智能投

顾的诞生，使得被传统金融机构忽

视的“大众客群”也有机会享受到

个性化的资产配置服务，让投资简

单，快乐，普及，被视为前景广阔

的“长尾市场”。2018年是智能投

顾在我国金融业的普及年，逐步成

为金融机构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的

主流功能，但因处在发展初期阶

段，受到很多现实因素掣肘。

　　同济大学智能投顾实验室依托

于同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的

研究与学术支持，加上羽时金融的

技术成果，为行业提供了行业标准

及技术评估系统和动态监测体系。

业界人士表示，这一平台的应运而

生，对规范市场行为、深化行业布

局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利于推动科

技金融的前沿性创新与发展。

　　作为第三方智库平台，同济大

学智能投顾实验室会将对智能投顾

行业进行评估监测，对技术服务商

进行评估和动态监测，面向全社会

定期发布智能投顾行业白皮书和评

估监测报告等，同时也为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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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智能投顾系统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系统集

成服务方案设计，开展智能投顾领域的职业和技

术培训等。

　　该实验室汇聚了行业内权威专家：中国工程

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出任总顾问，同

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德国

BOSCH公司教席教授霍佳震任实验室主任，国内

首位人工智能投资决策系统的奠基者羽时金融董

事长李延刚任副主任。李延刚告诉记者，人工智

能在金融投资领域主要有四方面应用，一是提借

基础工具，包括自动报告生成、语音技术、智能

研报、智能搜索引擎等，涉及到大数据的搜索和

分析等，最大难度在于实现智能化的投资决策。

霍佳震教授表示，实验室今后将从事智能投顾领

域的产学研合作，智能投顾实验室的专家委员会

将汇聚政府、高校、金融机构，科技企业的高级

科研人员、专家学者、高管，集国内智能投顾领

域各个方面的顶级科技人才，成为国内该领域首

屈一指的智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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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4日下午，蓝蚂蚁下午茶以私董会的形

式，针对田部娟校友的智能无人碾米项目展开了深入

研讨。会议由本次蓝蚂蚁下午茶发起人田部娟总经理

主持，来自农业、汽车、自动化、金融等各个领域的

校友专业人士集聚，从生产、运输、销售、运营等全

产业链角度群策群力、深入探讨了未来企业的发展，

给出了包括平台化、社区化多方位的建议。本次活动

现场氛围热烈，成效显著，具有潜在合作机会的业务

伙伴在会后已展开对接，未来蓝蚂蚁将进一步丰富会

员活动，为广大创业校友搭建一个互帮互助合作共赢

的平台，继续帮助创业校友成长，助推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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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经管校友会在2018年3月30

日、5月4日举办了两期蒙眼音乐会，令

数十位经管校友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一位从闵行特地赶来参加此次活动

的校友在结束时说：“有一些事情应

该是人的本能吧……就像我们饿了要

吃饭，洗澡水打开来就想唱歌，置身

黑暗之中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吐露心

声、真情流露……”，这应该是对蒙

眼音乐会最贴切的总结了。

　　我们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互联

网和新技术令我们与世界相连，智能

手机和各种屏幕令我们应接不暇，与

此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与自己静默相

处的宝贵时刻。而蒙眼音乐会，让大家

闭上双眼、用听觉体验世界，也让心灵

与感官世界暂时隔离。活动正 式开

始，在点点烛光中，聆听由现场校友们

推荐的乐曲。当心灵在悠扬乐曲中暂

时放下现实里的烦恼、焦虑和愁绪，

校友们分享音乐、也分享了各式各样

的人生故事。前来参与活动的经管校

友在第二次活动中不仅分享了自己心

爱的歌曲，还为边远地区的留守儿童

准备了一份自己珍藏的玩具。在满满

的喜悦中，大家暂时抛却白天的烦扰，

沉浸在净涤人心的音乐里。

　　校友办程国萍老师为推荐了最受

欢迎歌曲的校友颁发纪念品— —一

张刻有全部推荐曲目的CD！同济经管

校友会还为每一位校友准备了独一无

二的手绘明信片，满满的治愈感。

讜牨鄽諎樍傖＝蹁窩
鯆菋䌄貊＝

　　2018年3月22日，我院96级管理工程专业本科校友徐晨

返校、分享十五年的风险投资经验。徐晨自2003年加入戈壁

创投之后，专注于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在线社

交、云计算、企业服务等领域并进行了多项投资。戈壁创投

麾下的汉柏科技、网秦、CSDN、Camera360等都经历了快速

成长，成为了行业的领军企业，并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

报。徐晨分享的题目是“成功投资背后的思维”，他在演讲

中首先是对成功投资人各方面的资料分析和心理论证，然

后对成功投资的几个企业进行了案例深刻的分析。其中提

问与创直播线上互动和现场环节，嘉宾和同学积极提问互

动、讨论热烈。在座同学都表示受益匪浅，收获很多投资技

巧和知识。我院校友办主任程国萍为徐晨颁发了证书。

彯伄攝悅嬨杒樍傖㫠樍鰓鲶悅㡊鄽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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彿䅳樍傖窩踽麇蠿蹺鬉踵嬨杒䎓僨㛇霎

　　2018年3月23-25日，同济MBA校友步行20公里

探访徽杭古道，户外活动火热开展中。大家在一起

聊天——可以和夏老师聊法律聊徒步，可以和小情

侣聊房产聊楼盘，和校友们聊吃聊喝，聊工作，聊

讜牨NCB鰤黁黀紡貊㯵婩嗴忊侳牆誤 生活，聊旅行；一起吃饭：第一天

行军午饭，晚饭在农家乐大家饥肠

辘辘，无线循环播放：这里米饭好

好吃，这里的蔬菜也好好吃，汤好

好喝，我再吃碗饭；一起欣赏风

景——看连绵群山，看油菜花，看

民风淳朴，看千年古树，看浪漫篝

火和烟花；一起娱乐——围着篝火

跳骑马舞。校友们真诚互助、交流

工作生活，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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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14日，我院沈荣芳奖学金

校友导师计划的六位校友导师和七位奖

学金获得者面对面交流，同学们提出了一

些关于自己未来发展的疑惑，导师们真诚

热情地分享了自己人生的故事，给予了中

肯的建议，寄托了殷切的期望。

　　活动开始时，尤建新老师带大家回顾

了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历史，同学

们听完后感触颇多，对前辈的铺路贡献深

表感激，也认识到了当下学习环境的来之

不易。在活动的主要分享环节，导师们每

个人对“入世”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给在

场的同学们带来了许多启发，大家对此话

题讨论得很热烈。活动上，导师和同学们

讨论后提出，启动2018年第二届沈荣芳奖

学金的评审，届时将继续邀请经管学院教

师代 表与校 友导师代 表 组 成评审委员

煄駥颲値叧㳟樍傖啂壎㚧陝
牆誤蹁ǹ

NCB樍傖會咃鰤黁黀煛䫀
鰓鲶攝趵鄽䖢

　　2018年6月12日，有同济大学经管校友

会主办的校友企业参访活动再次启程。本次

参访的目的地是同济大学2006级MBA校友葛

永昌创办的中国领先的电商导购平台——返

利网。返利(www.fanli.com)成立于2006年，

是中国领先的电商导购媒体，拥有用户1.4

亿。返利合作伙伴几乎涵盖了所有知名电

商，包括天猫、淘宝、京东、苏宁易购、苹

果中国官方商城、一号店、亚马逊、聚美优

品等400多家电商网站，以及20000多个知名

品牌店铺。返利网于2011年，获得启明创投

和迪斯尼旗下思伟投资的A轮融资，融资金

额达千万美元；并于2014年，获得海纳亚洲

创投基金（SIG）两千万美元B轮融资；2015

年，获电商巨头日本乐天（Rakuten）近1亿

美元C轮融资 。

樍傖麟趵贋㛅䯤跤蹺䎘魯艊翄縟
啂㠳妕詬ⅩⅩ㫠濕鈫

樍傖啂壎醮叧羠諦嬁

同时发挥经管学院学生会的作用，并且

让第一届沈荣芳获奖金的获奖学生共同

参与2018年的奖学金评审工作。

　　“同济大学沈荣芳奖学金”是沈荣

芳教授学友及其本人共同发起设立的校

级特色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挑选品学兼

　　2018年5月10日，同济20 0 4级

MBA校友、上海珍域珠宝有限公司

创始人方方做客蓝蚂蚁沙龙分享创

业经验。方方现为同济经管企业家

校友联谊会副理事长、上海绍兴商

会副会长。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开始涉足淡水珍珠养殖事业，2006

年成立加工厂，2009年成立上海珍域

珠宝有限公司，创立了“JOYPEARL”

品牌。

　　沙龙现场，方总为大家初步介

绍珍珠鉴赏方面的基础知识，并安

排人员为我们现场演示了开蚌取珠

的过程，让大家对珍珠产业有了更

加生动的了解。在沙龙对话环节，方

总非常坦诚地告诉了大家今后公司

的发展规划，同时也抛出了一些在思

考的问题。到场校友们围绕珍域珠

宝的品牌如何快速发展，以及对公司

目前的经营有何建议进行了热烈地

讨论。来自不同领域的校友踊跃发

言，不断给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现

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沙龙一直持续到

了近十点，大家仍意犹未尽。随后，

方总将在资本、业务、人才等多方面

开放合作，有兴趣的校友们可通过蓝

蚂蚁平台与其实现更多合作。

优、热爱公益、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

莘莘学子作为颁发对象。同时设立校外

导师，搭建学生与校友之间“传帮带授”

的良性互动平台，聚焦于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个人成才发展和社会实践参与，为

获奖学生提供全方位的辅导。



　　2018年6月24日，我院1985级研

究生校友在毕业三十周年之际从世

界各地返回母校，举行毕业三十周

年聚会。同济大学经管学院党委书

记金福安、经管学院原院长黄渝祥

教授和魏嶷教授参与了校友们的返

校交流活动。

　　三十年前，风华正茂；三十年

后，共叙别情。24日一早，85管研的

校友们便陆陆续续来到经管学院，很

多都是30年来首次相聚，激动欣喜之

情溢于言表。座谈会由85管研雷屏校

友主持。85管研校友、同济大学经管

学院原院长霍佳震教授首先发言，他

对校友们30年后重聚母校表示欢迎，

并简单介绍了学院30年来的发展情

况。随后，黄渝祥和魏嶷教授作为教

师代表进行发言，他们谈起任教时师

生共处的深厚情谊，勾起了大家对峥

嵘岁月的回忆。

　　之后，校友们分别介绍了自己30

年来的成长历程，还在现场与生活在

国外的校友进行了视频连线。下午的

座谈会上，校友们回忆起当年的青春

岁月，不禁感慨时光飞逝，纷纷相约下

次再聚。活动在线上线下的热烈交流

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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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20日，我院1988级工业管理

工程专业校友在入学三十周年之际重返学

院、相聚同济。昔日的同窗好友在同济美好

的春天重逢，内心欢愉溢于言表。88级工

管专业原辅导员卫龙祥老师和严宇枫老

师也受邀参加返校活动，与同学们一起

畅谈三十年的经历和回忆。师友久别重

逢，纷纷感慨时间飞逝，大家兴致勃勃

回忆青春岁月，也收获了继续前行的动

力。校友们在同济合影，还为班级聚会

准备了很多怀旧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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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20日，值此校庆111周年纪念日，我院纪念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系列专题小组的记者借着同济大学举办创新创业博览

会“政策创新国际论坛”的机会，采访了上海挚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黄志明校友。

发明专利的故事：
　　回忆大学生活，黄学长自豪地谈起他与同学发明专利的故

事。那时，市面的广告灯箱还在使用传统的静态图片模式，每

次只能展示一幅广告，且更换难度高，成本大。黄学长与两位

同学对传统的广告灯箱进行改良，设计出一款能够上下左右滚

动播放广告的新式广告灯箱。同时，这项设计成功申请了国家

专利，黄学长也因此成为了少数获得国家专利的在校本科生之

一，并获得“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的荣誉称号。

　　这次创新，为黄学长带来了不少的收获，但由于当时条件有

限，没能成为他创业的契机。

　　在我们身边像黄学长这样因大环境不足而搁置创业梦想的人

还有很多。黄学长略带遗憾地回忆道：那时，学校没有浓厚的创

业氛围和有力的扶持，国家也缺少创业政策和资金支持。在缺少

外界条件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对如何创业感到一筹莫展。

　　拥有创业梦想的我们有兴趣、有理想，但当时都没能战胜现

实的困难，遗憾错过了首次实现创业梦想的机会。若是当年国

家对创新创业有足够的资金和有力的政策支持，学校有老师进行

专业的指导，我们的创业梦想也许能更早实现。

　　改革开放的40年间，学校在风雨中寻找机遇、实现发展。新

建校区，新增设施，加大教育投入，开展创新实践项目，为更多

　　本科从同济大学汽车系毕业后，黄学

长进入大众汽车工作。在大众汽车工作的

12年间，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创业梦想。

为了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他于2007年回

到同济大学继续攻读经管学院博士学位。

在校学习期间，黄学长丰富了学识，扩宽

了思路，为创业梦想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2010年初，中国迎来新能源汽车发展

的一轮高潮，国家科技部部长万钢提出了

“弯道超车”的理念，驱动新能源汽车行

业的发展。面对这一国内环境的变化，黄

学长认为，汽车行业的智能化、网联化、

电动化、共享化将对传统汽车行业带来革

命性冲击。

　　对于黄学长来说，这又是一次创业梦

想的萌动。此时，创新创业的大环境发生

了可喜的变化。国家出台了相关的创新创

业支持政策，并明确了新能源汽车战略，

以此形成了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市场，为该

行业的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提供了可能。同

时，学校也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进行有

关创新创业的专业指导，提供相关的资金

支持，并鼓励将“科研成果+创业实践”的

新式融合模式用于创新创业中。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黄学长沿着

“科研成果+创业实践”的新式融合模式出

发，将自己的“智慧出行”的创业想法与

人工算法的科研成果相结合，顺利地走上

了创业道路。

　　挚达科技于2010年11月成立，创建于

国家知识创新示范区——上海创智天地。

创业初期，黄学长就将汽车行业的软件系

统开发作为公司的战略储备业务，积极从

事与车联网、充电等相关的软件系统开

发，重点为整车厂商开发车联网系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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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创业梦想给予强有力的支持。现在的

同济，不仅仅为学生传授了专业的知识，更

为他们提供实现梦想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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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创业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以前，我们只需要发明

一个单一行业的产品就能成功创业了。而现在，创业的

成功却离不开跨界性的产品和理念。创业过程中所遇到

的资本和模式等问题都需要融合的创新方案来解决。立

足于“三创”理念，我们应该充分将经管与其他学科进

行跨界融合，以打造新一批的创新和创意。

——黄志明

　　陈宝胜校友目前就职于中国500强青建集团下属的全资

子公司——海德邦和投资管理公司。海德邦和不是纯粹的

市场化运作的投资管理公司，而是更多的承载着集团的投资

战略。除了做一些财务投资之外，陈宝胜需要帮助集团做一

些大的战略投资、全程参与集团的资本运作。

　　在访谈中，陈宝胜就国内目前投融资行业的环境和发展

趋势谈了自己的看法，并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为后辈提

出了一些人生选择方面的建议。提及目前的中国投融资市

场，陈宝胜表示目前中国有两类投资公司，一种是类似于海

德邦和，依托于一个集团或者上市公司，围绕集团的战略，进

行资本运作的投资公司；另一种则是纯粹的投资管理公司。

　　陈宝胜认为，未来真正有发展前景的，还是依托于产

业，依托于集团，依托于上市公司的投资公司，因为此类公司

可以为收购标的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帮助收购标的公司更

好的发展；在投资过程中，陈宝胜认为，退出是比投资更重

要的事情，设计良好的退出路径，以及退出时如何协调各方

的利益关系，极大地考验着投资管理人；在投融资行业工

作，陈宝胜强调“踏实”“靠谱”的人格品质，强调“做靠谱

的人”、“做靠谱的事”、“只和靠谱的人合作”，在时间成本

极为昂贵的金融行业，通过“靠谱”和“诚信”来降低时间

成本是成功的关键。

䅘呹钂䯖讜牨俋叧諎絔叧贜佖䯖

粷麇犦孭㮳嶗悅㡊駡誒鮂鲇䂏。岄⺱、

讜牨俋叧悅@㡊樍傖＝謄＝䂏、

桪驔︹@㡊跤蹺︺3126.3127妘姪

＃跤蹺桭長妛㠳悅㡊鳏窹￥。＃3127妘姪椌熱妛㠳鳏窹￥䯖

跤饅棡鐭棈悅㡊鄖＝＃3127跤蹺桭長䉣妘悅㡊鳏￥訵駥㖌、

鳏窹誖鞯

䅘呹钂䯤㫥跣跫翨
覅鲅妛醭発砮

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科研

成果能成功地运用于实践中

并解决有关问题，而我们则运

用先进技术来开展我们的创

业实践。

——黄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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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经管

三创：创新创业创投
　　在谈到“心中的经管”时，黄学长

着重提到了“三创”这个词，即创新创

业创投。黄学长认为，“三创”这一跨

界融合的提法能很好地代表了经管的特

色，因为“经济”和“管理”本来就是

一种跨界融合的模式。

　　此外，黄学长建议学院应加强学生

的实践培养。所谓“实践出真知”，大

家应该不拘泥于课本和课题，基于行业

的理解和认识，主动大胆尝试一些具有

融合性的创意项目，甚至是创业实践。

　　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经管也在经历

着变革。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

们学会了在实践中探求出路、从创新中

取得进步。

鄽諎梪棾喥㛫㣮翨@諦

供软件运行支持，为电力公司开发智

能电网系统。IT业务在挚达科技以后

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

用，成为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经过八年的自主研发，挚达科技

通过技术打底与模式创新，现已打造

绿 色 出 行 智 能 网 联 1 . 0 版 — — 通 过

“硬件+平台+服务”的垂直组合，

“车桩一体化”打穿行业痛点，推动

电动汽车进入家庭或共享。挚达科技

现与超过60%的主流车企及广大出行

运营商合作，服务覆盖全国超过100

个城市。

从学长重返母校深造并成功创业的经

历中，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期间，国

家和学校在创新创业领域上的变化。

这些变化鼓励和支持着更多有创业梦

想的学生，在祖国大地上实现着他们

的创业梦。

　　时代在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经管学院也在不

断变化，她在培育着一代又一代栋梁

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成长着，这种成

长不单单体现在学科能力的增强，还

体现在她包容、进取的氛围上。

䧫叧䂏酓豈侕攝趵艊叧媐叧傼6砎婠㚴

　 无论是创业还是找工作，首先要选对行业，最好应选择变革中的、属于未来

的行业。只有进入正确的行业，才能少走弯路。

　 学会寻找行业中的需求和痛点。不能因为一个突发之想就草草开始行动，而

应该先了解到问题的痛点。正如马云提到的“有麻烦才有机会”，把握需求和痛

点，才能得到发展的机会。

　 充分结合自己的特长优势。只有找到了自己的优势，找到了精准的切入

点，才能明确自己在什么领域上会有所成就。

　 在正确的行业寻找痛点，在特长的领域进行创新。同时，需要不断坚持。

创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需要5年的起步期。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各类挫折

和困难，都需要不断坚持，才能迎来胜利的曙光。

　 学会时刻进行修正。修正自己错误、修正痛点的方向、修正特长人才的选择

和团队的匹配。只有不断的修正、不断的优化，才不会在时代的大军中被淘汰。

1

２

４

５

３



! ! 踵鳘躅崯㚪踵䯖悅㡊駡誒賜怐鲋鲲趵＝桖

偡攖䯩

! ! 国内目前在提倡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国

内在资金方面是不缺的，缺的是一些好的项

目，好的项目在选择投资者的时候，一方面

是需要投资者提供一些资金，但是更重要的

是，投资者需要提供一些增值服务。在增值

服务方面，如果仅仅是做一些财务投资，没

有依托于产业，那么这家投资公司，就不可

能提供非常深入的增值服务。如果一家投资

管理公司，是依托于产业，依托于集团，这

样不仅能够给投资标的提供资金，它还能够

帮助投资标的，在产业上下游整合资源，提

供各类增值服务。

! ! 鮪崯艊鞲趵羠猌跤䯖崯㚪踵桭彾嗚艊酽跣

橉籌曧鳘躅樭艊䯩曧偧駁瓕㢹鑫䇗筧艊徔耚

䈑烢艊攖䯩

! ! 一个集团要得到很好的发展，不能仅仅靠

经营上来发展，更重要的是要依托于资本市

场。在十年前，我们帮助集团在香港借壳上

市，也就是青建国际，在借壳之后，我们将

新加坡的建筑和地产业务装进去。这样有利

于帮助集团，有一个资本运作平台，能够快

速发展，我们为集团的战略发展，做了比较

大的贡献。

! ! 鮪䒮珜給佮醢壈謚䯖＝夎錫䇗筧鮪㡊㳟昷

䉳驔嬱桖偡艊棾瑧讖䯩

! ! 一个集团要得到很好的发展，不能仅仅靠

经营上来发展，更重要的是要依托于资本市

场。在十年前，我们帮助集团在香港借壳上

市，也就是青建国际，在借壳之后，我们将

新加坡的建筑和地产业务装进去。这样有利

于帮助集团，有一个资本运作平台，能够快

速发展，我们为集团的战略发展，做了比较

大的贡献。

，，鮪崯艊鎲趵羠猌跤䯖桭桹慙徔艊酽跣橉籌

曧尫樭艊攖䯩

　　我们曾经投了一个中药企业，当时想要并

购退出。最初是和国内的一家上市公司谈，

NO.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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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机会。不可能每一个机会来了你都去捕捉，你没有这么多的

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时候，你可能要思考，哪些是高价值、靠谱的

机会，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出手。

　　提起目前投融资行业的发展趋势，陈宝胜认为随着注册制的推

进，并购退出和IPO退出的收益会慢慢持平；国内的投资机构目前在增

值服务的提供上、专业能力上，都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好消息

是，国内未来的投融资行业，一定会向越来越专业化、提供更多的增值

服务上发展。

，，妛㠳㬌熱昷䉳䯖鮪餚蹺曧妛㠳嫮媀㬌熱㫨㫨俋鲋JQP㬌熱䯖鮪崯

㫥㫅艊墡慘跤䯖曧醭曧雩曧讜樭攖䯩

，，这个在国内和英国并不完全一样，在国内IPO退出还比并购退出

略占优势。这是个好事情也是坏事情。在国内，IPO退出会比并购退

出的收益率更高，但是它导致国内大批投资机构，对并购退出不重

视，也没有能力，它是只依靠IPO退出，但是IPO在国内受行政影响

比较大，有时候证监会走走停停，一旦IPO停摆，这些投资机构就

找不到更好的方式退出，导致投资的期限拉长，回报率降低。我觉

得这是国内的投资机构需要向英国学习的地方。其实中国现在正在

逐步推进注册制，推进注册制之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间套利的

空间会越来越小，到时候可能并购退出和IPO退出的收益会持平，

在这种情况下，并购退出更多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但是我们国内可

能在专业人才，心态，在市场发展方面，都还有一个过程来看齐。

，，鮪悅㡊艊婩僔噴呯曧妛㠳㫤曧JQP嫮媀㬌熱䯖曧壠雩＝嬁閼彿

髦夎錫悅㡊槪艊彾䂏艊㣵嬛䯩

，，三中国国内的投资机构和国外投资机构，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差

距，就在于投后增值服务的提供。中国有少数非常优秀的投资机

构，在把资金投入之后，会非常关心怎么来提供增值服务，提升价

值同时设计好退出渠道。但是中国大多数投资机构，“靠天吃饭”，

把钱投入之后，仅仅参加董事会，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来干更多事

情。如果这个项目并购退出或者IPO了，可能都不是他的功劳，可能

是另外一波专业人士帮他在运作。现在好的势头是，已经有些投资

机构认识到这个问题了。现在百分之八九十的投资机构，在“靠天

吃饭”，但是已经有一部分优秀的投资机构，开始提供专业化的价

值增值服务，我觉得这些投资机构，未来肯定会慢慢发展起来，相

反那些仅仅靠投钱的，靠关系的会慢慢被淘汰的。

，，崯捨捨抲勢＃饅跀￥䯖崯㓌嬱饅跀鮪悅㡊妛㠳艊壈鯫跤䯖镾擇勢

侸啨瀷㳛攖䯩

，，我觉得这也是要看市场的发展。前几年国内的pre-IPO项目特别

热，那个时候关系可能要占一半以上，因为pre-IPO项目风险小，很

一起研究如何克服。我基本上属于后一种，

我认为市场上做得比较成功的，应该都是后

一种。投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如果没

有信任，你会把对方想成是最坏的人，一个

合同条款你可能谈一个星期都谈不下来，但

是如果你有了信任的关系，其实很多事情就

很好推进。所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藏

着掖着，把所有的问题都摆到桌面上。其实

对方跟你将心比心，他觉得你比较诚恳，他

对你有了信任关系，大家一起想办法，反而

更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在投资过程中，信任和靠谱很重要，你

一定是很实在，给对方产生信任感，这反而

是更好的方式。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销售人

员，并不都是口才特别好的销售人员，可能

有些销售人员说话都是磕磕巴巴的，但是他

们能成功，是因为待人诚恳，做事靠谱，给

人信任感，反而做得更好，我们做投资也是

一样。

，，㮰躅偧楇崯㭔勢鶜菑扂菑艊諦慘唻㝧䯖㒄

尫躅㓦噴攖䯩

，，对于投资人，时间是最宝贵的，基本上

每天都在出差，碰到老是含含糊糊的人，我

会很干脆不要和这样的人合作。因为时间精

力有限，必须把时间精力放在靠谱的人和事

情上去。在不靠谱的人身上，估计十件里面可

以成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是靠谱的人，估计

十件事情里面可以成五六件，所以我必须放

弃那些不靠谱的人和事情，因为即使能够成

功，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太大了。巴菲特也说

过，有很多机会，但是要抓住很靠谱的、高价

因为中间涉及的利益都比较大，到了最后的时刻，对方上市公司

的董事长又提出了附加条件，想在中间多赚一个亿的便宜，所以

这个事情就没有做成功。这导致我们后来多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把这家中药企业，并购给了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在投资的过程

中，其实投资相对比较简单，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实现退出，

你要对你的投资人负责，你要能够把钱拿回来。其实，退出是比

投资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在退出方面，因为金额比较大，涉及到

方方面面的利益，包括还有人性，对人性的一个深度的思考。在

这个过程中，协调、中和能力非常关键。

，，㮰躅䯖崯嫕暚敒㠳㫥咲跤駳麟趵艊囑罌曧鳘躅攖䯩

　　它是一个国家保护中药品种，我们觉得它有稀缺性。投资看中

它未来的一个增值空间，稀缺性就很关键。事实证明，在后来的

一两年中，这家企业发展很快。在退出的过程中，很多投资机构

给不了投资人好的回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设计好退出机制。此

外，在退出的过程中，对人性的判断和协调也很重要，一定要形

成合作共赢的一个局面。有一门科学叫“行为金融学”，2017年

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在投资并购这一领域，

这门学问非常有用。

!!!!㫥跣跤駳麟趵鞲悅㡊勢㬌熱酽邁羮鑫侸䂏暚䄄攖䯩

，，三年不到一点，本来应该是两年退出，因为在投资时就开始考

虑退出了。退出比投资更重要，我们在做投资方案时，就在同步

推出它的退出方案了。

，，崯抲勢㬌熱㜎繩艊暚鎬䯖㒄燍㳛唻鳏屟艊繩昢嶗鄖㜉䯖桹㫥昷

䉳艊籌厸詵飨醮彿髦鰓鲶讖䯩

，，做投资管理人，会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利益的平衡。一般来说，

会分化成两类投资管理人，一类是什么事情都藏着掖着，希望通

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还有一类投资管理人是把

所有的实际情况都摊到桌面上谈清楚，哪些因素有利于事情的推

进，哪些因素不利于事情的推进，这些不利的因素讲出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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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竞争并不是很激烈，特别是在金融

管理领域，很多年轻人很浮躁，其实踏踏实实做靠谱的事

情，就能超过大部分人了。

——陈宝胜



，，語駳語聴艊悅㡊螻悞瀷㪏幆䯖䈑㒄鲕勢鴛妘䯖桹㯵鰓悅㡊鳏妛

醭曧嬟巻嶯䯖崯偧駁荱嬜㫥跣䃾䎪䯩

，，是这样，因为大健康医药医疗是一个非常大的投资领域，里面

有非常多的细分领域，你说的仅仅是一些新药的开发，新药的开

发要经过几期临床，不能拿这个很小的细分领域来代替整个医药

医疗。例如医疗器械，其实有很多投资领域投资周期并没有那么

长；并且投资周期长也不存在问题，即使新药研发，也可以有几

支基金，像跑接力棒一样来实现。比如投初创型的技术，在一期

临床的时候，可以把股份卖掉，这时候第二支基金，做后端的，

它可以接手。每一支基金可以衔接起来，各自做不同的事情，因

为每一只基金有各自不同的投资风格和不同的投资理念，投资于

一个公司不同的时期。

　　在投融资行业的专业问题之外，陈宝胜也就个人的人生经历为我

们提供了两条实用建议：首先是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和热爱的领域和方

向，第二是在这个方向努力地往前冲，战胜那些挫折和痛苦，人们往往

在挫折和痛苦中成长地更快。

，，崯飨頌曧讜牨艊贜佖䯖侟暁艊贜佖謚䯖雩會㫓嬟侸荁饅ǹ趵醭

讜艊鲇嵔䯖桭謚曧尫躅噴呯豕燍鮪悅@㡊㫥酽鱖艊攖䯩

，，我本科是学工科的，在西安交大学空调压缩机，硕士时我觉得

我对管理更感兴趣，因此硕士在西安交大读的营销学，又考到同

济读博士，读的是管理科学与工程，然后在工作中又慢慢往金融

转，因此我觉得既然往金融转了，还是要去学一个科班出身，这

样的话拿出来更有说服力，我就去复旦读了一个金融的博士后，

当然我现在也是复旦金融专业的兼职导师。我是从工科转到管理

快上市，中间又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这里面会

有一些关系。但是现在，像我们这种，靠自己

专业水平吃饭的人，我们现在感觉很明显，市

场越公开透明，越有利于我们这种靠真实水

平吃饭的人来发挥我们的能力，我们觉得关

系你说没有也不现实，不管在哪个国家，都会

有关系。但是我觉得现在专业水平越来越重

要，你能不能给它提供一些好的增值服务，能

不能帮它一起来成长，这是很多企业家，引进

投资者的时候思考的问题。

，，詵飨蹁籌㛺暺＃亱過桽烏￥讖䯩

，，比如说有一家公司——深圳的智美达，我

们投资了两年不到，还没退出。但是现在它每

年的净利润和营业额，都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

增长。它的总部在深圳，但是它百分之九十以

上的产品，都销售到北美和欧洲，它主要是做

家庭的智能设备。我们当时也不算收购，是股

权投资，因为我们集团在新加坡做地产，做建

筑非常出色，当时我们就把它引入到新加坡，

给新加坡开发的小区、地产项目，给买房的人

提供一个可选项，有些智能的家庭设备，让你

的家庭更加智能化。这个一方面，增加了我们

在新加坡销售地产的品质，另一方面呢，也帮

我们的合作伙伴，打开了新的市场，提高了它

们的销售额和利润。

　　如果没有产业基础，仅仅是给企业家投

钱，这种投资机构我不是很看好，因为未来

企业家思考的也越来越明白，真正好的企业

不缺钱，各种钱会来找它，这个时候它就会

想，哪些投资机构能够给我提供除了钱以外

的增值服务，它就会选哪一家。这个趋势我

觉得在国内非常明显，未来国内的投资机构

会越来越专业化，这样才能给你所投资的企

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提及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陈宝胜认为

“脱虚向实”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对于国内

目前投资公司大量收购海外资产的情况，陈

宝胜认为收购海外资产是一个大的趋势，中

国企业一定会越来越往外走，吸收海外优质

的技术和品牌，来更好的增值自己；在个人

的投资偏好方面，陈宝胜偏好弱周期性的医药医疗行业、目前热门的新

能源汽车和智慧城市行业。

，，粷鮪曧酽跣㩻薴酁諦艊悅㡊僨嗴昷謭讖䯩

，，国内提出一个口号，要促进金融行业“脱虚向实”，如果没有一

个实业的支撑，仅仅玩一些虚的金融，是不可持续的。这个泡沫终

归有一天会破裂的。国家现在在大力提倡“脱虚向实”，习大大前

几年有一个非常好的论调“两只鸟论”，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

“凤凰涅槃”和“腾笼换鸟”，这个过程会比较痛苦，但是一定要有

这个过程。金融一定要服务于实体。

，，蹺廟嬟侸悅㡊駡誒韓謭鲋敒㠳犦侳㡊鲲䯖崯尫躅荱䯩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的趋势，2016年的时候，中国就超过了美国，

成为了最大的海外并购国，但是在2017年，因为2017年外汇储备大

量下降，有大量的资本到海外去，国家在政策层面采取了一些限制

措施，限制资金的外出。但是未来的趋势势不可挡，中国一定会成

为一个净资本输出国。我常常和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聊，很多上

市公司的董事长会说，在国内，我已经是这个细分领域的龙头或者

佼佼者了，在国内没有好的收购标的了，这个时候就一定会往海外

走，希望在海外收购好的技术、好的品牌。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趋

势，而且需求量非常大。我们想要的不是房子、地产、球队这些，而

是海外好的技术和品牌力并购。

　　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头脑特别清晰，它其实是鼓励大家出来

并购的，但是你不能去买地买楼，搞足球俱乐部这些虚的东西。这

个趋势我非常看好，中国未来一定是越来越往外走，在海外并购的

数量和金额上会越来越多。

，，崯跣鳏鮪蹺廟會悅㡊䯖＝桖韓謭鲋瀟鲢ǹ趵攖䯩

，，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第一块是医药医疗行业，中国慢慢进入人口

老龄化，未来大健康、医药医疗市场空间非常大，并且医药医疗行业

是弱周期行业，只要有人口基数在，这个行业就会一直往前发展。

　　第二块我比较看好新能源汽车，中国无疑是汽车大国。谷歌也

在研究无人驾驶。接下来新能源汽车，包括它的上下游，未来会有很

多发展机会。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中国的弯道超车战略已经成功了。

　　第三块我比较看好智慧城市，包括政务的智慧啊，智慧家

居、智慧出行等等，让 人的生活越 来越便利，是 一 个比较 好的

投资方向。

　　智慧城市的概念比较大，上海去年开了一个研讨会，给我的启

发很大，说智慧城市首先要有城市的大脑，城市的大脑会运转的越

来越快、越来越敏锐，包括大数据只不过是它应用的一个方面。其

次要有城市之心，城市一定要越来越包容，越来越让生活的人感

觉很舒适，越来越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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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转到金融，为什么老是这么转呢，我觉得

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所在。那种感觉，可

能就是学习钻研到深夜都不觉得累，反而觉

得很轻松很开心。

　　第二个就是转型可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情。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肯定会有

一些比较困难痛苦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时候

一定要努力，咬紧牙关往前冲。老天很慈悲，

如果你自己明确了你的方向，老天肯定会帮你

的。人往往在挫折和痛苦中学到更多。如果一

个人不经历挫折和痛苦，这个人也成长不起

来。现在我搞并购，感觉很明显，并购一定要

和实业结合起来，才能把并购做好。这个时

候，我前面的工科基础、管理学基础都没白

费，我反而成为一个复合型人才。为什么我做

并购会比一般的人做得好一些呢，就是因为

我有产业、管理的背景。

　　如果你肯努力，这个世界的竞争并不激

烈。我觉得自己资质其实很平庸，但是只要你

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你想要什么，然后努力往

前冲，你就能将大部分人甩在身后，因为大部

分人都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愿

意付出努力。特别是在金融管理领域，很多年

轻人很浮躁，其实踏踏实实做靠谱的事情，就

能超过大部分人了。



我们APP里面，给这个用户提供。

这些都还进展得不错。

，，㮰喥曧㛺曧酽跣瑪杛艊㫠濕浧

媀䯩

，，对，我们是试图把用户生活消费

的方方面面都整合到一个服务里，

使其更方便地找到他喜欢的东西、

让消费变得更简单更省钱。

，，堝㛺駡誒桭㫝鮪廟㯵諎絔昷䉳桹

嬟俋艊黌䉺嶗攝昦䯖㫥昷䉳詵飨㛽

魹岄鞯鄻酽醣讖䯩

，，公司的内部管理我在创业前期关

注的不多，因为企业在刚刚起步阶

段主要是生存问题。这两年开始随

着公司员工增多，整个企业的管理

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们从今

年开始，在组织文化和组织管理方

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我们取消了

KPI考核，就是不再设KPI。为什

么？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你想通

过KPI去设定指标、预测业绩其实

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个行业

变化太快了，几乎每几个月就有很

大的变化。你年初设的目标没过几

月就要调整，那么我们在设定目

标、评估目标、反馈这个东西上都

会耗费大量精力，而这些精力本身

是创造不了价值的。

　 　 去 掉 K P I 后 我 们 引 入 了 一 套

OKR的体制，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最早由谷歌提出，它

是希望给每个人建立一个工作方

向，这个方向我们保持统一。另外

再设一些高难度的目标，但这个目

标完不成也没关系，他根本不是以

完成来去评估每个员工的。所以对

于每个员工的评估变化很大，以前

他做得好给他更多奖金，给他升

职，做的不好可能奖金更少。但现

在开始，今年我们所有人的奖金都

目，这个项目也是一种创新，但目前还在测试阶段，等以后有

什么最新的数据我再给大家做分享。

，，㜨㜨䯋崯㓌嬱㫠濕鈫嬱飨鮪翄縟啂㠳妕詬坢㡽妛彾踵䎘魯

艊桭㳛㒄囑罌曧鳘躅攖䯩

，，从2006年返利网创立以来，这个行业在这十多年间经历了

高速发展。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和大的背景，我们也是在这个行

业里面。其次我想说返利网比较专注，这十多年以来我们一直

在做这一块。为什么会专注呢？本身我比较看好这一块，它为

消费者和企业创造价值，所以我会坚持。同时每一阶段还有新

的机会，比如现在的和线下融合、和社交媒体融合，等等。

，，詵飨酓彿髦鞯鄻酽醣㫠濕鈫2/1。3/1嶗4/1浧媀讖䯩

，，返利最早做的模式是直接对接电商平台，用户从返利网进

入电商平台购物，能够直接获得一个返利。那个时候我们是不

做商品推荐的。这就是最早的1.0模式。2.0模式其实是从2013

年开始做的一个选品的服务。用户希望可以拿到更多优惠，所

以我们开始做选品，做直接商品的谈判。于是2013年开始做商

品导购。3.0模式我们开始进入更多领域而不限于电商。比如

在旅行、生活服务，甚至包括保险、理财很多领域，我们都开

始给用户推荐更多产品。3.0模式是把场景扩大化了。接下来

我觉得怎么在社交化里给用户提供我们的服务，这也是我们接

下来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蛼鲮誼昷䉳桹鳘躅錨鉢艊㓇陝讖䯩

，，社交化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现在用户非常多的时间都在社

交媒体里，而这个社交媒体本身自带巨大流量。我们可以在社

交化场景里通过熟人、朋友推荐返利。比如通过我们的小程

序、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甚至通过我们建立的用户群来实现。

，，㫠濕鈫艊4/1浧媀怇㬬艊瑪杛狆㠿㫠濕羠尓觶䯖唻鲋賽駱鄡

醣狆㠿粷鮪㫧嗴勢鑫瀟酽澒䯩梥棾㫤桹瀟鲢㓇陝攖䯩

，，3.0模式是想把返利的场景扩充得更全，以前是国内电商，

现在还有海淘的导购。比如我们做了一个叫“全球会选”的导

购，基本上是对接美国的、日本的电商商品，我们会有专门团

队从那边选出最优惠的商品放到国内。用户不用去专门注册国

外的网站，也能享受很多优惠。

　　第二块是说我们开始做线下，对接一些快销品品牌，通过

我们来给用户发一些优惠券和返利。这个服务其实在欧美还是

非常流行的。在国内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总体来

说厂家和线下零售商都对互联网抱有很大兴趣。还有一个就是

生活服务类的，比如说旅行度假、电影票、外卖等等也整合在

，，魹岄崯偡䯋㫠濕鈫茩頌艊鄽鬫嵔

騙曧尫樭艊䯩瀷偧蘚墡桹侸啨鳏䯩

鄡醢羮忊侸啨咲䯩諦慘艊翄縟妕詬

桹侸啨咲䯩諦慘艊閔窅曧瀟鲢䯩

，，那我先介绍一下吧，返利是我在

2006年在同济经管学院读MBA的时

候创办的，至今也有12年了。目前

公司员工数量大概有700人，主要在

上海。我们其他地方例如北京、广

东有分公司，主要base在上海。返利

是做一个“撮合”的平台——撮合

消 费 者 、 电 商 和 品 牌 厂 家 进 行 交

易，我们从厂家那边收取一定营销

费用，其中相当一部分再奖励给用

户。这样的话对消费者来说就比较

有价值，带来省钱实惠。对企业来

说，能获得更多的用户跟订单。到

目前为止，我们在国内几乎所有点

上都有合作，比如淘宝、京东、亚

马逊等电商平台，还有苹果商店等

等，同时还和几万家的品牌方都有

合作，我们几乎覆盖了所有电商。

，，3128妘㫠濕鈫艊狆㠿㫠濕㳟䎰曧侸啨䯩

，，2017年帮我们的合作伙伴撮合了大概有超过300亿的交易，我

们的收入在10亿元左右。

，，粷鮪鄡醣艊趵烏踽㒄曧鮪醢犦讖䯩

，，对，线下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在2015年就开始提出线下这个

概念嘛，现在这么尝试跟2015年做其实已经有所变化，2015年那

时候做在中国其实还有很多挑战。我们最早是想把消费者从线上

引到线下这些场景里进行消费，然后给线下商家带来一些价值，

给消费者带来一些实惠跟返利。但后来发现国内整个线下零售有

很多跟国外不一样的地方，比如零售行业非常分散，每个地方都

有当地的便利店、超市，都是不同的品牌。这给我们的开发带来

很大的挑战；第二是线下企业IT化能力普遍不是很强，所以我们

要给它们做技术对接很难；第三是线下这些企业当时拥抱互联网

的意愿也没那么强。所以2015年我们最终把线下返利的项目暂停

了。但从2018年开始，阿里提出“新零售”，京东提“无界零

售”，也有越来越多的线下企业开始和互联网融合，这也是我们

很看好的一点。那今年开始我们又推出了一个叫“返利牛”的项

魹烔暷䯖讜牨俋叧3117鄀NCB樍傖䯖

㫠濕鈫攝僔鳏悶DFP䯖

醢犦鴛俋鲒鎽鈫攝趵咲、

鳏窹誖鞯

魹烔暷䯤踵桖偡
羠牆鍖㫠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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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駡誒艊蘚墡偡絹嶗謾骼駡誒醭

俒酽樭䯖蘚墡㰊曧96謚讖䯩

，，对，基本上85后、90后居多的。

他们本身独立意识很强，不是你说

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所以从员工

的年龄层分布、到行业的发展，都

决定了那种控制式的、分解式的方

法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崯攝趵勢粷鮪䯖㫤磍鹷讖䯩

，，我可能前两年还焦虑，现在已经

不焦虑了，我觉得也跟这两年的个

人成长有关系。在之前我自己的很

多时间都是放在业务上。其实我最

近一年花了不少精力来关注自己心

灵成长的问题。有自己的内心的那

个成长，我现在开始非常关注。我

最近和邵亦波（就是易趣网和经纬

创投的创始人）有个交流，给我很

大的启发。我以前对人和人之间状

态还有负面的认知，但我现在能够

理解很多事情和很多人了。觉察力

变得更加敏感了，这个时候就基本

是提升每个人的专业能力，我们内部对每个专业岗位都有一

个专业级别的设计，告诉他如何提升专业能力。第二我们会

去引导他寻找自己的工作动力，就是他为什么要工作，他喜

欢什么工作，适合什么工作。我们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一方面我们提高他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试图去释

放每个人的内驱力。我们相信如果一个人本身专业够硬，又

比较自己喜欢这份工作，那他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这就是

管理思维的一个大的转变。

，，㫠濕㫤桹瀟鲢昷媀棾㫊彾㫥跣PLS䯩

，，我们力图打造学习型组织，鼓励学习和成长，这种成长一

方面是技能方面的，另一方面是心灵的。

　　上周末刚刚完成一个叫“拥抱聆听”的培训，这个培训干

什么呢？教你去探索你的人生使命。我们内部叫原动力，或者叫

人生召唤。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在驱使你工作和生活。探讨这个

问题好像跟工作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这个事情太玄乎了。但其

实很多人上完课之后感受非常强烈。包括我自己也会对这些探

索我内心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当你想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存在这

个世界上，或者你为什么要去工作，你为什么起床，为什么要跟

家人在一起，其实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我希望通过这个形式帮

助同事去看清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而不仅仅是我想要升职加

薪，我想要孩子上个什么学校，我想要个大房子之类的。

　　这将最终帮助我们实现组织的转型。没有KPI了，我们现

在做360度反馈，用这种完全欣赏式的探寻和欣赏式的语言来

做反馈。因为很多时候，你给别人一个建议，有可能他理解

就是一个批评，就是一个要求。他很难在心态上接受这个事

情，所以你批评他也没什么用；不如你鼓励他做好的地方，

让他在好的地方发挥更好，找到他的长处，帮助每个人都能

够在工作中更加愉快和自信，那么这就是组织文化的一个很

大的不同。

，，彿岄酁醣棾䯖彿髦會艊喥曧恦囑棾侳鮪媰鎢酓蘚墡艊LQJ

黌彾羾廟鍖侳靕僨艊PLS、

，，对，OKR是自下而上的，是你自己定的OKR。就你自己定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它是由外压、外驱改成内驱的一个

方式。以前的管理方式偏向于一种机械论的思维，它是一种

控制、分解、计划、执行的管理模式，但是这在互联网行业是

很难执行的。不是说你完成多少、他完成多少，你们加起来

公司就能够完成多少目标了，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行

业变化太快了。所以说在这种变化很快的行业，我们鼓励员工

去想应该做什么事情。他必须有自己的驱动力，他知道为什么

今天要来公司上班。也就是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

是一样的。我们希望首先给大家明确

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去引导他的自驱

力。我们希望他自己热爱这份工作。

我们在企业里营造一种更加自由、公

平和透明的文化。

　　我们在企业内部引入了一个叫

“同理心”的组织文化概念。我们试

图去挖掘每一个人的同理心，并以此

消除跨部门的隔阂和信息的不透明。

同时我们力图提升每一名员工的同理

心，这个同理心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

认识自己和他人。

　　另外，如果部门之间、员工之间

摩擦、隔阂不断，势必影响工作效

率。对此我们还有一个成果和大家分

享，就是青色组织。青色组织在欧美

很流行，也是对组织的一个重新定义

吧，就是营造一种更加自由，更加开

放，更加轻松的工作氛围。你在这样

的工作氛围中可以尽情释放天赋。其

实每个人的生活工作都面临很大的压

力，我在上海工作我可能要买房、要

生存要发展，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而在国外呢，他们整个的保障体系比

中国还要强很多。我们如何融合中国

企业特有的问题，也是我们在思考

的。

，，巃㓌PLS嬟偡䯖貶曧彿髦㫤醭曧

嬟絔㓦僉狆鑫LQJ尫躅詛㛊幫蘚墡艊

墡慘䯩

，，这个问题非常好。以前我们通过

KPI进行奖励和处罚。但是现在我们

要组织管理者认识到，首先，每个人

到公司来他都是想工作的，想去做一

些事情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

的价值需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

的这种内在的需求激发出来。我们还

是会用OKR来评估，告诉员工你现在

做到哪一个水准，但这个评估跟你的

奖金、晋升没有关系。

　　我们会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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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没有那么焦虑了。

，，偧楇粷鮪倉艊叧媐叧傼嶎㒄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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髦讖䯩

，，对，应该说，现在是比十年前更

好的时代。政府支持、资本市场非

常繁荣，如果你想创业的话，整个

基础是非常好的。整个社会对创业

创新的认可度都是非常高的。而且

风口其实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一个风口。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风口是不是没

了，是不是已成定局了，其实根本

就不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一

个当时的巨头，但每个时代又不断

有新的种子，新的机遇，新的创新

在产生。如果学弟学妹们能观察到

一个新的市场需求或者痛点，我还

是鼓励他去尝试一下。

　　创业创新也有不同的方式，有

些人说我自己独立开公司，有些人

说我找几个合伙人一起干，那也可

以加入一个创业企业里面去做，

或者进入一个稍微成熟一点企业

里面去做。未必是说完全是我开

一家公司单干，才是最好的一个

创业方式。现在创业的定义我已

经很广泛了。比如我们内部也在

鼓励内部创业，包括鼓励我们的

员工专门成立一家公司，我们成

为它的一个投资者。就是说如果

他有这种真正的好想法，而又能

利用公司的优势去帮助他的话，

那 他 可 以 在 这 个 公 司 有 很 多 股

份，我们给他出钱，出经验，给

他出品牌背书，把我们经验都可

以教给他。以前是大家都全自己

做，那现在其实发现这个社会一

定要有更好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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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李院长、金书记，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校友

们、家长们：

　　大家好！我是同济大学88级结构学硕士、98级管理学

博士杨宝明。非常感谢母校的邀请，我很荣幸作为校友代

表来参加2018届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毕业典

礼，一同分享学弟学妹们学业有成的喜悦。

　　我曾在同济求学、度过了将近十年的时光。我很感谢

我的导师沈祖炎院长、黄渝祥教授给我的教诲，以及学校

老师、同学对我的关心与帮助，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我深深地眷念这片倾注我青春光热的校园。毕业后，

创业近20载，我一直从事建筑软件行业领域，办公地点也

始终在同济周围，不舍得迁到更远。即使近两年搬到五角

场创智天地，也是与母校相望，并常回学校互动。

　　作为一个大师哥，非常荣幸接受母校的邀请，向即将

毕业的学弟学妹们表达我的祝福与期待：

　　首先，要祝贺你们走向人生的新篇章。在人的一生

中，毕业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代表着学生生涯的结

束、成为一个社会人。历经20多年的学习和积累，你们终

于可以走向社会、施展拳脚、一展抱负。踏出校园，你的

人生如同一张空白的画卷正徐徐展开，自己尽情用画笔为

自己描绘美好的蓝图。

　　其次，我也想分享一下我在同济的体会，希望能给学

弟学妹们一点参考。“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事济天

下”，这是同济大学的校训，也是同济人的情怀，更是同

济留给我的深刻烙印。

　　同济人应当要有“济人济事济天下”的胸怀与担当，

在自己所在的领域为社会做出贡献。有了更远大的梦想与

胸怀，才能支撑我们走得更远。创业以来，我一直有三个

梦想。第一个梦想是通过努力，推动中国建筑业进入“智

慧建造”时代；第二个梦想是创建一所“鲁班大学”；第

三个梦想是成立一家建筑经济研究院。目前，这三个梦想

都在实践中，第一个梦想，我创立的鲁班软件作为数字中

国的建设者和国内BIM技术的领航者，是推进中国建筑业进

入智慧建造时代的关键力量；第二个梦想，我们设立的鲁

班大学，为数十万建筑行业院校以及行业用户和企业用户

提供BIM技术培训；第三个梦想，今年3月16日鲁班软件作

为首批发起单位与重要捐赠单位，与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共同成立了“同济大学建筑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为

建筑产业未来发展、企业战略管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

导。我的三个梦想都在加速实现中，但是要完成三大梦

想，我还需要更多的奋斗与支持。李嘉诚干到90岁才宣布

退休，为了实现梦想，我想我至少还能再干20年。而你们

正当青春年华，今后至少还有40年的

工作生涯。作为同济的精英，你们应

该拥有、也值得拥有更远大的抱负与

梦想。正如马云所说——梦想还是要

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梦想的实现不

在于带给我们多少财富与名誉，追逐

梦想的过程就是驱使我们去见识更为

广阔的世界，更让人类短暂平庸的生

命绽放价值。

　　在学习、创业、生活的过程中，

我也深切体会到“同心同德同舟楫”

的温暖。同济人遍布世界各地，在我

践行梦想的路上，我特别感谢慈爱的

同济师长给予我的教诲，热心的同济

校友为我指点迷津，同济领导为我介

绍资源，同济客户与我共同合作、更

感谢团队里的同济高管与我并肩奋

斗、温柔的同济贤妻与我一路甘苦。

同济人遍布祖国各地，无论走到哪

里，“同济人”都是我们共同的标

签，我们因为“同济”而建立信任的

纽带。我们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一定

离不开协作与合作，而同济校友就是

我们的重要支撑，离开校园的同济人

更要互帮互助、协作共赢。

　　作为同济人，我们由衷地骄傲。

严谨、求实、团结、创新，或者说踏

实、努力、互助、上进是同济人的胸

怀。仰望星空，同济人的理想是以天

下为己任，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专业精英和社会栋梁；脚踏实

地，要耐得住寂寞积跬步以至千里，

同舟共济、勇于担当，机会一定会不

期而遇。相信有一天，你也会为同济

增添荣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最后，请允许我对即将离别母

校、开始新征程的学弟学妹们表示衷

心的祝贺，衷心祝愿你们鹏程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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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去杠杆是核心任务。

然而，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至2017年11月

底，国有部门的负债总额超过100万亿元，与

2016年同期相比，增长10.8%。其中，中央国

企负债总额51.5万亿元，同比增长9.3%；地方

国企负债总额48.5万亿元，同比增长12.3%。

即在2017年，国有部门的负债仍然以两位数的

速度增长，尤其是地方国企。这可能是与“保

增长”的目标有关。  

　　我们认为，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产能过

剩、库存过剩、杠杆率不断攀升”的困境很大

程度上和2008年之后为了保持经济增速而实施

的一系列强刺激经济政策是相关的。2008年金

融危机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

的产品需求突然下降，导致我国在几年内少了

数万亿元的出口订单。在外部需求突然下降的

情况下，企业市场化的应对方式应该是主动地

削减产能和去库存。然而，在经济刺激计划出

台之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纷纷上马大的建设

项目，扩张产能。  

　　建造新的厂房和生产线，确实马上拉动了

内需，其表现为2010年GDP增速和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双重上升。然而，当新的

生产线建成、开始生产了，原有的产能过剩就

更加严重了。在整个过程中，大量的金融资源

被浪费。  

　　这样的过程，还在不断继续。  

㳟@㡊瑧㱚鉝敱籹醣䅝鲇饅梥棾鄽牨亱䂏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中出现的

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显

著下降。2008年之前，中国每1元GDP需要1.2

元新增信贷，而最近已经接近4元。粗算下

来，目前的金融效率大概是2008年之前的三分

之一左右。  

　　这组数字说明：虽然金融资源总量在骤

增，但配置效率在显著下降。大量的钱被配置

到了低效的地方，甚至被浪费掉了。导致大量

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保增长而实施

的强刺激政策。在强刺激的背景下，大量投资

项目迅速上马，而这些投资往往是盲目与低效

的、没有市场需求作为支持的。即使带来GDP

的上升也是没有质量的，而且浪费金融资源。  

　　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对于我国经济

未来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从2010年以来，我

国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放缓，同时，在之后的一

二十年中，我国社会将迅速地老龄化。在失去

劳动力优势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就需要更

多依靠资本，尤其是需要实现资本的优化配

置，即将资金配置到真正高效的、有现实生产力的企业和项目上，

配置到有创新潜质的早期项目中，以支持它们的发展。  

詛棶棎㒄赗豈䯖鎢棶棎㒄桹敱!!

　　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达到了168万亿元，债务总量与GDP

的比值达到249%；而2008年这一比例还不到160%。我国整体杠杆率

的上升主要是由非金融企业导致的，并且，我国的企业债务“惊人”的

集中，主要集中在几千家企业上，其中大部分是大型国有上市公司。 

　　国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在2008年之后不断加杠杆，其整体的

负债率从56%上升到62%。但通过分析显示，国企杠杆率的上升并不

符合它们的企业特征和经营性需求，是缺乏经济基本面支持的。  

　　而与此同时，私营部门却在加速地“去杠杆”，私营工业企业的

整体平均负债率从2004年的62%降到2015年的52%。近期，私营工业

企业所贡献的产值和利润占到所有工业企业总额的近四成，而这些

企业的负债只占所有工业企业负债总额的两成。即，私营部门使用的

金融资源远低于其经济贡献。因此，要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首先要

做的就是纠正国有和私营部门在融资上所呈现出的“两极分化”的

趋势，使得各个部门得到的金融支持和其经济贡献大抵相当。  

　　也因此，当下我们说“去杠杆”，并不是对于大部分企业说的，

而是对于少数几千家企业说的。去杠杆的“主战场”在国有部门，

尤其是低效的、严重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企业。“僵尸企业”占据

越来越多的资金，其结果是挤占了健康企业所能获得的金融资源。

大量资金借给这类企业用来还本付息而没有用于真正高效的投资

项目，会导致“金融不支持实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所以，对于低

效的企业，要尽快“去杠杆”，释放

这部分信贷资源，并配置到真正高效

的企业上去。  

　　对于“去杠杆”的原则，我们认

为首先必须果断地在低效的领域“去

杠杆”。为此，需要持续推进国有企

业改革，关停并转低效国企，以真正

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

开、管理科学”的目标。第二要在高

效的地方“加杠杆”，让真正有效率

的企业、有创新潜质的项目以合理的

成本得到资金，为实体经济增长不断

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第三有效的政

策还必须逐步纠正现有银行体系配置

资金的低效，削弱非市场化的力量。

为此要继续推进我国商业银行和其他

金融中介的市场化改革。  

　　总结来看，为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

长，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已经到了

刻不容缓的时候。中国经济去杠杆的核

心任务仍然在于持续推进国有部门的市

场化改革。同时，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获

得贷款，即在高效的地方加杠杆，这样

才能激发新的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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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20年，国际航空枢纽的角色形象将更

加智能，更加全面， 更加丰富。上海国际航

空枢纽建设将以智能化的空港为核心，强化物

流与供应链产业，发展内涵丰富的一体化临空

经济，以多层次互联的客运交通、多方式整合

的货运物流为基础，营造世界文化相交融的创

新生活氛围，实现“一座机场，一个城市”的

战略目标。

杶镾誼艊裶珜樮宆

　　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建设核心，空港将转

型为以旅客为中心、服务为导向的综合性航空

服务提供者。相辅相成的人工智能与数据科

学，将帮助机场结构化自身的海量信息，实现

互联互通的智慧物联网络，并基于此从全局角

度统筹决策，动态优化机场的资源配置，实时

调整，提高人力物力运作效率，同时为旅客提

供更加广泛、便利的个性化自助服务。

1、智慧物联网络
　　智慧物联网络使机场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采集多维度信息，以人流监控为例：基于机场的

监控网络所收集的实时影像信息，利用机器视

觉、模式识别技术，对视频中的旅客进行识别

与动态定位、追踪。电子监控系统将具备辅助

警报能力，对于行为路径可疑的旅客，在显示系

统中标识可疑对象，为安保人员提供参考。 

　　旅客的追踪信息将帮助预测机场人流聚集

情况，对可能出现的旅客滞留、拥堵提前预

警，保证机场有较为充分的应对时间，从而采

取最优策略。由机场各种监控终端采集的视频

数据经过图像识别所得到的旅客路径信息，可

以被实时应用在多个方面。 

　　此外，瞳孔识别、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技

术也将被更加充分地利用在辅助安全检查的各

项环节，实现人力成本的进一步压缩，提高安

全检查效率。

2、优化资源配置 
　　构建国际航空枢纽必将面对更加错综复杂

的航班网络，更高要求的航班吞吐率和客货吞

吐率。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机场服务的国际竞

争力，需要进一步缩短航班过站时间，提高航

班正常率，除机场扩建与格局调整，登机门

（停机位）的有效分配将变得更加关键。传统

的纯人工决策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计算机决策

支持系统将帮助机场综合考虑旅客效用、机场

航班流量等实际因素，实现登机门的自动优化

分配。 

　　更短的安检时间对于以旅客为中心的服务

型机场而言价值显著，因此，机场将会更加充

分地利用可获得的数据信息，根据实时的流量

监测及未来一定时间内的流量预测情况，调整

安检通道的开设，并通过实时的电子显示终

端、信息发布平台，对旅客进行引导。 

　　无纸化的电子登机牌、自助值机、自助行

李托运、自助登机通道等多种环节的简化将有

效地节省旅客的时间，因此而闲置的机场服务

人员也将被派遣岗位，提高相应岗位的人工服

务质量，全面优化旅客在机场的消费体验。 

3、高效公共设施布置与维护 

　　基于机场人流变动的历史数据，针对室内

区域功能规划与公共设施布置定期或不定期的

变动，机场将作相应评估，广告位、店

铺租位的定价将进一步量化，休息区、

饮水处的设置将更加合理。 

　　基于机场人流变动的实时数据，洗手

间的清扫，免费物资的补充等事件的发生

频率将对应做出调整，使得公共设施的使

用、损耗程度与维护密度成正相关。 

4、实时服务与网络交互 

　　以机场的智慧物联网络所提供的应

用数据为基础，以手机、pad等移动终

端为媒介，旅客的信息需求将得到最大

程度的满足。利用终端和现场的电子显

示设备，航班动态、电子登机牌、登机

门信息、安检通道流量等信息将被旅客

实时获取。借助网络终端与自动化设

施，值机与行李托运都可以由旅客自助

完成，登机口同样可以自动化检测电子

登机牌。 

　　智慧物联网络的终端在收集旅客的

实时位置与动作信息的同时，将为每位

旅客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导航服务，包括

地面的电子导航标识与相对应的语音提

示。此外，旅客的私人移动终端也将同步

收到提示信息，并根据旅客喜好推荐机场

的餐饮、购物项目。更加大规模、更加精

细化的数据科学应用决定了机场将提供更

加精准的服务。

酽鉢誼艊踮裶鄽牨

　　今年8月，复旦大学国际空港城市研

究中心主任王学东在第二届长江发展论坛

上发布了《2017中国空港经济区（空港城

市）发展报告》和《2017长江经济带空港

经 济 区 （ 空 港 城 市 ） 发 展 指 数 研 究 报

告》，通过公开资料和采样评估进行打

分，对全国27个空港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

9个空港经济区排座次。报告显示，2016

年空港经济区综合竞争力前三甲依次为：

上海空港经济区、北京空港经济区、广州

空港经济区。

　　枢纽机场是空港经济发展的核心区

域，也是空港经济区发展的载体；综合交

通体系是空港发展的重要依托条件；临空

产业体现机场周边地区受机场吸引和辐射

的产业发育情况；腹地经济主要体现为城

市经济、商务活动、旅游活动、外贸发展

等为机场提供了丰富的客货源。由此可

见，上海空港经济区的综合竞争力占有相

当可观的优势。 

　　临空经济可追溯到1959年爱尔兰的香

农国际航空港自由贸易区，其基于全球视

野，进行顶层设计的做法对上海航空枢纽

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以服务为导向的

空港将大幅提高中转率、降低不正常航班

比例，健壮航班网络；物流与供应链、高

新技术制造等空港相关产业，将逐步融

合，形成产业集群。丰沃的客、货流为临

空服务产业提供了良好的生成环境。结合

上海的海港货运优势，以海、空双港为支

撑的临空经济所带来的区域辐射力将格外

强劲，逐步形成稳定的一体化临空经济

区。 

1、萌芽：完善基础交通运输功能 

讜牨俋叧鄽牨醮諎絔叧䅳斊戦。贜佖羠啂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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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民航机场

生产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至2016年

间，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城市机场客货

吞吐量占全部境内总吞吐量的近一半。由

中国民用航空局今年发布的《2016年民航

机场生产统计公报》显示，上海民航机场

客货吞吐量居全国首位。近五年，上海民

航机场客货吞吐量稳中有增；浦东机场旅

客吞吐量在全国民航机场中的排名逐年上

升，货邮吞吐量稳居全国第一。

　　构建全球城市视野下的上海航空枢纽

必将以浦东-虹桥双机场为优势，建立相

互呼应的主、副双中心的临空经济圈。那

么，切实提高空港客货吞吐量并维持良好

的增长态势是前提。围绕智能化的双空港

核心，紧凑地铁规划，提高城市内部交通

效率，加强与周边卫星城市联系，整合城

际高速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形成层次丰

富的多维交通网络。浦东与虹桥将成为上

海市内交通、国内铁路交通、国际空中交

通三个不同维度交通网络的交汇枢纽。 

2、融合：组合物流配送产业 
　　空港物流具有速度快,空间跨度大,通

达便利,商品的鲜活度高，准确、方便、安

全等特点。上海港水陆交通便利，集疏运

渠道畅通，通过高速公路和国道、铁路干

线及沿海运输网，可辐射到全国，对外接

近世界环球航线，处在世界 海上航线边

缘。

　　空港物流与海运物流相配合，物流行

业将规范化、集约化、高度信息化、过程

可视化，凭借智慧物流大数据的体系支

撑，港区物流业转型升级将在实现规模经

济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时间效率的优势，

实现速度经济。

3、成熟：培养创新服务行业
　　随着空港规模的增加、运作效率的提

高，旅客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机场的室

内规划将更多地实现购物休闲功能。航

空、高铁、地铁相融合的综合枢纽将为第

三产业提供大规模的有效客流、营造绝佳的生存环境。

　　此外，空港周围6-20公里范围内、与空港形成联动发展的临空产业作为

一个综合性开放系统，依托空港的航线网络，连接国内外重要城市，富集资

本、信息、技术、人才等经济要素，快速融入全球经济网络，带动经济系统的

整体循环，促进全球市场的互联互通。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自由贸易功能

将逐步凸显，快速响应旅客对于全球中高端商品的消费需求。

4、稳定：可持续辐射带动区域经济
　　目前，上海已拥有规划总面积为5.14平方公里的虹桥临空经济园区：位

于上海长宁区西侧，毗邻世界最大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坚持高起点的

“园林式、高科技、总部型”的发展目标，凭借世界最大的综合交通枢

纽——虹桥的交通优势，已经成为连接泛长三角地区及长江流域地区最具

活力和辐射力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虹桥临空经济园区是卓越全球城市视野下的上海航空枢纽建设的良

好开端，浦东-虹桥的双港核心，上海港-浦东-虹桥的三港鼎立，将实现更

喜人的经济效益与区域辐射力。规划并建立相应的物流与供应产业园区、

高新制造产业基地、综合保税园区、高端商务区、购物休闲区等，形成物流

配送、物流中转、保税仓储、国际采购、加工出口以及相关产业集群，带动

三次产业协同发展，形成具有可持续辐射能力的一体化临空经济区。

瑪絑誼艊梽鯫╙壈

　　根据香港国际机场发布的2016财年中期报告，特许经营权、零售许可

证和广告收入、其他终端商业收入三项非航运业务的收入总和占到了该报

告期收入的64.1%。由此可见，附属于空港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2017年2月联合

发布的《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国将

新建以及续建74个机场，建成机场超过50个，到2020年，我国民用运输机

场数量将由2015年的207个发展到260个以上。换言之，我国的航空业将继

续扩充，由上海两大航空枢纽打造成的机场城市将捕捉更多的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

　　按照上海市城市发展规划，未来的二十年将是上海站在更高起点迈

向全球城市的历史阶段，构筑与全球城市地位相匹配的“低碳、畅达”

的综合交通体系，是城市综合交通的发展目标。“十三五”期间，依托

“大虹桥战略”和“大浦东战略”，上海将形成西虹桥、东浦东的双引

擎城市格局。在多层次客运交通互联共通、多方式货运物流相互整合的

背景下，凭借区位优势和经济要素富集功能，机场周边将汇聚大量临空

产业，并在产业共生效应的作用下，逐步演化成具有和谐良好的经济、

社会生态的机场城市空间。

1、多层次互联的交通运输
　　以卓越的全球城市视野宏观来看，综合交通网络对于作为国际特大城

市的上海而言，重要性显而易见。功能强大的机场、港口将承载城市与全

球经济贸易的频繁互动；效率高、覆盖广

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络，将支撑起城

市在区域城市群中的核心地位；网络密布

和环境舒适的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交通、

道路网络、慢行交通网络，将肩负城市居

民日常社交、工作的基本保障任务。

　　更进一步地，全球城市视野下，要求

空港是更加智能、全面、内涵丰富的，对

于空港交通更是如此。国际航空网络、国

内铁路网络、城际高速网络、城市轨道网

络以及市内慢行网络汇聚在空港，进行

客、货流的转接交换。自动化运行的多层

次互联交通网络汇聚性，将成为全球性机

场城市的基本特征。

2、多方式整合的供应链体系
　　多层次互联交通网络以机场城市的

空港为汇聚中心，为建立成熟物流供应

链体系、打造空港物流园区夯实基础。

空港物流园区将涵盖物流服务业的各个

环节：流通加工、包装、中转、配送、

仓储、运输；空港附近的高新科技园区

将汇集航空航天相关的高端制造业、轻

薄加工业等；空港周边的高新产业基地

将为依托于空运的微电子和计算机等研

发制造，营造良好的生存空间。物流配

送与高端制造业紧密围绕在空港周围的

产业聚集区，以实现与国际供应链的无

缝对接，提高服务响应水平。

3、多文化交融的创新生活
　　以空港为核心、以临空指向型产业

为背景，机场城市将定义一种创新的生

活方式：多层次的互联交通网络，全球

性的大型购物中心，国际化的综合商务

模块，高效客货流通所带来的多种文化

碰撞、融合……过硬的基础设施，完美

的软件配套，围绕上海航空枢纽打造的

机场城市将提供品质卓越的城市体验

感。在规范化的基础设施之上，上海对

全球文化的兼容并蓄也将体现在其机场

城市的城市风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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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跻身创新型

国家需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

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并更好地发挥

创业投资支持创新创业的“孵化器”和

“催化剂”作用。以创新为核心、创业为

方向、创投为推力的“三创”生态圈成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推力。同济大学经

济与管理学院、管理高等研究院以及创东

方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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怇㬬＃醑攝￥羠尓跀酛。僨扅
＃醑攝￥鎽誤饅跀

创新创业创投（三创）研究中心”，积极

开展“三创”理论研究，建设“三创”基

础数据库，并发布收个“三创指数”，聚

合大学、政府、企业、个人的创新创业创

投平台资源，形成教育生态与产业生态的

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机制，助力创新型国家

建设。

　　当前，全球范围内目前已有的创新、

创业、创投的指数多为单一指数，无法体

现三者之间的协同联动关系。这些单一指

数也不能简单合并，无法对政策和市场起

到应有的指导作用。同济大学创新、创

业、创投指数，将打造一个“三创”生态

系统，将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

技术融合到三创环境、活动及结果的评估

及规律的探求中，并通过多维度数据源和

算法模型全面系统评估全国31个省级行政

瑪絑攝昦。攝趵醝諦慇斶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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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不含港澳台）关于创新创业创

投本质的多维特征，有效指导政策制

定者、实践者、学者、教育工作者们

的“三创”实践活动。

　　“三创”指数的发布不仅有助于

政府政策体系的优化，更能有效地引

导和发挥基金的作用，激发区域“三

创”活力；帮助创投机构了解和发现

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投资机会，研

判投资热度，规避投资风险；有效提

升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为企

业的创新投入、研发方向提供针对性

指导。同时，该指数还提供了一个发

现新知识和新理论的学术活动智慧平

台，为大学、职业学校学生的专业配

置及就业方向提供前瞻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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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基础

　　三创指数指标体系建立过程中，

将经济学与管理学经典理论与中国创

新创业需求现状相结合，以制度理

论、资源理论、能力理论和竞争力理

论为基础，对其优化和创新，构建了

“三创”的理论基础框架，如制度变

迁理论、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竞争优

势理论中瑞士IMD商学院关于区域竞争力的八个很重要

的因素等等。

2、指标选取原则

　　影响创新、创业、创投的要素众多，遴选指标、构建

指标体系过程中，始终把握以下五个原则：一是与国家总

体发展方向一致，面向“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

五大发展理念；二是遵循经济发展和市场规律，紧密结合

“三创”的现实情况；三是把握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体现

出经济转型和创新能力转型的需要；四是坚持问题导

向，紧抓问题的主要矛盾；五是既要考虑到指标的先进

＃醑攝￥絔㛀▕蕬橅楯蹕

＃醑攝￥慇槪㬕僉囑賒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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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尓镾撾絔㛀

性，能够充分描述“三创”能力，同

时也要考虑在操作层面的可行性，便

于评估和分析。

3、指标体系结构

　　三创指数指标体系，围绕外部环

境、资源投入、主体能力和综合效益4

个维度（一级指标），针对经济基础、

设施条件、政策制度与政府效率、市

场环境、绿色发展、对外开放、人力资

源、创投资源、科研投入、教育投入、

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投能力、科技

效益、经济效益、企业成长、居民生活

质量等17个方面（二级指标），选取了

9 3 个具体内容（三级 指标）进 行 评

价。重点突出政策制度环境、政府效

率、区域经济基础、当地市场环境、

创新创业创投主体的产出能力、经济

增长和企业成长发展等方面做出相关

分析。

4、基础数据来源

　　三创指数指标数据来源主要有四

个：一是直接引用官方权威发布的数

据，如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统计公报等；二是根据上述统计

数据进行计算得到的间接数据；三是

引用商业数据库统计数据，如创投领

域的基础数据；四是引用社会影响力

较大、可信度较高的的第三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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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的三创指数，首次将创

新、创业、创投三个维度同时纳入指

数 中 ， 评 价 指 标 的 选 取 更 具 有 全 面

性、科学性和客观性，数据的广度、

深度和复杂度均大大提升，总体指数

和各级分指数充分考虑研究评估对象

飨＃醑攝慇斶￥錫撾
攝昦矇蹺咲婠㛄

间差异逐渐减小，这也表明政府在制

定政策时，一方面要发挥原来增长极

自身的作用，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

同时还要鼓励创新，帮助其打造成为

在某一产业较为领先的地区；针对梯

度比较低的产业分布地区，政策制定

方需鼓励其进行模仿性创新，协调整

个区域创新发展和经济发展。因此，

对政府来说企业才是真正的创新主

体，政府如果要提升企业的创新能

嶼╪醑攝醝諦慇斶酛㚧蹕

嶼╪醑攝镾撾尓獻蹕

　　2018区域三创报告分析显示，在

三创综合指数排行榜中，传统的经济

强省（市）占据了榜单的前排位置，

其中北京、广东、上海分别位列前三

名，江苏、浙江和山东紧随其后；长

江流域地区整体水平接近全国平均

值，位于排名中上游；东北和华北地

区处于中下游水平；西部（西南）地

区除陕西省外，整体分数较低，处在

榜单的最后。

　　依据地理区域的划分可以看到三

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极，首先北京和天

津为第一个强有力的增长极，其次是

江浙沪地区的长江带增长，接着是广

东地区的增长极。以上结果表明，在

经济发达地区，教育科研水平雄厚，

创新研发投入高，产业发展成熟，综

合基础条件好，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

密集的地区是创新创业的沃土，其广

阔的经济效益前景也吸引着各类资本

的投入。经济欠发达和偏远地区，工

业规模、教育科技水平落后，市场环

境综合指数低，对各类人才、企业、

资本吸引力不足，导致了三创指数以

及三创综合能力的低下。

　　值得一提的是，从三创指数的外

部环境指数来看，上海拔得头筹，其

次是北京、广东和江苏，后续各地区

嶼╪醑攝镾撾鰓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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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首先需要提供宽松透明的政策制

度，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提高业务办

理效率，规范技术标准，保护产业发

展和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发展良性

环境；其次是产业升级转型，尤其是

传统工业，要与“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新兴技术相结合；第三是注重产

业整体布局，根据地域特色引进和重

点发展相应的高新技术产业，避免大

而全，注重“特”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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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针对性更强。三创指数的持续

发布将为政府的“双创”决策提供更多

的信息支撑，为创新创业企业提供有关

技术人才、资本、经济、环境和数据信

息等方面的指导，也将为创业者提供相

关参考，从而助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后续“三创”研究中心将依据不

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指标进行深

入细化地调研，动态调整指数结构，

优化和完善三创评估体系。具体的调

研分析结果及信息将以年度《中国创

新创业创投指数报告》的形式向全社

会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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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思考生命。我在想，生命尽管顽强，但有

时候又很脆弱，就像一张纸，一捅就破。而在这

时候，如果还有很多事没做完，就会觉得很遗

憾，但这反过来又会激励我坚持下去。

　　我会用各种方法来鼓励自己。我想到了电影

《泰坦尼克号》中的情节，当男主人公杰克觉得

自己必死无疑时，对女友萝丝说：“你一定要顽强

地活下去，要过得幸福。”当时，我病床边有一台

CD播放机，不断放着音乐，《泰坦尼克号》的主题

曲“我心永恒”经常回旋在病房中。

，，僨胟艊㮰跣醢遠䯖嫕暚鮪侐絔鳘躅鲇䯩

，，那天上午接到一个电话，说马上要开学了，今

年大幅度扩招，还合并了上海铁道大学，新招学生

7000人，来了怎么住啊？

　　以前同济大学每年只招两三千个学生，我对

此很焦虑。当然也不能说因为这事，导致了我发

病，不要挂钩。

，，2:::妘曧跤蹺俋叧俋㓇浧怳愇艊㡽砎䯩

，，对，那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我参加了。

当时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会上提

出了怎么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当时，国务院有关

，，2:::妘9桸6暀醢遠䯖倉鮪讜牨俋叧樍䂏咇僨胟䯖䆠

張⺖㬍嬔語䅳悘敿䯖嫕暚僨羠鑫鳘躅䯩

，，那天上午腹痛难忍，送到医院查出是急性坏死性胰腺

炎。这病非常难救，还并发心肺肝肾等脏器功能严重障

碍，心脏8次骤停，做了4次手术，可以说濒临死亡。在瑞

金医院住了将近5个月，直到年底才出院。

　　医学界都说，能把我救回来，是中外医学史上的奇

迹，所以我很感谢那些医生。我是在与死神顽强而艰难

的搏战中，跨入新千年的。

，，㧂鮪胟妽醢艊㮰6跣桸䯖嶎嬱桭侸艊曧鳘躅䯩

，，虽然九死一生，但我还是很乐观，别人都说我坚强。

其实，我当时精神状态是比较亢奋的，因为满脑子想的

都是同济还没进入“985工程”，这个目标我是放不下

的。

　　我住院期间，教育部和上海市的领导都很关心，经

常来看望我。只要他们来，我一定会提这件事，在气管被

切开的那段时间，我不能讲话，只能用笔来写。

　　有一次，上海市委书记黄菊来看我，我又提了这事，

还对他笑了笑。就听他跟别人说：“吴校长病得这么重，

怎么还在笑？”我当时气管切开不能说话，心里想，我有

机会当面向领导提“985”的事，能不笑吗？

，，

，，鮪胟嵔竑時戰䅺艊暚贖䯖倉㫤嶎勢鳘躅䯩

旝!}!䗮玣

　　吴启迪还是老样子。虽已年届七

旬，看上去依然清癯而干练。或许是

早年留学瑞士的缘故，她跟我约在一

间咖啡馆，在闹中取静的南昌路上。

说好9点半见面，她提早了20多分

钟。看我有点诧异，她微笑着跟我解

释，之所以提前到，是要先和一位同

事商量工作。

　　中国有很多大学校长，吴启迪教

授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名人。1995年，

她以民主推举的方式，成为同济大学

首任女校长。一直到2003年赴京任教

育部副部长，她当校长那八年，主持

了同济两次与其他高校的合并，也经

历了前所未有的高校扩招。事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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苧蕓㫶䯖2:58妘羠鲋醢犦䯖牸焎荎烔鈷豜鳏、

杶镾扡壽豕咲䯖讜牨俋叧斊戦䯖

玜雲俋叧晹鄡翄叧佖。靕誤扡壽薐佖。

緤佖鎽㮳飝䧵跫絔墡叧䅳翄厸墡蠿贜佖、

桪麇讜牨俋叧樍䂏。斊鑇㯵謄㯵䂏。

跤邁訅鴛嗎嗘跤俖鎬ゔ僡蘚、

鳏窹誖鞯

苧蕓㫶䯤羠噯。讜牨嶗
彿艊魯羠焎醢鞢

虽然九死一生，但我还是很乐观，别人都说我坚

强。其实，我当时精神状态是比较亢奋的，因为满

脑子想的都是同济还没进入“985工程”。

突发重病那一天：“那天上午接到一个电话，说马

上要开学了，今年大幅度扩招，来了怎么住啊？”

扩招到底对不对：“扩招早晚要做，但当时做

得有点急了，如果分几年来做，可能更稳妥。”

年，她对当年的高校改革，是怎么看

的呢？

　　和吴启迪聊天，她的先生江上舟是

绕不过去的。他们同在清华大学无线电

系学习，毕业分配同赴云南，然后一起

回京工作，一起考上清华研究生，先后到

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读博。回国后，一个

在上海，一个去海南，长期分居。多年后，

他们又在上海团聚，直至2011年江上舟

因病辞世。

　　这些年，吴启迪极少与媒体谈起江

上舟，这次跟我聊起往事，言必称“我先

生”，30多年相伴的感情清晰而内敛。我

说，江上舟先生被称为战略型科学家，曾

力促大飞机和集成电路芯片项目落户上

海，您认为他是个怎样的人？吴启迪平静

苧蕓㫶熱夌讜牨鄽諎叧䅳饉㛨僡蘚＝

地说：“我先生很关心政治，学习能力很强，他不搞基础

科研，更关注战略上的事，这是他的特长。”

　　吴启迪更让外界惦记的，是她在将近20年前经历的

一次生死考验。当时，她在上海瑞金医院住了近5个月，

心脏8次骤停，硬是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解放日报》

曾对此做过长篇报道。

　　采访那天晚上，她就要去杭州出差，第二天再去苏

州开会。问起她的健康状况，她笑笑说：“现在还有几个

兼职，都不取报酬的。身体还行吧，还能走动走动。我想

再做两年，到2020年是我大学毕业50年，这也兑现了当

年的诺言，为国家工作50年。”



，，当时，我大姐就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上学，我

的选择跟她很有关系。我上清华的时候，吴邦国

同志是我们的辅导员，跟他比较熟。其实我们家5

个人都是清华电子工程系（当时叫无线电系）毕业

的，大姐、大姐夫、我和我先生江上舟，还有我大

儿子吴江枫。

，，鮪玜雲艊巃糴尫躅樭䯩

，，我考进去的分数很高，所以很受校领导和辅导

员的重视，他们鼓励我入党，我曾写了好几次入

党申请书。但一年后，文革开始了，我因为是知识

分子家庭出身，当时被定为出身不好, 自己又成了

所谓的”修正主义苗子”。所以，我是不能参加红

卫兵的。

，，倉嫕暚會砎鳘躅攖䯩

，，主要是帮着抄抄大字报。大串联我很积极。

实际上，串联倒是给我们长了很多见识，各省

大学都有接待站，住宿不要钱，在各地高校看

大字报。

，，粷鮪螻㫓俧棾㛺㛺倉艊鄽證、倉曧珕墕鳏䯖啢暚鎬

鮪珕墕羠牆㫓讖䯩

，，我生在上海，小时候的记忆都是关于上海的。2009

年，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包括江上

舟）回过一趟老家。温州还有个“世界温州人大会”，

2017年我带儿子全家去参加过，我儿子是跟我家姓吴

的，老家那里有个吴氏祠堂，还有祖屋保留着。

，，

，，啢暚鎬賓鮪醢犦瀟㳚䯩

，，我一直住在徐汇区，小学是南洋模范小学，后来叫天

平路一小，就在南模中学对面，中学上的是位育中学。

我的记忆中，中小学老师都很敬业。当时，老教师不少

来自名牌大学，比如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

等，后来的年轻教师才来自师范院校，如华东师大、上

海师院。

，，粷鮪▕梪醢㰊曧壎餱羠嫕跤啢叧鍈壎、

，，这在中国相当一段时间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在一些

比较贫困的省份，能保证中小学师资到位。而且减免学

杂费的师范院校，还是让不少贫困生上得起大学。不过

从今后的发展看，应该争取让素质最好的人才去当中小

学老师。

　　最近，我经常在教育部的一些座谈会上呼吁这一

点：为什么清华、北大毕业生不能去当中小学教师？这

需要杠杆撬动，比如政府购买服务等相关政策。

，，鍊俋叧艊暚鎬䯖鳘躅囑罌㚯倉嶎蟇婩醢犦䯩

，，我们那时候的想法跟现在不一样，觉得没有出去过，

就一定要出去。其实，家里是不太同意的，因为我两个

姐姐都已经去北京了，我们姐妹三个，如果我也出去的

话，父母身边就没人了。

　　所以，我母亲当时就劝我还是读上海的学校吧，我父

亲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他们觉得上交大也挺好。但我

还是一门心思想离开上海，填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

，，踵鳘躅㬕愞㫥跣豕趵䯩

及和企业合作建设学生公寓，总体上缓解了空间紧

张问题。

，，但有些问题很难短期内解决。扩招前，同济的师生

比是1:8，扩招后达到了1:10到1:12。从办学效益讲，

扩招当然是好的，但学生太多、教师太少，实际上对

办学质量是有影响的。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克服困

难，完成了扩招任务。

，，粷鮪螻俧荱䯖倉㚪踵嫕妘怳愇唻醭唻䯩

，，对于扩招，社会上一直有很多议论，认为扩招大大

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2003年，我到教育部工

作后，站在国家的高度来看整个高等教育，越来越觉

得扩招这件事早晚要做。但当时做得有点急了，如果

分几年来做，可能更稳妥。

　　在大学工作的时候不知道，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

中期的大学毛入学率只有5%，比印度还要低两个百分

点。如果当时的大学校长都知道这个情况，可能会对

扩招更积极一些，因为我们总不见得还不如印度吧。

，，嶗俋叧怳愇飽羠艊䯖㫤桹＃斊鑇鲲趵誼￥䯖倉㡤讜

㫥跣絔寳讖䯩

，，我从来不接受教育是一个产业的观点。记得当时在

北京的一个论坛上，我发言的观点就是教育不能产业

化，因为教育是公益事业。教育可能有部分产业或非

公益的功能，但这一般是指非学历教育。

　　我的观点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很多人认为

我太保守，思想跟不上形势。也有些人拿美国的私立

大学举例，来支持教育产业化的观点。其实，美国不

少私立大学办得好，有他们特殊的发展过程，他们是

通过基金会来规范运作的，而不是出资人自己办学。

而整个欧洲,包括英国,以及亚洲大学几乎都是公办的。

还有人说，日本当时正在实施法人化的高教改革，但

法人化不等于私有化。

　　当时，不少人的思路是，让大学自己去收钱，自

己去发展，后来对医院也是这个思路。这是不对的，教

育和医疗向来是国家的事、社会的事，不能是产业。

部门提出一个方案，认为对于老百姓来说，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消费，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教

育，希望子女都能上大学。

　　很快，中央要求我们教育部所属高校大幅扩

招，一开始要求扩招一倍，后来发现其实做不到，

但至少平均扩招了1/3。

，，

，，㮰跣抲熱昷橉艊＃蹺烏䅳桹饅㯵䃸￥䯖曧斊

鑇㯵讖䯩

，，后来很多人都以为是教育部提出扩招的，其

实真不是。跟大学扩招一起提出的还有“教育产

业化”，都是当时的国务院宏观管理部门提的。

，，嫕暚倉唻俋叧怳愇尫躅荱䯩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在国家没有任何投入的

情况下，要多招这么多学生，不管从哪个角度

看，都是困难的。同济在那几年经历了一个困

难时期，首先碰到的是学生宿舍问题，男生已

经8个人一个房间了，再扩招一倍不可能，即便

是1/3，也没有空间了。

　　但当时国家经济有困难，大学要做出自己

的贡献，我们还是接下了任务。其实，各个大

学都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接受扩招任务的，

思想上也没有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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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鮪怳愇跤䯖讜牨鳘躅暚鎬桭羥䇏䯩

，，应该是2000和2001年，我印象中都是每年招

7000名学生，当然这没持续几年。当时还叫我

们招二本，我说我们同济从来不招二本的。后

来学校实施了后勤改革，通过银行贷款，以

与清华的缘分：“我们家5个人都是清华电子工程

系（当时叫无线电系）毕业的，大姐、大姐夫、我和

我先生江上舟，还有我大儿子。”



，，没有，这个我是让他的，我没考通信，去考了自

动控制，这个专业对我来说等于是重新学。

　　因为每个专业的录取名额都非常少，20个考

生 里能录取一个就不得了了。我们只有分开

考，才有把握都考进去。我大学只上了一年的

课，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入学后，在免修的

考试中还考得不错，免修了两门课。

，，謚棾曧鳘躅梽釐䯖倉髦酽㡽詛緤佖飝䧵跫絔

墡叧䅳翽叧䯩

，，我先生先去的。他考上研究生不久，又考上

了出国研究生，就去集训外语了，第二年就公

派去了苏黎世理工学院，他是“文革”后首批

公派留学生。

　　我是研究生读完，拿到了硕士学位后，再

考虑留学的。那时候大家都想去美国留学，排

队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我先生对苏黎世理

工学院感觉很好，就叫我也去吧。我当时不了

解这所大学，只知道是爱因斯坦的母校。

，，俋叧瀸趵鰓㱚暚䯖嶎螻醢犦讖䯩

，，没有回上海的名额，除了大城市，其他任何地

方都有可能，也有留校名额，但留校名额由工宣队

掌控，当时工宣队负责人是迟群。而且，当时清华

的氛围已让我们无可留恋，我们也不想留校。于是

我和江上舟被分配到祖国的边疆云南。在云南省

电信局报到时遇到一位军代表老李，他和蔼地问

了我们的情况，就说，不要把你们分开派到两个

不同的县了，还是一起留在昆明吧，正好刚建一个

新的电讯器材厂，跟你们的专业对口。

，，倉嶗焎醢鞢曧酽㡽鰓勢鲑攢艊䯩

，，对，当时我们在谈恋爱，他当时是所谓的“可

教育好子女”，也不可能留校。还有另外一个女同

学，上海人，出身不好，被单独分到了丽江。据说

我们三个是历史上分配到云南的第一批清华学

生，以前没有过。

，，去了之后，我们都觉得昆明挺好的，四季如春，

厂里对我们也挺重视。后来厂里还来了一批省体

，，踟鎽詛鑫瀟鲢鰱昷䯩

，，去了很多地方，因为我本来就想出去走走。先

后到了天津、河北、四川、重庆、广东、广西、湖

北，反正是一路走，哪里有火车就上。当时火车不

要票，只要凭学生证就行，不过多数没座位，都是

站着的，有时候上下车要从窗口爬进爬出。

，，㣵醢呏瑪讖䯩

，，坐车的大都是学生，而且当时民风比较淳朴，

基本上没什么安全问题。但后来开始武斗就不行

了，造反派把学校房子都占了，我就经常待在上

海。我曾到上海无线电二厂劳动，帮技术员描图，

也做过钳工，觉得挺好的，学到不少东西，与工厂

师傅有很多接触。 工队下来的运动员，所以生活挺丰富的，排球赛、乒乓球

赛、羽毛球赛天天都有。后来，不少人说我俩是因祸得

福，那时候有好几对像我们这样谈恋爱的，去了更远更

艰苦的边疆。

，，粷鮪㫥跣陣㫤鮪讖䯩

，，现在没了，因为通讯的概念全变了,原来的产品已没有

需求了。当时这家厂主要搞微波机和载波机，我研发载

波机，我先生研发微波机，一起试制新产品，我们在厂里

挺顶用。

，，鮪鲑攢墡慘鑫竊妘䯩

，，待了5年，1975年回到北京。我们能回来，是因为我的

公公江一真在文革中受到很严重的迫害，在监狱里发心

脏病，然后保外就医。当时，他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子女

都插队了，连老伴都去了江西的干校。

　　当时有人向中央反映，说像他这种情况，还是应该

有人回来照顾。正是因为这个机会，把我和我先生调回了

北京。

，，倉魯羠艊灧灧焎醢麲嫕妘憛桹謖、

，，江上虹是个很传奇的人，他先当兵，是个好兵，后因

家庭原因受到迫害。文革中密谋暗杀江青，差点被判死

刑。他会飞檐走壁，功夫很好。

，，倉髦螻譯鲷謚詛鑫瀟㳚墡慘䯩

，，我们都在电子工业部，我在标准化研究所负责通信

和计算机产品的标准。我后来跟这些领域的专家都比

较熟，因为定标准的时候要请专家，我负责会务。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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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日子：“不少人说我俩是因祸得福，

那时候有好几对像我们这样谈恋爱的，都

去了更远的边疆。”

苧蕓㫶醮贜佖讜䃸壎爐媐酽㡽諦嬁

苧蕓㫶醮嫕妘暰暺讜鲇嶗嬫媐髦酽㡽

去爱因斯坦的母校：“我先生先去的，他对苏黎世

理工感觉很好，叫我也去，我对这所学校一点也不

了解。”

，，鮪翄厸墡趵㯵墡慘竊妘躐謚䯖踵鳘躅噴呯鍊蔠䯩

，，主要是我们正规的大学学习只有9个月，“文革”开始

后，在迷茫中度过了那混乱的大学五年。我们在昆明工厂

的时候自学了不少，我先生比我还卖力，他求学的愿望比

我更强烈。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我们开始想考中国

科学院，后来想想还是考了母校清华。

　　当时已经工作8年了，年近30岁，但考生中还算年轻

的。而且，两口子一起考进来，当时挺受校领导关注的。

，，倉髦剴鍊鑫讜酽跣豕趵䯩

俋簍厸苧焎楛鮪飝䧵跫絔墡俋叧踽氒澐䃸翽嬁

苧蕓㫶醮飝䧵跫絔墡俋叧鍈樍䂏鲮牐

时候要经常出差，给铁道部和民航局“捐了”很多钱。

我先生在电视电声所，做产品开发。

，，嫕暚䯖跏跣簍厸墱鄽熱羠鑫䯩

，，大儿子是在昆明生的，后来送到上海外婆家。外婆

还在上班，所以只能放到别人家里寄养，然后是全托，

他还生过大病。

　　小儿子是回到北京后生的。本来想如果生个女儿就自

己要，结果又是一个儿子，我妈劝我把他过继给我大姐，

因为大姐没孩子。所以，小儿子一直跟着我大姐生活。



，，2::6妘䯖倉熱麇讜牨俋叧樍䂏䯖嫕暚嬟糴蹺

廟侳鞀㛀饅燍䯖剓鉢㰊恦磍砎敡鮪倉曧訅酽瀕炓

踽扢蹁鲲羠艊樍䂏、嫕暚曧尫躅扢蹁艊䯩

，，这不必过度渲染，其实就是设了校长遴选委

员会，由一些老教授和民主党派人士组成，向党

委会推荐校长人选。当时，我和另外三位教授被

推举为校长候选人，组织上进行了很多考察工

作，对此我是不知情的。

　　我也没什么资源，一门心思想搞学术。当

时，有个老教授给了我600元复印费，用来复印

资料申请科研经费。第一个申请到的自然科学

基金，3万元，当时已经是顶格了。后来又拿

到 一 个 教 育 部 的 青 年 教 师 基 金，还有霍英东

基金等等。

，，謚棾㬜澒㩸會諎絔鑫䯩

，，对，校务委员会是一个咨询机构，在那里能见

到我们学校最有名的教授。我到同济后的第一个

管理岗位，是电气系自动化教研室主任。后来当

系副主任、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当校长助理，

1992年当副校长。

，，曧2:92妘詛緤佖艊䯩

，，对，因为要出国，我在那年三四月份就提前

进行硕士论文答辩了。那年中国刚刚开始授予

硕士学位，清华又是最早授研究生学位的单位

之一，所以我的硕士学位证是“00x”号，非常

靠前。

，，倉雩曧駡牋熱蹺翽叧讖䯩

，，我是自费公派，算清华大学派出，但费用自

理。因为我先生拿的是瑞士联邦奖学金，可以

资助一下，我出去生活没问题。后来，我在苏

黎世理工的教授那边打一份工，先是给他当助

教，后来成了他的博士生。

　　其实，我本来没想读博士，我这人对自己

没那么高要求。我先生是很要求上进的，而且

他父亲盯着他拿到博士学位。

，，倉髦曧瀟酽妘螻蹺艊䯩

，，我是1985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1986年初就回来的，

没有在国外逗留。其实，苏黎世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瑞

士和德国很容易找工作，但那时候的中国留学生都回来

的，1989年前没有人留下来。

　　我先生比我晚一年毕业回国，因为他社会活动太多

了，他是全瑞学生会主席。

，，焎醢鞢螻蹺謚喥詛鑫犦攢䯩

，，他先到了国家经委，当时朱镕基还是国家经委副主

任。他被特批当了处长。后来海南开发了，他的从政愿望

很强烈，自告奋勇去海南，我想人各有志，就让他去吧。

　　当时的海南很艰苦，他当了三亚市副市长，凤凰机

场是他负责建设的，天天跟征地农民打交道，这是很苦

的事。当时全国没几个人知道三亚，他把三亚弄上了中央

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节目，慢慢打开知名度，现在当地很多

人都还记得。

，，

，，㮰鲢妘倉髦酽茻鰓嗋䯩

，，对，他离开三亚后，又到海南省洋浦开发区当党工委

书记、开发区管理局的第一任局长，一直到1997年来上

海，先后当市经委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参与了大

飞机和集成电路芯片项目，向中央争取过来落户上海。现

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些事了。

，，

，，3122妘䯖焎醢鞢罌胟㪪跫䯖嬟侸骼嫕妘艊鍈讜鲇靧

鞔㰊鮪醨尒骼䯖㛺骼曧瀕徔耚咲、倉尫躅㛊麽倉魯羠䯩

，，他很关心政治，在国外对学生会这些事情很积极，他

不搞基础科研，更关注战略上的事，这是他的特长。

　　他的学习能力很强，而且算账算得很清楚，对数字

很敏感，像芯片要花多少钱进口等，这些数据最早是他

提供的。在决策大飞机项目时，国务院有关同志专门找

他谈了一次，后来我发现，温家宝总理在科技大会上的

讲话中的一些素材是他提供的。比如，为什么要上大飞

机，为什么一定要做民用大飞机，为什么要自己制造芯

焎醢鞢鍊唒䅦䏳䇗筧

初入同济大学：“同济很希望我去，电气系的党总

支书记专门到北京来，住在我家旁边的招待所，

天天来盯我。”

当校长那八年：“校长当得很辛苦，所以现在

再有人叫我当校长，我是肯定不当的。”

忆先生江上舟：“他很关心政治，在国外对学

生会这些事情很积极，他不搞基础科研，更关

注战略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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焎醢鞢鮪犦攢爁犑鄽牨婩僨嶼

焎醢鞢踽慁俋䏳梽䎋茩㛀㛇

，，鞲緤佖螻蹺謚䯖踵鳘躅醭螻瀭樍玜雲俋叧䯖鍖曧詛

鑫讜牨俋叧䯩

，，因为当时我父亲已经过世了，就我母亲和儿子在上

海，所以我不回清华是肯定的，一定要回上海。

　　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一开始有点想去交大。上海

大学的钱伟长校长也来找我，跟我谈了6个小时，他希

望我去上大。当时，徐匡迪是上大常务副校长，他也

跟我谈过。

　　但我回北京请教了我们清华的老领导，也去教育

部人事司了解情况，他们说同济大学现在非常需要

人，而且说我在苏黎世是用德语的，同济正好也是德

语，同济电子工程专业不太强，正好需要人啊。

，，讜牨艊尓姪尫躅樭䯩

，，我父亲在世时，一直觉得同济是个好学校，他对李

国豪校长是很尊重的。当然，我高考不考同济，是因

为我当时并不喜欢土木建筑专业。我从瑞士回来后，

同济很希望我去，同济电气系的党总支书记专门到北

京来，住在我家旁边的招待所，天天来盯我。

，，設勢讜牨巃㓌尫躅樭䯩

，，我一到同济，江景波校长马上让我进了校务委员

会，这样平台就不一样了。我这个人也是有点初生之

犊不畏虎，在学校里喜欢到处讲讲，结果不少老先生

对我印象不错，他们说这个人还有点想法。

光刻机等等。他在这些战略问题上有思考，跟中央不少人也

讲得上话，可以推得动，我认为他的贡献主要就是这些。

　　他年轻时身体很好，我们在清华绵阳分校劳动时，

他可以同时背两袋100斤的水泥袋。那时候，我也能背一

袋，一顿饭要吃8两。“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去颐

和园游泳、在学生食堂前东大操场打球，我们那时候是

“三个饱两个倒”，一天三顿饭，还睡两个觉。现在还经

常回想起那些年。



焎醢鞢。苧蕓㫶鮪㜉蔠

2::6妘讜牨俋叧樍䂏懙嗘俋＝

大学往何处走：“合并一定要考虑大学的历史，最

不应该出现的情况是，把两个优质但没有渊源的

大学硬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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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㣥讜牨桹㫥躅侸妘艊嵔釐䯖倉忞絔㓦艊讜牨曧酽

忞鳘躅樭艊俋叧䯩嶗跤蹺㫥躅侸俋叧荁瀷䯖讜牨艊竑屟

鮪瀟㳚䯩

，，同济是一所比较特殊的大学，它是1907年由一位德

国医生创办的。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就交

给中国人办了。很多人以为，但凡外国人创办的一定是

教会学校，但同济恰恰不是。否则的话，解放后是不可

能生存下来的。

　　解放前，同济有医、工、理、文、法五大学院，尤其

医和工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是著名的综合性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后，同济就以工科为主了，十位化学领

　　然后，学校为每个候选人安排了十分钟的校

内电视讲话，由全校干部测评投票，最后把我作

为第一候选人上报国家教委。整个过程是在同

济党委领导下，党委全委会通过，经国家教委党

组批准的。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

知道我的优势可能就在于在当时相对年轻。

，，馬妘樍䂏嫕嬱㪧餆讖䯩

，，很辛苦，所以现在再有人叫我当校长，我是肯

定不当的。当时的同济大学面临很严峻的竞争，

主要是三件大事。

　　一是国家要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

这个“211工程”已经启动，但同济还未进入，

而同济一定要跻身高校“国家队”；二是作为

一所立足上海的重点大学，同济要争取国家教

委和上海市政府共建；三是国家教委将要对高

校进行文明校园建设评估，实际上是对学校全

方位工作的评价。这三件大事关系到同济能不

能赶上高教改革的步伐，能否打下继续发展的

坚实基础。

，，㫥醑跣茩槪呺粷鑫讖䯩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我和同事们夜以继日

地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1995年底前都

实现了。消息在校园里传开后，师生们都很高

焎醢鞢。苧蕓㫶鮪3119妘倿㫜＝婩奟媀諦嬁

域的院士去了复旦等学校，很多医科教授去了二军大、

第二医学院，稍后医学院搬往武汉，有大约10位医科一

级教授离开了同济，船舶制造专业给了上海交大。当然

倒过来，交大也把他们的土木工程专业给了同济。

　　所以我一直说，大学之间不要乱竞争，历史上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

，，倉嫕樍䂏梕䄄䯖讜牨鄽證鑫跏漛諦妛䯖倉尫躅荱䗮樍

諦妛䯩

，，我们经历过两次，第一次是和上海城建学院、上海建

材学院合并，第二次是和上海铁道大学合并。当时的上

海铁道大学，刚从上海铁道学院和上海铁道医学院合并

而成。

我当校长那几年，正好是中国高校合并的高潮，也引来很

多争论，不少人怀疑一窝蜂把一些学校并起来是否合

适？我觉得，中国合并若干所大学是有必要的，综合性大

学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潮流。但合并一定要考虑大学的

历史，最不应该出现的情况是，把两个优质但没有渊源

的大学硬合起来，这是得不偿失的。

，，

，，㮰竊妘䯖倉酽茻鮪扢誤讜牨嬔鳘躅昷謭僨嗴䯩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说过，同济大学是一所伟大的大

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同济是有重要代表性的，而

且一直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当时有些人觉得，同济就应

该以土木工程为主，为什么要搞人文、社科等等？

　　我的回答就是，同济要回归，回归我们历史上综合

性大学的地位。

，，倉魯嫕9妘樍䂏䯖謚棾剴嫕鑫6妘斊鑇㯵謄㯵䂏䯖瀟

跣瀕厸桖㪧餆䯩

，，我在教育部分管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但总体来说比

当校长轻松，因为上面还有部长。当时，周济部长还是压

力挺大的。

，，讜牨俋叧樍䂏曧謄㯵䂏鄀䯖倉唻跤蹺俋叧艊ǹ敤鄀

時尫躅荱䯩

，，在我们国家，是不可能没有级别的，我觉得不用去议

论这事。这是我们的特点，如果你没有行政级别，就不能

看一些文件，就不能了解许多事情。你说一个大学校长

或者党委书记，不了解这些他怎么管理学校？

，，㫥鲢妘㦳鉢㫤偡讖䯩

兴，我也信心倍增。

，，倉鮪胟沖醢桭饅燍艊＃:96￥墡蠿䯖㫥跣茩槪曧鳘

躅暚鎬呺粷艊䯩

，，那是在2003年，我到教育部工作之后。其实，调我

去教育部的事，组织上已经问了我不止一次了，第一

次我没同意，因为那时同济还没进“985”。到了2003

年，我看这事已经差不多成了，而且万钢已经当副校

长了，有了接班人，我可以走了。

，，踵鳘躅倉唻讜牨㫧駱＃:96￥㫥躅鮪嶯䯩

，，1998年5月，中央正式提出，我国要建“若干所具有世

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第一批包括清华、北大等，上

海的复旦和交大榜上有名，这就是“985”大学。

　　在历史上，同济历来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梯

队，怎么能变成第二梯队？你要知道，一所大学进不进

“985”，政府扶持的力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开始，我

们没能进入“985”，李国豪老校长安慰我说，我们不在

乎这个。但后来进了“985”，我首先把消息告诉他，他很

高兴的，这是不可能不在乎的。德国现在也评选“卓越大

学”，这就是向中国学的。

，，我还担任国家自然基 金委管理科学部的主

任，这是兼职，是完全的志愿者，不取酬。身体

还行吧，还能走动走动。我想再过两年，到届了，

就不做了。2020年正是我大学毕业50年，这也兑

现了当年的诺言，为国家工作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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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校友们：

　　

　　光阴流转、岁月嬗递。转眼之间，同济之

舟已经驶过百十年的浩瀚水程。百余年来，

同济大学秉承“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的

精神理念，在一代代同济人的努力下，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

际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各项事业

长足进步，并在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

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三好坞畔忆峥嵘、济海之滨望愿景。”

同济经管自1984年建院以来，肩负“创造管

理新知，造就业界精英，践行持续发展，应

对全球挑战”的使命，致力于为管理教育的

发展不断做出贡献，从而为建设更加美好的

社会创造福祉。在迈向全球知名商学院的征

途中，同济经管学院一路前行、成绩斐然：学

院已成为AACSB、EFMD、AMBA和PRME的

正 式会 员，并 已 获 得 A A C S B 、E Q U I S 、

AMBA、CAMEA、PMI-GAC等多项国际权威

认证。2012年，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

教育部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跻身前十，管理

学在武书连大学排名中评为A+，MBA位列

《福布 斯中国最佳商学院排 行榜》第九；

2014年，在欧洲权威排名机构Eduniversal公

布的全球1000所最佳商学院中位列中国区第

七；2016年，管理学硕士项目在Financia l 

Times全球排名中位列第50名。

　　同济经管学院的发展离不开校友们的不

懈支持与点滴回馈。学院的每一分成绩都凝

聚了一届届学子的付出与奉献；而校友们度

过的求学岁月沉淀为人生的宝贵回忆，也已

是学院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们以自身

的成功为同济增添荣耀，你们以热忱的感恩

之心推动母校和学院的发展。

　　光荣是对历史的铭记，梦想是对未来的

承诺。2018年，同济经管学院将继续立足中

国、面向世界，顺应全球化趋势，不断总结当

代中国的管理实践和商业模式，为走出国门

的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的经济转型贡献管理思

想、提供智力支持，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

化交流与合作。

　　2018年，在同济大学111周年华诞之际，

我们期盼并呼吁更多的校友加入：为了让同

济精神薪火相传、弦歌不辍，为了中国和世界

的未来，诚邀您投资管理新知、作育商界英

才，共同谱写同济经管新的华美乐章！

同济大学经管校友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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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关注《同济经管人》！为完善我们的服务，烦请填写以下内容，并将您的赠阅申请（复印无效）直接邮寄至指定地址。

我们将为所有成功申请者免费邮寄《同济经管人》第7期。

注：请务必填写真实准确的信息。您填写的所有信息都将严格保密、不作其它用途。

APPLICATION

您的姓名：                                              □先生    □女士                    入学年份：                                                                     

专业/项目：                                                                                              学 历：                                                                           

工作单位：                                                                                               部门/职位：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手机：                                                                                              E-mail：                                                                        

1、您对本期内容的总体评价：

　 □ 很好          □ 好          □ 一般          □ 较差

2、您对本期封面的评价：

　 □ 很好          □ 好          □ 一般          □ 较差

3、您对本期中最喜欢的三个栏目分别是（按喜好程度排序） ：                                                                               

　 A. 特稿       B. 特写        C. 动态        D. 人物        E. 观点           F. 济忆 

4、您最喜欢本期的哪篇文章？ ：                                                                                 

5、您对本期杂志哪些方面比较满意（可多选）：

　 □ 版面编排        □ 图片素材        □ 新闻信息        □ 人物专访        □ 观点        □ 济忆

6、您最期待阅读何种资讯？ ：                                                                                 

7、您的其他意见和建议（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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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经管校友会推出校友返校定制服务，欢迎入学或毕业10年、

20年、30年等正逢值年的校友以系、专业、年级或班级为单位返校

相聚。选择以下任意一项或多项内容，即可完成返校服务预定。

021-65981637㫠樍桽烏䎖呯翄㛣䯤

1. 追忆往昔

□ 追寻学院发展历史——院史馆参观

□ 重返教室回味畅聊——多媒体教室预订

□ 重温师生情——帮助联络当年任课老师

□ 重回食堂排队打饭、体验学生时代生活——预订食堂餐券

2. 返校留念

□ 最新一期《同济经管人》杂志

□ 校园参观、合影留念

3. 助力经管

□ 向院史馆捐赠具有纪念意义的老照片和老物件等

□ 参与校友创业导师项目（详情请询工作人员）

□ 参与校友捐赠计划（详情请询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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