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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东欧大学代表齐聚深大南特商学院，探讨“一带一路”下的校际合作
5月28日，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代表团一行参观访问了深圳大学深圳南特商学院。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陶一桃，深圳南特商学院院长张凯等陪同

参观交流。代表团成员有斯洛伐克教育、科研和体育部国务秘书奥尔加·娜赫特曼诺娃等来自中东欧国家的高级官员和大学校长。      

2. “金融科技实验班论证报告”专家咨询会顺利召开
2018年5月22日，深大南特商学院联合深大高等研究院在科技楼召开了《金融科技实验班论证报告》专家咨询会。评审会邀请了多位来自高校和金融科技企业的同行专家组

成了专家组，包括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量化投资研究中心林健武教授、北大汇丰商学院访问教授与平安银行金融科技专家朱晓天、深圳华傲数据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贾西贝等。

3.  本月我院高水平论文发表再创佳绩

 探讨“一带一路”下的校际合作

5月28日，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代表团一行参观访问了深圳大学深圳南特商学

院。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陶一桃，深圳南特商学院院长张凯等陪同参观交流。

代表团成员有斯洛伐克教育、科研和体育部国务秘书奥尔加·娜赫特曼诺娃等来自中东欧

国家的高级官员和大学校长。

会议由陶一桃书记主持。陶书记对来访我校的外方代表表示了热烈欢迎，介绍了深圳

大学基本情况，重点说明了深大作为一所年轻大学的杰出成就，培养出了以马化腾为代表

的众多优秀企业家，并说明深大的奖学金制度，欢迎中东欧国家学生前来留学。随后，深

圳南特商学院斯洛伐克教授Vlado介绍了学院的相关情况，说明了学院的相关科研、教学等

情况，学院与法国南特商学院合作办学，是一所以“深圳”为标识、按照国际精英商学院

模式办学，广泛推崇深圳经验，全面提供中国方案，着力贡献商学新知的研究型商学院。

Vlado教授也谈到了自己在深圳南特商学院任教的感受，并分享教育合作领域的机会。借共

建“一带一路”之东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发挥彼此学科优势和教育特色进行合作赶上了

绝佳的时机，在会后的交流中，我方人员与中东欧国家高校代表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

（李蓓 供稿）

5月29日至5月31日，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院长多福来到深圳南特商学院现场办公，了

解学院在管理、科研、教学和学生等方面的相关情况，就学院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等组织讨论，研究部署解决方案。

多福院长此次来学院现场办公，行程安排非常紧促，与深圳南特商学院院长张凯、南

特高等商学院中国中心主任石东辉老师及其他教师等多次召开办公会。抵达当天，多福院

长面试了相关应聘人员；与DBA部分学生进行了座谈，共话“一带一路”合作与创新；与张

凯院长等商谈人事预聘、长聘等制度；与张凯院长、Nina老师等共同会见了香港中文大学

专家教授，探讨交流合作方向；最后，多福院长与张凯院长共同组织了深圳南特商学院全

体教师大会，围绕科研教学、项目管理、培养方案等主题进行讨论。

多福院长充分肯定了深圳南特商学院在多方面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为合作项目

目前的进展感到欣慰，并表示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会提供建设性支持，推动项目更好的健

康快速发展。

（李蓓 供稿）

2018年5月22日，深大南特商学院联合深大高等

研究院在科技楼召开了《金融科技实验班论证报

告》专家咨询会。评审会邀请了3位来自高校和金融

科技企业的同行专家组成了专家组，包括深圳清华

大学研究院量化投资研究中心林健武教授、北大汇

丰商学院访问教授与平安银行金融科技专家朱晓

天、深圳华傲数据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贾西贝。深

大南特商学院院长张凯、助理教授祝赵波，深大高

等研究院院长陈峰、院长助理韦阳、研究员王雄、

教务老师等出席了会议。

专家咨询会由深大南特商学院院长张凯主持。

他对评审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就深圳大学开办

本科金融科技班的定位与发展目标做了介绍，深大

高等研究院院长陈峰补充介绍了深大四个学院前期

筹办金融科技实验班相关准备工作。两位院长就国

内外在金融科技专业发展情况、深大举办金融科技

实验班的办学思路，课程结构、课程学期配置等情

况向专家组作了详细汇报，希望评审专家就深大开

展金融科技实验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金融科技专业的大学

还较为少见，在国内，仅有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了金融

科技本科专业、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开设了金融科

技本科。深圳大学审时度势，注重扎根深圳本土，结

合产业和人才优势，大胆探索，积极筹划金融科技学

科，形成了《金融科技实验班论证报告》，并计划在

今年试运行。专家们听取了相关汇报，审阅了《金融

科技实验班论证报告》全套材料，对深圳大学相关学

院、学科的优势、特色等进行了详细了解。专家组充

分肯定了深大筹划金融科技实验班论证报告的成绩与

努力，表示该专业的开办意义重大。在会议讨论中，

专家组结合自己熟悉领域，提出了相关疑问和修改建

议。我方参与人员现场解答了评审专家遇到的疑问和

问题，对专家提出的众多建设性意见，现场进行了采

纳和释疑，有助于理清工作思路、完善金融科技实验

班的培养方案。

深大南特商学院院长张凯和高等研究院院长陈

峰均对专家组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学

院将一一研究、认真吸收积极采纳，做好金融科技

专业设置，也期待各位专家能持续为学院的建设筹

谋划策，促进金融科技领域的人才培养工作。

（李蓓 供稿）

本月，我院张凯教授和陈兵助理教授的科研成

果以论文形式分别被经济和金融学知名国际期刊

《 Journal of Optimiz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 SCI Q2)被《 The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SSCI Q3)发表收录，特此祝贺！

（崔秀敏 供稿）

2018年5月28日，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

话在深圳召开，中东欧大学校长代表团齐集深圳大

学探讨"一带一路”下的校际合作是此次政策对话

会的重要环节。期间，我院斯洛伐克籍教授

Vlado代表深圳南特商学院会见了斯洛伐克教育部

国务秘书Olga Natchtmannova、国际合作与欧洲事

务 部 部 长 Marek Moska、 继 续 教 育 部 Karol 

Jakubik等。

此次会谈，Vlado教授主要介绍了他作为斯洛

伐克籍人士在深圳大学工作的情况，说明了他对两

国在教育方面各自优势的认识。会谈主题围绕深圳

大学与斯洛伐克高等学府在学生与学术交流、联合

科研项目及其他活动等方面的诸多合作机会展开，

Vlado本人愿为推动这种合作贡献力量。斯洛伐克

教育部国务秘书Natchtmannova女士表示，她非常

支持在深圳大学建立中欧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中欧

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教育合作。斯洛伐克教育部愿

意提供与包括斯洛伐克、捷克等在内的中欧国家顶

级高校的合作机会。

据悉，此次政策论坛产生两项成果，即我国教

育部宣布2019年两个项目“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

能力建设”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培

养”启动，两个项目均受到参与国家的积极支持。

（Vlado & 李蓓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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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级MBA第一次学生代表座谈会顺利召开
2018年5月27日下午，深圳南特商学院2017级MBA第一次学生

代表座谈会在科技楼五楼深圳南特商学院会议室内顺利召开。深

圳南特商学院中方院长张凯教授、南特高等商学院中国中心主任

石东辉与五位来自不同行业的MBA学生代表在座谈会上进行交流。 

与会领导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了学院近期的发展动态，同时也

鼓励学生为学院的发展积极提出建议。随后，学生代表们就MBA课

程设置、中法校友网络健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座领导

就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也认真听取了同学们提出的

建议，并将在接下来的具体工作和项目建设中进行调整与借鉴。 

座谈会最后，领导表示希望师生双方在理解的基础上相互支

持、保持沟通、共同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商学院。

（万嘉敏 供稿）

2018年5月16日，作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讲学计划”的邀请嘉宾，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执行院长寇纲教授来我院进行了题为“大数据：特征与应用” 与“聚焦双一流建设，

着力科研项目申请”的两场学术讲座。

在第一场主要面向在校学生的讲座中，寇教授围绕近年来大数据发展迅速，在这个数据驱

动的时代，我们如何理解大数据，如何利用数据解决实际问题，又要注意哪些大数据带来的问

题进行。寇教授从大数据层次和特征入手，深入浅出的介绍大数据的主要典型应用和背后的算

法支撑，并与同学们探讨了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注意的隐私和歧视问题。

第二场讲座主要围绕双一流建设和科研项目申请进行。寇教授指出在当前双一流建设如火

如荼的情景下，学校都在着力打造一流科研和一流教学。双一流建设名单不是终身制，第四次

教学评估成绩与ESI指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寇教授结合第四次学科评估成绩分析了参评

学科的优势与短板，并给出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在科研项目申请方面，寇教授介绍了各类科

学基金项目申请的关键内容与注意事项，并结合自己的经历与在场教师分享了基金申请心得，

现场气氛热烈。

寇纲博士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担任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Decision Making等6个SCI期刊主编

或编委。曾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首届国家优秀青年基金、全球

高被引科学家、中国管理学青年奖、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等多项荣誉与奖励；发表

SCI论文65篇，SSCI论文29篇；其中9篇论文被美国基本科学指标ESI列为领域学科前百分之一的

高引用论文；主持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大数据化决策表征”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国家信用体系建设与信用大数据应用研究”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崔秀敏 供稿） 在办学过程中，深圳南特商学院始终以培养具有“中国智慧、国际视野、全球责任”的高

层次、创新型的商业领袖、领导者及管理者为使命，着力拓展学生的参访学习机会，大力推动

项目间友好交流，促进项目共同发展。

5月15日，由深圳南特商学院曾燕银教授带队，我院国际交换生同学参访了深圳市诺嘉智能

养生发展公司。深圳市诺嘉智能养生发展公司是集研发、设计、销售为一体的专业按摩器材、健

康产品的供应商和服务商，由深圳南特商学院2017级MBA学员张贤锋担任董事长。此次深圳南特

商学院国际交换生到访深圳市诺嘉智能养生发展公司，是深圳南特商学院国际交换项目与深圳本

土项目之间的首次互动，也是深圳南特商学院贯彻“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精神的又一体现。

在参访过程中，深圳市诺嘉智能养生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南特商学院2017级MBA学员

张贤辉先生同交换生同学们分享了公司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公司的经营理念及海外市场的营销

策略和成果。在交流和讨论结束后同学们还对深圳市诺嘉智能养生发展公司的产品进行了试用

和体验。在整个参访活动结束之后，同学们纷纷表示对深圳市诺嘉智能养生发展公司产品的赞

赏和对公司经营理念的赞同。同学们表示在深圳精神和深圳速度的加持下，相信会有越来越多

的像深圳市诺嘉智能养生发展公司一样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企业应运而生。

5月22日，由深圳南特商学院曾燕银教授带队，我院国际交换生同学参观了华侨城创意

园。在富有艺术气息和浪漫情调的创意空间里，随处可见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产业的工作

室，还有一些有创意特色的相关产业如概念餐厅、酒廊、零售、咖啡馆等。意趣盎然的园区自

然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前来参观，其中就包括深圳南特商学院的交换生同学们。在园区

内参观了创意园内的展厅，创意空间，艺术长廊，商店，书店和设计公司。前卫的艺术设计和

创新创业理念令富有浪漫情怀的法国学生纷纷驻足欣赏。在参观游览结束后，同学们自发的坐

在一起，对自己的交换经历和学习心得进行了交流。同学们表示了对商学院提供的交流机会的

感谢，也表示在学习和企业参访过程中后获颇丰。

至此，深圳南特商学院国际交换生项目企业参访系列活动已经告一段落，后续同学们将投

身于紧张的期末学习之中。回顾整个参访经历，交换生同学们分别参访了深圳地区的投资，金

融，慈善，科技创新，创业，制造业，消费品等行业的代表性企业，对深圳整体发展历程和经

济情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深圳南特商学院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项目授课与企业参访相结合

的教育形式，为学生提供更多企业交流机会，力争成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

市场经济体的具有国家战略高度与国际学术水准的商学教育基地。

（田陆平 供稿）

2018年5月16日，作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讲学计划”的邀请嘉宾，香港理工大学姜宇威

副教授来我院进行了题为“Visual Effects in Consumer Psychology” 学术讲座。

姜宇威博士现任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及市场学系副教授（终身）、博士生导师。他的主要研

究领域是消费者心理学。做为近年来市场营销领域最杰出的华人青年教授之一，姜宇威博士自

2008年在该领域共发表了20多篇顶尖级学术期刊论文，其中包括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an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等等，Google scholar引用次数高达618次。

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不同的市场营销学一级国际期刊重要职务，如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18-2021)的地区主编,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14-至今）和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2014-至今）编委等。

本次讲座姜博士主要分享了他在视觉信息对消费心理的影响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姜博士

首先介绍了近期市场和消费者研究领域关于视觉信息对消费者的认知、意识及行为等方面影响

的前沿理论。继而深入浅出的用自己最新的研究项目中的发现向大家展示如何检验社会及文化

背景对视觉市场的影响。

最后，姜宇威博士与现场师生热切互动，一一回答观众提出的问题，并就讲座中的一些重

要概念、方法和问题进行讨论。讲座在师生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崔秀敏 供稿）

2018年5月11日，深圳大学深圳南特商学院

2018级第一次MBA入学考试在深圳大学科技楼圆

满完成。 

本次MBA入学考试由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

和深圳大学深圳南特商学院一同组织，试题侧

重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战经验。学院从试

卷命题到考生资格审查、考场布置等各方面都

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致力将考试各个细节落

实到位。经过学院的科学规划、精心统筹，本

次MBA入学考试考试工作圆满结束。

（万嘉敏 供稿）

2018级MBA
第一次入学考试圆满完成

 深圳南特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讲学计划”系列

深圳南特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讲学计划”系列

 寇纲教授讲座成功举办

姜宇威副教授讲座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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