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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南特商学院2019年科研成果再创新高，多名教授论文发表在高水平期刊

3. 深圳南特商学院2017届毕业典礼顺利举行

2. 联邦学习助力物联网，CCF-TF14期研讨会成功举办

深圳南特商学院通过引进高水平人才，整合科研群体，充分发挥学科优势，高水平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深圳南特商学院2019年科研成果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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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教授论文发表在高水平期刊 鲜花怒放桃李芬芳！在这个生机勃勃的3月，深圳南特商学院迎来了2017届毕业典礼。
参加此次毕业典礼的有：深圳南特商学院2017届40多位硕士毕业生、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院
长Christophe Germain, 深圳南特商学院中方院长张凯、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企业关系与校
友部主任Francoise Marcus、学院其它领导及深圳南特商学院全体教师。

3月22日下午3点30分，毕业典礼正式开始。Christophe 院长首先致辞，他表示，今天
来这里参加深圳南特商学院第一届学生的毕业典礼感到十分的荣幸。这次毕业典礼象征着两
个成功：第一个成功是学院教育水平的成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毕业人才；第二个成功是两
校合作项目的成功，即深圳大学与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合办的深圳南特商学院教学项目的成
功。未来，所有的毕业生都是深圳南特商学院的大使，将学院的知名度推上更高的台阶。最
后，衷心的祝贺深圳南特商学院2017届学生顺利毕业。

深圳南特商学院2017届
毕业典礼顺利举行

2019|Feb-Mar. ISSUE 07 | 刊号:2019.02-03

（廖广文  供稿）

（陈玲 供稿）

（罗玲子 供稿）

2019年3月24日，CCF-TF14期研讨会在深圳大学科技楼二号报告厅成功举办。

近年来，深圳南特商学院通过引进高水平人才，整合科研群体，充分发挥学科优势，高水平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去年，我院
全院以深大为依托单位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二十多篇论文，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今年，我院科研水平不断增强，论文总量
再创新高，多名教授的论文已发表或即将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学院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2019年初，我院尼娜副教授论文发表在经济管理领域高水平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其另一篇论文即将
发表在战略管理领域顶级期刊《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李景景副教授的两篇论文即将发表在经济学理论领域高水
平期刊《Economic Theory》和神经经济学/神经科学领域高水平期刊《Human Brain Mapping》；葛锐副教授的两篇论文即
将发表在会计领域顶级期刊《Accounting Horizons》和《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祝赵波助理教授的两篇论文分
别发表在金融领域高水平期刊《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和经济学与金融领域高水平期刊《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李林助理教授论文发表在会计、审计与金融领域高水平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Auditing and Finance》
；王立雯助理教授的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战略管理领域高水平期刊《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和《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陈兵助理教授论文即将发表在房地产金融和经济领域高水平期刊《The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深圳南特商学院自成立以来，根据自身的发展方向及学科特色，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各项科研活动，取得突出科研成
果，开创了学院科研工作的新局面。现阶段，我院已形成一些在国内外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在推进高水平大学建
设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为深圳大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深圳南特商学院国际化、高水平的科研能力正在朝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特色突出的高水平研究型商学院的目标稳
步迈进。未来，我院将担当时代赋予的使命，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和科研实力，致力于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培养更具国际竞争力
的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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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学习助力物联网
CCF-TF14期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9年3月24日，CCF-TF14期研讨会在深圳大学科技楼二号报告厅成功举办。此次研讨会由中国计算机协会主办，微众
银行、深大-微众金融科技研究院等单位承办，旨在和业界人士一起探讨联邦学习在AI领域的具体应用，促进物联网与边缘计
算，达成多方的协同发展。

微众银行首席 AI 官、香港科技大学杨强教授主持研讨会，并进行了主题为《数据孤岛，AI 向善与联邦迁移学习》的开场致
辞。他表示，对于 AI，当前人们最关心的议题就是它与社会的关系。将“数据孤岛”有效聚合，利用 AI 作为工具，让广大民众
在传统的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的领域，也能享受到过去 VIP 所享受的特殊服务。建立联邦学习联盟，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希
望社会各界都能够参与到其中来。

研讨会还特别特邀请了微众银行人工智能部高级研究员刘洋，京东智能城市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京东城市计算事业部AI平台
部负责人张钧波，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渝伟，第四范式联合创始人、首席研究科学家陈雨强，南洋理工大
学助理教授、惠众智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于涵，为在场所有嘉宾们奉献了几场精彩绝伦的报告，分享了各自的心得体
会。

刘洋博士在主题为《联邦学习的研究及应用》的报告中谈到了联邦学习框架的优势，能有效帮助多个机构在满足用户隐私保
护、数据安全和政府法规的要求下，进行数据使用和建模。而在联邦学习的基础上，迁移学习的能力也可以被搭建出来，做到举
一反三的效果。根据孤岛数据具有不同分布的特点，提出不同的联邦学习方案。

张钧波博士在《城市计算与跨域学习联合建模》的主题报告中以城市为背景，跟城市规划、交通、能源、环境和经济等学科
融合的新兴领域，通过不断获取、整合和挖掘城市中不同领域的大数据来解决城市痛点，实现新型智慧城市，介绍了城市计算平
台的架构和数字网关技术，讲解跨域数据融合与学习方法，并分享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商业选址、人流量预测等案例，以及基于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信用城市体系建设。

王渝伟律师在主题为《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的立法和实践》的报告中提到，2018年被国内企业称为数据合规的元年，《网
络安全法》逐步落地，各层次数据立法进程全面启动，行政、司法治理重点突显，与《网络安全法》相关的司法、执法案例走向
常态，市场治理力量初现端倪。他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讲述了在日趋严密的立法和频繁的执法下，企业建立数据合规体系并提升
自身数据安全能力。

陈雨强博士在《联邦学习——AI For Everyone的必经之路》的主题报告中结合第四范式将其应用到工业界中真实场景的探
索与实践进行分享。他强调，新的AI成果在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不断产生，并在各行各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熟练掌握
和应用AI成为了公司经营核心。他认为，一方面要使用自动机器学习技术降低传统建模的门槛，另一方面需通过联邦学习的方式
降低数据门槛。

于涵博士在主题为《联邦学习中的博弈论》的报告中说到，联邦学习日渐成为被业界重视并接受的新一代AI基础技术，随之
而来的是一系列对原有数据共享体系结构的改造需求。他从博弈论及系统优化的角度，论证了在横向联邦、纵向联邦及联邦迁移
学习的场景下对参与数据联邦共同训练模型的各方利益进行最大限度地保护，兼顾数据联邦的整体利益，对各种针对数据联邦的
攻击进行建模，以其更有效地部署有限的防御资源。

最后，杨强教授、张钧波博士、陈雨强博士、于涵博士、王渝伟律师以及特邀嘉宾——微众银行人工智能部副总经理陈天健
先生一同参与了主题为《探索联邦学习之机遇与挑战》的圆桌论坛。

（廖广文  供稿）

接下来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企业关系与校友部主任Francoise 女士致辞，她首先对学院
的毕业生表示祝贺，并欢迎大家加入到南特高等商学院校友会这个大家庭。目前整个校友会
有2万6千多名毕业生，135个校友分会，21%的校友来自法国以外的其它地区，中国校友有
500多名。每位毕业生都可以充分享受这个大平台上的校友资源，互惠互利，深度合作。最
后她对本次毕业的校友表示衷心的祝贺。

下午3点45分，学位授予仪式正式开始，Christophe 院长为全体硕士毕业生颁发学位证
书、拨流苏并合影留念。

最后，随着相机快门声响起，典礼在毕业生与老师们的合影中落下帷幕。愿我们的毕业
生带着美好的校园回忆和老师的祝福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深圳南特商学院召开2019级
全日制硕士招生宣讲会

2019年3月20日下午6点，深圳南特商学院2019级全日制硕士招生宣讲会在科技楼一楼
商学院4号教室举行。

在本次说明会上，招生办老师对2019年我院全日制硕士招生专业、申请要求、申请流程
以及同学们在深圳和法国两地的学习生活情况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宣讲会结束后，同学们和老师进行了愉快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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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特商学院3月国际交换生项目系列活动报道
为加速深圳大学国际化的进程，增强院校间国际交流，深圳南特商学院和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合作开办的国际交换生项

目迎来了第二批交换生。

2019年3月4日9点30分，伴着深大国际合唱团悠扬动听的歌声，深圳南特商学院2019级春季交换生开学典礼在科技楼
的1号报告厅拉开了序幕。

深圳南特商学院自科基金
讲座及项目申报工作圆满结束

2019法国南特高商中国校友晚会盛大落幕
2019年3月22日晚，2019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中国校友年度晚会在深圳威尼斯睿途酒店隆重举行，深圳南特商学院领

导，理事会成员，全体教职工，百余名MBA、EMBA、DBA校友，在校生以及多位中法优秀企业家汇聚一堂，共度了一场
盛大而难忘的晚会。

深圳南特商学院热烈开展中法企业创业创新研讨会

（廖广文 供稿）

（王天予 供稿）

为响应学校2019年国家自科基金项目申报动员的号召，深圳南特商学院先后邀请了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寇纲教授，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杂志的副编辑、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与市场学系的市场推广姜宇威教授，天津大学讲
座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数据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张维教授，中国科
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姬强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龙马
青年学者姜富伟副教授来到学院，进行了几场关于自科基金申请的学术讲座。

2019年3月22日下午，深圳南特商学院在科技楼三号报告厅
顺利开展中法企业创业创新研讨会，逾六十名来自法国社会各界
的企业家出席。

此次中法研讨会，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法国工商会南部主任
Hervé LAMBELIN、IN2LOG商业发展主任Nicolas Sepulchre 
de Condé、IN2LOG商业发展专员Margot NGUYEN、Best 
Team-Design Limited总裁Poliana Grimblatt以及深圳安保科
技有限公司总裁、深圳大深生物医学工程转化研究院王双卫院长
等嘉宾参加并上台发表演讲，与台下的企业家们形成良好的互动
交流。

短暂的茶歇过后，进入自由讨论环节。期间，大家踊跃参与
讨论，纷纷就中法创业的大环境和企业创新等相关问题提出了各
自的看法和见解。最后，研讨会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廖广文 供稿）

（廖广文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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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纲教授着眼于当前双一流建设形势下科学基金的总体情况和项目布局、申报书的撰写、评
审经验与注意事项等，为青年学者指点迷津。在主题为《自科基金申报和评审》的讲座中，他谈
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离不开一流的科学研究。青年教师学者的成长、学院学校的
进步，都与基金项目申请息息相关。

姜宇威教授在主题为《研究与基金申请方面个人经验分享》的讲座中以系统和富有成效的方
式进行研究，从研究思想产生到学术论文发表。根据申请香港政府研究基金的经验（即GRF及
ECS），深入浅出地讨论了基金申请流程和要点。

张维教授在主题为《管理科学研究与选题》的讲座中阐述了管理学术研究的基本观念以及在
中文语境下“管理科学”的内涵，探讨在新的历史时代管理科学的基础研究之选题的影响因素以
及一些可能的新动向，如何推动中国管理科学基础研究成果的发表。

姬强教授长期从事大数据与能源金融、能源战略管理、能源预测与风险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工
作。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子课题等多项课题。他在主题为《国家自科基金申请》的讲座中分享了国家自科基金申请
的几点体会。

姜富伟副教授在主题为《国家自科基金申请（金融专题）》的讲座中解析了青年和面上基金
申请。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资产定价、行为金融、回报可预测性、机器学习、文本分析和中国金
融市场。

通过几次讲座的学习交流，我院教授们参与基金申报的积极性显著提升，申报书质量大幅提
高，开创了学院在科研项目申报方面的新局面。

香港恒生大学商学院院长
Bradley Barnes教授一行来访深圳南特商学院
2019年3月21日上午，香港恒生大学商学院院长Bradley Barnes教授、学生事务部Mary Ip

女士、Mavis Lam女士和Carisa Yu女士一行来访深圳大学深圳南特商学院进行学术交流，我校
国际交流与合作部副主任侯强、深圳南特商学院院长张凯教授和林助理教授参加交流会议。

会上，香港恒生大学商学院院长Bradley Barnes教授对学校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学校创
建于1980年，原名“恒生商学书院”，以何善衡慈善基金会、恒生银行等若干创办股东及恒生银
行捐出的基金开始运作；2010年，恒生商学书院改组为“恒生管理学院”；2018年10月，恒生
管理学院正式更名为香港恒生大学（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成为香港
第十一间大学，第二间私立大学。学校由商学院、传播学院、决策科学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和翻译学院五个学院组成，有约5000名全日制学生和约200名全职教师。

2019年初，教育部办公厅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同意香港恒生大学等香港三所高等学校在
内地招收自费生试点工作的通知》，今年是香港恒生大学在内地招收本科生的元年，学校期待与
内地大学有更加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因此此次来访深圳大学和深圳南特商学院有着积极的战略意
义。

会上，双方就未来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达成了初步的意向，计划在师生的互访、学术团队的交
流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曹帆 供稿）

开学典礼上，国际交流学院的陈泳院长向2019级新生表示了诚挚的欢迎。他希望，留学生能够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学习
各项专业知识，以开放的胸怀了解中国文化；开拓自我视野，提高个人素养，期待他们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荔园使者。随
后，在深圳南特商学院1号教室，交换生项目主任Vlado Kysucky对南特学子表示欢迎。在为期四个月的交换过程当中，交
换生将完成专业课和中文课的学习，同时利用课余时间感受深圳的地域特色与中国传统文化。

除了在校的学习，在志愿者们的带领下，交换生们品尝了广式特色的茶点，领略了深圳的飞速发展。3月13日下午，在
Chinese Economy and Markets的授课老师王立雯博士的安排下，交换生们前往“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
展览”参访，在2小时的参访过程中大家学习到了中国特色的改革方式，感叹深圳精神“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3月22日晚，“2019南特高等商学院中国校友年度晚会”在深圳威尼斯睿途酒店宴会厅顺利举行。晚会上，交换生
GRUDOV Thomas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他讲述了作为国际学生在深圳的学习和生活，并感谢了深圳南特商学院给予所有交
换生的支持和帮助。随后，国际交换生们还上台即兴表演了中国歌曲《月半小夜曲》和数首法国歌曲，中法文化的交融与碰
撞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3月28日上午，交换生们前往深圳证券交易所参访，在参访过程中同学们了解了深交所的发展历程，参与了公司上市、
挂牌等互动体验， 深刻感受到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大背景下，深圳作为国家发展的“前沿阵地”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参访后同学们纷纷表示不虚此行，并希望有更多机会走进深圳的企业进行学习和交流。

经过一个月的生活和学习，交换生们无不为深大校园的美丽、深大学子的热情与友善以及深圳这座城市的包容性和发展
程度所感染和折服。相信通过这一学期的交换，他们能更深入的了解深圳以及中国的变化与发展。

晚会伊始，Christophe Germain校长致辞。他表示，南特高等商学院是一所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法国顶尖水平高等商学
院，是全球为数不多（少于1%）同时拥有美国商学院协会(AACSB国际)、欧洲质量改善系统(EQUIS)和英国工商管理硕
士协会(AMBA)三大商科顶级认证（被誉为三皇冠认证）的世界顶级商学院。迄今为止，学院已培养出近15000名遍布世界
各地的优秀毕业生，他们中有的成为负有责任心的高技能管理人才，有的成为拥有决策与行动赋予价值的企业家。此刻，
中国校友们欢聚于此，学院为大家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致辞最后，他动情地说道“Long live the Audencia！”

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企业关系与校友部主任Françoise Marcus女士和校友代表孙晴、Nicolas CONSTAT也分别发
表了讲话。晚宴时间，大家纷纷自助端取食物和酒水，深圳南特商学院2017级MBA、2018级MBA学生节目，南特高等商
学院交换生节目以及晚会第一、二轮抽奖也随之开启。

最后，晚会在法国交换生们载歌载舞、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此次晚会是继2018年3月南特高等商学院成功举办首届
中国校友晚会之后，第二次在深圳举办的大型校友活动。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校友晚会增加了游戏和抽奖环节，希望通过
拼字游戏让更多的校友结识，使学院的校友活动不仅是回忆和叙旧的聚会，更是展望未来、拓宽人脉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