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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要闻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顺利通过 AACSB 认证
2015 年 2 月 18 日，美国国际商学院促进协会（简称 AACSB）发来喜讯：中山大学岭南学
院成功获得 AACSB 认证。目前全球仅有不到 5%的商学院通过了该认证，这也是学院继 AMBA
和 EQUIS 之后获得的第三个国际认证，标志着学院成为全球同时获得三皇冠认证的为数不多
的商学院之一，跻身全球优秀商学院行列。
目前，国内通过 AACSB 认证的商学院只有 10 家，包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而全部通过 AMBA、EQUIS 和
AACSB 三大国际认证的商学院，全国只有三家，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
山大学管理学院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http://www.lingnan.sysu.edu.cn/Item/8935.aspx

中山大学中国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获广东省教育厅 2014 年国家级重点培育
平台立项

日前，广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公布 2014 年重点平台建设跃升计划及重大项目与成果
培育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
。中山大学中国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获广东省教育厅国家级重点
培育平台（人文社科类）立项，广东各高校共有 13 个平台获立项，中山大学有 2 项，分别为
中山大学中国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和服务资源配置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成为“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单位

中国经济学年会旨在加强中国高等院校经济类院、系以及国内外其它经济科研、教学机构
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广大从事经济学教学科研的中国师生搭建一个开放、互动的平台，以促
进中国经济学教学与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推动中国经济学界自由开放、严谨务实的学术环境
发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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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目前由 18 个理事单位组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
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
济学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华东师范
大学商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年会的执行机构为秘书处，负责年会的组织工作。现任理事
长为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现任秘书长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巫和懋教授。
中国经济学年会创办于 2001 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四届。年会的影响力日益加大，
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交流思想、探讨问题的一个重要论坛。

申曙光教授当选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首届副会长
2015 年 2 月 27-28 日，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登记注册，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在北京举行
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论坛。
会议推举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为名誉会
长，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为首任会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风险管理与
保险学系主任、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教授当选为其中一位副会长，他也是这
个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此外，在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员会，岭南学院风
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彭浩然副教授当选为青年委员会委员。

http://www.lingnan.sysu.edu.cn/Item/8974.aspx

我院周欣悦教授入选爱思唯尔 2014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2015 年 2 月 2 日，世界著名出版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 2014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
（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我院经济管理系周欣悦教授入选。
以下是榜单经济管理及相关学科前五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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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1

经济、经济计量学
和金融

艾春荣

黄季焜

李奇

林毅夫

洪永淼

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科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大学

厦门大学

商业、管理和会计
心理学

2

3

4

5

陆亚东

鸿翥吉马

麦克罗

陈昭全

赵先德

中山大学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南京大学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舒华

曹枫林

周欣悦

蔡华俭

苏彦捷

北京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中山大学

中国科学院

北京大学

社会科学

黎夏

官建成

边燕杰

谢宇

张安民

中山大学

中国科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http://china.elsevier.com/elsevierdnn/ch/主页/2014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发布
/tabid/2676/Default.aspx

学术动态
我院主办国际期刊《Work, Aging and Retirement》正式出版

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主办的国际学术期刊《Work, Aging and Retirement》第一期由牛津
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杂志是一本匿名评审杂志，旨在关注当前全球人口老化背景下的人力
资源与职业发展前沿问题。该杂志的主编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汪默教授，我院施俊琦教授担任
副主编。同时，我院陈宏辉教授当选该杂志的编辑委员。

http://workar.oxfordjournals.org/editorial_board.html

施俊琦教授当选《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期刊编委
近日，《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期刊公布了2015年编辑委员会名单，我院施
俊琦教授当选该期刊的编辑委员。编辑委员由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学和
应用心理学家组成，施俊琦教授是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编委。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ISSN：0021-9010)是管理学和应用心理学领域国际
顶级期刊之一，2014年的影响因子为4.367，5年平均影响因子为6.952。

http://www.apa.org/pubs/journals/apl/?tab=2%A3%A8%B4%F3%C2%BD%B5%C4
%D1%A7%D0%A3%BA%C3%CF%F1%BE%CD%D6%BB%D3%D0%D5%E2%D2%B
B%B8%F6%A3%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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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第六届生产运作管理-香港分会国际会议（The Sixth POMS-H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2015 年 1 月 3-4 日在岭南学院召开

2015 年 1 月 3-4 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与香港岭南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六届生产运作管理
学会香港分会国际会议（The Sixth POMS-H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在岭南堂举行。会
议以“VIP: Variety, Integration and POM”为主题，吸引了来自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澳门大学、清华大学、浙江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等几十所院校逾 200 位师生参加。
POMS-HK 国际会议迄今已经成功举办 6 次，是亚太区生产运营管理与管理科学领域的重要
会议。本次会议还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为全国乃至全球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师生提
供了一个开放、高效的交流平台。这次会议的顺利举行，对于提升岭南学院的品牌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http://www.lingnan.sysu.edu.cn/hylt/POMHK2015/index.htm

第四届岭南论坛 2015 年 3 月 29 日在中山大学梁銶琚堂举行

2015 年 3 月 29 日，第四届岭南论坛在中山大学梁銶琚堂举行。论坛由中山大学岭南（大
学）学院与财新传媒共同主办，以“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改革攻坚”为主题，分享对新一年
改革的期待，探讨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之下、改革攻坚期之中的破局之策。论坛吸引了来自政府
部门、产业界、学界逾千名嘉宾参会。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中山大学校长罗俊
等出席了论坛。

http://www.lingnan.sysu.edu.cn/Item/906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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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凤清声

岭院2010级博士生张佐敏博士论文入选2014年广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近日，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公布了 2014 年广东省优秀学位论文评选结
果，共评出广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30 篇、广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96 篇。中山大学在今年
的评选中获得 11 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以及 18 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岭院 2010 级财政学专业博士生张佐敏的博士论文《财政规则与政策效果--基于动态随机
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导师：林江教授）入选 2014 年广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http://graduate.sysu.edu.cn/gra03/g03l/20556.htm

岭院 2013 届金融硕士张展维论文入选首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

2015 年 1 月 27 日，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首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
论文评选结果公示，全国共 27 篇论文入选。其中，我院 2013 届金融硕士张展维撰写的论文《广
州城中村集体企业财务状况调查研究》榜上有名，指导教师为姚益龙教授。
此次参评论文共计 113 篇，其中 2013 届毕业生论文 43 篇，2014 届毕业生论文 70 篇。初
评按 35%的比例选入复评，复评再按 67%的比例选出最终获奖者。

http://www.pdf.edu.cn/tzgg/1061.html

出版单位：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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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宝贵意见或建议，请发邮件至 lnslp@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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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5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