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学院科研简报
2016 年第 2 期（总第 13 期）季刊

科研要闻
中大岭南排名2016FT全球金融硕士第52位，大陆地区第三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莅临我院演讲
王曦教授荣获“广东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称号

学术交流
2016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讨会顺利召开

雏凤清声
我院本科生冯文伯同学在 2016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中荣获最高奖项
我院学子率队在 2016 年创行世界杯赛中获 16 强
我院学生获“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
我院本科生蝉联北大光华公益案例分析大赛冠军
我院本科生率队获“毕马威”第十三届企业文化案例分析大赛全国总决赛冠
军

科研要闻
中大岭南排名2016FT全球金融硕士第52位，大陆地区第三

2016年6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简称FT）公布了2016年金融硕士
全球排名，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金融硕士项目位列全球第52位，成为中国大陆地区排名
前三的金融硕士项目。其中，“投资回报率”位居全球第13名。FT全球金融硕士项目排名是该
领域一项权威排名，评估内容包括薪酬水平、课程价值、就业机会、师资力量、国际化程度等
18项具体指标。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硕士项目成立于2010年，2011年9月第一批学生入学。
金融硕士项目紧扣金融行业需求特点，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培养既有坚实的经济金融理论
功底又有很强的实践运用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已经成为中山大
学具有代表性的专业学位项目之一，因生源质量高、薪酬水平高、雇主美誉度高而受到社会的
高度认可。

http://rankings.ft.com/businessschoolrankings/masters-in-finance-pre-experience-2016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莅临我院演讲
2016 年 4 月 24 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莅临我院演讲。本次讲座由广州市委宣
传部主办，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协办，中山
大学岭南学院 EMBA 中心、广州羊城地铁报承办。吴敬琏教授发表了题为“经济为何下行，怎
样正确应对”的主题演讲。

http://www.lingnan.sysu.edu.cn/Item/10437.aspx

王曦教授荣获“广东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称号

2016 年 5 月 31 日，广东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 2015 年“广东省培养高层次
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各项目入选名单，我院中山大学中国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曦教授
荣获“广东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称号。
广东特支计划是广东省加强本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一项重大人才工程，
2014 年首次启动，
在全省有计划、有重点地遴选支持和培养一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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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
2015 年“广东特支计划”经申报、评审、遴选、公示等一系列环节，最终确定杰出人才
（南粤百杰）17 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30 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29 名、宣传思想文化领军
人才 19 名、教学名师 29 名、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30 名、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 99 名、百千
万工程青年拔尖人才 50 名、青年文化英才 28 名。

http://cxtd.gdstc.gov.cn/HTML/rcpt/tzgg/1464863902392-338864362838241161.html

学术交流
2016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讨会顺利召开

2016 年 6 月 12-13 日，2016 金融工程和风险管理研讨会（以下简称 FERM2016）在中山
大学顺利召开。FERM 是一个聚焦于统计前沿、金融工程和风险管理最新发展的系列会议，由
普林斯顿大学的范剑青教授在 2005 年倡议举办，对于推动金融工程和风险管理领域的研究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现已成功举办八届。本届研讨会由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与管理学院联
合主办，来自 10 个国家的 250 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大会主席分别是：范剑青（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徐信忠（中山大学）、李仲飞（中山大学），执行秘书分别是：张正军（美国威斯
康星大学）
、彭亮（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
。

http://www.lingnan.sysu.edu.cn/Item/10598.aspx

雏凤清声
我院本科生冯文伯同学在 2016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中荣获最高奖项

2016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成绩 4 月 12 日揭晓。中山大学三支队伍在“交叉学科建
模竞赛”F 题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进入决赛。最终，岭南学院 2014 级本科生冯文伯同学及其
队友蓝若瑜（大气科学学院）
、郑齐（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三位同学的论文荣获最高奖项
特等奖（Outstanding Winner）
，并由全球最大的运筹与管理科学协会 INFORMS 授予 F 组唯一
的最高荣誉 INFORMS 奖。其余两支分别由物理学院和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选手组成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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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特等奖提名奖（Finalist）
。这是中山大学自 2010 年起连续七年获得特等奖提名奖，并首次
在该赛事登顶。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CM/ICM）由美国数学及其应用联合会主办，是唯一的国际
性数学建模竞赛，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建模竞赛。赛题内容涉及经济、管理、环
境、资源、生态、医学、安全、未来科技等众多领域。竞赛要求三人（本科生）为一组，在四
天时间内，就指定的问题完成从建立模型、求解、验证到论文撰写的全部工作，体现了参赛选
手研究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 为现今各类数学建模竞赛之鼻祖。
MCM/ICM 是 Mathematical Contest In Modeling 和 Interdisciplinary Contest In Modeling
的缩写，即“数学建模竞赛”和“交叉学科建模竞赛”。MCM 始于 1985 年，ICM 始于 2000
年，由 COMAP（the Consortium for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美国数学及其应用联合会）
主办，得到了 SIAM，NSA，INFORMS 等多个组织的赞助。MCM/ICM 着重强调研究问题、
解决方案的原创性、团队合作、交流以及结果的合理性。
2016 年，数学建模竞赛有 7421 支队伍参赛，产生 13 个特等奖；交叉学科建模竞赛有 5025
支队伍参赛，产生 14 个特等奖。

http://www.comap.com/undergraduate/contests/mcm/contests/2016/results/

我院学子率队在 2016 年创行世界杯赛中获 16 强

2016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来自全球 33 个国家的创行冠军团队齐聚加拿大多伦多，
通过精彩的项目展示，激烈角逐 2016 年创行世界杯的桂冠。最终，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针
对高寒地区的移动果蔬水培载种技术获得冠军，印度 Shaheed Sukhdev College of Business
Studies 针对新德里贫民窟的收费厕所模式获得亚军，
中国代表队——中山大学创行团队就广州
大吉沙岛上大量蕉叶堆积和传统处理方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推出的“锦绣珠沙”项目获得
世界杯 16 强。
锦绣珠沙项目通过建立生产合作社，组织大吉沙岛村民利用蕉叶种菇技术，有效地清除了
岛上的废弃蕉叶，清洁环境；同时将废弃蕉叶为食用菌培育原料，鼓励岛民们种植蘑菇，消耗
过剩蕉叶，成功增加岛民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
该队队长是岭南学院本科生陈佩琳，队员为药学院的何倩柠、中山医学院的郑晓鹏、翻译
学院的冯静、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陈香年、传播与设计学院的袁清华、化学与化学工程
学院的夏嘉蔚、蔡慰和姜永浩和生命科学学院的詹洺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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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创行团队成立于 2003 年，曾经于 2011 年凭借“金色鱼塘”项目获得创行全国赛
冠军，代表中国参加创行马来西亚吉隆坡世界杯。团队秉承创行宗旨，倡导大学生运用积极的
商业力量改变社区。今年 5 月，在上海举办的 2016 创行世界杯中国站社会创新大赛中，我校
在晋级入围全国赛的 93 所高校创行团队中脱颖而出，荣膺全国总决赛冠军，并代表中国参加
创行加拿大多伦多世界杯。

http://www.sifechina.org/eventsdetail.aspx?nid=201

我院学生获“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

5 月 20 至 22 日，2016 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终审决赛举行，由我院
副院长张斌教授作为指导老师、2014 级 MBA 全日制刁建伟同学作为队长的项目《汽车节能先
锋》获得创业计划类金奖，该团队队员还包括我院学生姚欣宜、匡家秀。此外，我院学生廖锴
参加的《广东佳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白安琪、刘格菲参加的《蛛网交通平台》项目均捧得
金奖。
该比赛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科技厅、省科协、省学联和东莞市政府共同主
办。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省近万名学生参与，共有 102 所高校的 1313 件作品参赛。经过激烈角
逐，
来自全省 83 所高校的 383 件参赛作品入围终审决赛，大赛最后评选产生了 98 项金奖作品。
中山大学有 11 个项目入围终审决赛，共获得 8 项金奖，3 项银奖，并获得“优创杯”。

http://www.lingnan.sysu.edu.cn/Item/10535.aspx

我院本科生蝉联北大光华公益案例分析大赛冠军

2016 年 3 月 26 日，第五届“北大光华公益案例分析大赛” 决赛暨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举行。由我院 2013 级本科生马丹阳、林振星、林智鸿组成的团队，在决赛中脱
颖而出，荣获本次大赛冠军。这是我院本科学生继上一届大赛后再度获得此项荣誉。
北大光华公益案例分析大赛以公益案例为切入点，将案例分析模式、公益组织运营、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有机结合，旨在建立贯穿“学院—学生—社会公益组织”的产、学、研“三赢”
高效、长效机制。自去年 11 月开赛以来，大赛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各个高校学子的
踊跃参与。初赛阶段便吸引了 206 支队伍报名参加。经过公平严格的评选和激烈的角逐，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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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清华、人大、武大等高校共 10 支参赛队伍闯进决赛答辩环节。
我院学生团队关注尘肺病患者，对“大爱清尘”基金会进行深入研究，结合“互联网+”
元素提出了公益组织可持续造血的创新方案，获得大爱清尘基金会创始人王克勤、免费午餐前
秘书长党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副主任杨东宁等评委的高度认可。同
学们在比赛中充分展现了岭南学子关注社会、学以致用的风貌，是我院以“作育英才，服务社
会”为使命，为本科生提供博雅教育的成果展现。

http://www.lingnan.sysu.edu.cn/Item/10334.aspx

我院本科生率队获“毕马威”第十三届企业文化案例分析大赛全国总决赛冠军

2016 年 4 月 24 日下午，由我院和共青团中山大学委员会、珠海市企业文化协会主办，我
院珠海校区学生会承办的“毕马威”第十三届企业文化案例分析大赛全国总决赛在珠海市南方
软件园举行。
本届企业文化案例分析大赛的主题是“衡•恒”，意为在复杂而严峻的经济环境下实现企
业平衡发展，进而达到基业长青。来自厦门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暨南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和中
山大学等全国共 16 所高校代表队同场争锋，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学术对决。经过长达五
个小时的比拼，我院本科生陈巧婷率队友黎颖熙(岭南学院)、程项玲(岭南学院)、梁焯坤(翻
译学院)、卢欣(国际金融学院)和李岚(旅游学院)组成的 Enduring 团队凭借出色的表现荣获全
国总决赛冠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DeeperDreamer 团队、香港中文大学国语辩论队分获亚军与
季军。
在学校“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十二字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引下，企业文化案例
分析大赛为同学们打造了一个展示自我、提升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平台，着力于培养具有“领袖
气质”的未来商界英才。作为全国知名高校共同参与的高水平学生学术活动，大赛具有极强的
学术科研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特点，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精英意识、创新意识与团队精神。作为
多年来深受粤港澳高校欢迎的中山大学品牌活动，大赛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获得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和好评。

http://www.lingnan.sysu.edu.cn/Item/1043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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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