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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
2013 年 8 月 28 日，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管科工教指委”）年会暨成立大会在清华经管学院进行。
教育部高教司刘贵芹副司长发表重要讲话，就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
务、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职责和重点工作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第二届高等学校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
培养高峰论坛
 第 19 届海峡两岸信息
管理发展与策略学术研
讨会
 2013 年中国信息经济
学会学术年会

领域动态
 《信息系统学报》第
11 辑、第 12 辑出刊
 杨善林教授当选中国工
程院院士
 CNAIS 成立四个工作
委员会

活动预告
 第十三届武汉电子商务
国际会议
 第 15 届亚太信息系统
年会
 2014 年国际信息系统
大会(ICIS)

简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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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为：教育部高教司刘贵芹副司长、管科工教指委主任陈国青教授、管科工教
指委秘书长陈剑教授
管科工教指委主任、清华经管学院 EMC 讲席教授陈国青在会议上作了本届
教指委工作计划和思路的报告，管科工教指委秘书长、清华经管学院联想
（Lenovo）讲席教授陈剑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 40 余位管科工教指委委员
就高等教育相关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制
定、教学改革热点问题
研究、师资培训及专业
建设、各专业指导组近
期任务等议题进行了讨
论和部署。
教育部教学指导委
员会是教育部聘请并领
导的专家组织，具有非
常设学术机构的性质，
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开
展高等学校本科教学的
研究、咨询、指导、评估、服务等工作。教育部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
涵盖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管理科学、工程管理等六个专业，在全国各高校共拥
有 1200 余个专业办学点。本届管科工教指委秘书处设在清华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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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第五届全国大会
（CNAIS2013）
2013 年 10
月 17-19 日，信
息系统协会中国分
会（CNAIS）在贵
州省贵阳市举办了
第五届全国大会，
会议的主题为“大
数据背景下的信息
系统研究与实
践”。本届会议由
贵州师范大学承
办，来自全国高校
信息管理和信息系
统相关专业的 370 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前出版了本届会议的论文集（贵州
师范大学出版社），一共收录了 130 篇学术论文。
大会邀请了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到会作报告，其中包括国际期刊 MISQ 主
编、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 Paulo Goes 教授和国际期刊 ECRA 联合主编、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 Christopher Westland 教授。130 余位作者在分
会场上报告了研究论文。大会专门组织了有关学科发展与课程体系建设的院长/
系主任论坛，并邀请了教育部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以及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的专家到会介绍相关动向。
会议期间，CNAIS 改选了理事会，经投票选举，产生了 103 位理事，其中
34 位为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毛基业教授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主席，复旦大
学黄丽华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李一军教授、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王刊良教授、清华大学徐心教授、合肥工业大学杨善林教授当选为副
主席，王刊良教授兼任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左美云教授、清华大学郭迅华教授
任副秘书长。CNAIS 秘书处将迁至中国人民大学。
此外，本届理事会还确定了第六届（2015）全国大会的承办单位。
本届大会汇集和展示了与大数据相关的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领域的最新研究
成果，进一步促进我国信息系统研究工作的交流，团结和凝聚了我国信息系统领
域的学者，推动信息系统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我国信息系统学界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

第二届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
养高峰论坛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高教函[2013]4 号）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
员会重点工作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各高校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专业（以下简称信管专业）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管
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管科工教指委）、国际信息系统
协会中国分会（CNAIS）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共同发起并联合举办的“第二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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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高峰论坛”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在海南大学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海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共同承
办，大会主题为“大数据背景下的信管专业建设与质量保证”。
本次论坛会议共分为四个板块内容，第一板块内容是大会主题报告。分别由
管科工教指委主任、清华大学陈国青教授作了“大数据时代管理挑战与专业建设
思考”的报告；CNAIS 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毛基业教授作了“大数据环境下的
信息管理挑战”的报告；CNAIS 副主席、复旦大学黄丽华教授作了“大数据背
景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人才培养的挑战与机遇”的报告。
第二板块内容是信管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制定专项研讨会。管科工教指委
主任陈国青教授介绍了相关国家标准制定的思路，管科工教指委信管专业指导组
梁昌勇委员（合肥工业大学）、鲁耀斌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叶强委员（哈尔
滨工业大学）主持了研讨会。近 120 所高校的院长、系主任参加了研讨会，就
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条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积
极讨论并交流了意见和建议。
第三板块内容是专题报告。由鲁耀斌、沈惠璋（上海交通大学）、董小英
（北京大学）、张新（山东财经大学）分别介绍了本校的专业培养方案和实践教
学情况。接着，来自企业的高管梁春晓（阿里巴巴）、朱辉（IBM）、苏冬林
（甲骨文）围绕人才需求、毕业生定位和培养方案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分享了实践
经验和业界见解。
第四板块内容是论坛研讨。由毛基业、黄丽华、董小英、张新、牛东来（首
都经贸大学）、许明（福建厦门建发集团）作为论坛嘉宾，围绕 “大数据形势
下信管专业教学模式创新”议题与会议代表进行了观点阐述和问答互动。
共有近 150 所高校的 330 余位教师代表参加了此次高峰论坛。论坛会议内
容既体现学科发展前瞻性又紧扣专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无论是演讲的嘉宾还是
会议代表都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参与感。会议期间，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教授
会见了部分专家和嘉宾。会议开幕式由海南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胡国柳教授主持，
海南大学副校长傅国华教授、清华大学出版社吴培华总编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整个会议日程安排紧凑、组织有序，受到与会代表的肯定与好评。

第 19 届海峡两岸信息管理发展与策略学术研讨会
第 19 届“海峡两岸信息管理发展与策略学术研讨会”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至 23 日在电子科技大学召开。本届会议的主题为：新时代信息管理与电子商
务：机遇与挑战。会议秉承了携手共同研究与发展的原则，联络海峡两岸四地信
息管理的专家学者聚首一堂，共同对信息管理学科的最新发展进行探讨及交流。
“海峡两岸信息管理发展与策略学术研讨会”是海峡两岸四地信息管理学科领域
的专家学者为促进学术交流、分享研究成果而举办的系列学术会议，自 1994 年
起已先后在两岸四地的大学中轮流举办了 18 届。

2013 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
2013 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在
广州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主办，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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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息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承办。会议主题为网络环境下的新经济模式。会议期间，
大会还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举办了博士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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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信息系统学报》第 11 辑、第 12 辑分别于 9 月和 12 月出
刊。《学报》秉承一贯的强调学术前沿与严谨研究方法的风格，致力于体现管理
与技术并重的特点，收录了多篇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内容涵盖多个不
同的研究主题和多样化的方法论。
第 11 辑所收录的论文包括武汉纺织大学夏火松等对国内外电子商务关键成
功因素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刘茂长等基于 TOE 模型的电子商务技术扩散影响
因素研究，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邓之宏等对中国 C2C 市场电子服务质量、信
任对顾客忠诚的影响研究，江苏科技大学田剑等对 C2C 网上拍卖交易前初始信
任影响因素研究，电子科技大学曹云忠等基于公共平台的企业微博信息传播意愿
研究，华东理工大学李嘉等基于多阶段和分层方法的言语行为分类研究。另外，
第十七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向学报推荐了两篇论文，分别是江西财经大
学陈伟等基于复合协同模型的江西省与全国两化融合水平对比分析研究和中国人
民大学刘满成等基于社区服务的居家养老信息化需求研究。同时，该辑学报专门
发表了两篇领域综述，包括上海财经大学郝晓玲等对信息技术和企业绩效关系研
究进展的介绍，以及电子科技大学曹欢欢等对在线评论实证研究的讨论。
第 12 辑所收录的研究论文仍然涵盖了技术和行为两个视角。在技术视角的
研究中，蒋彬等从一种独特的角度，在数据仓库构建方法中引入了对参与行为模
式的深入思考，杨彦武等的论文则对搜索竞价中关键字最优化策略进行了探讨；
在行为视角的研究中，郭伏等运用多模式测量方法对电子商务网站情感体验进行
了解析，田剑等和李倩等的论文则分别展示了对于网络团购中消费者信任影响因
素和移动社交网络用户持续使用意图的两项实证研究结果。同时，本辑学报专门
收录了两篇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论文，其中包括闵庆飞等对于结构方程模型在信息
系统研究中应用的反思，以及朱文龙等对于两种媒体调查数据采集手段的对比分
析。此外，姜锦虎等人的文章对电子商务网站保证标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相关链接：http://cjis.sem.tsinghua.edu.cn

 2014 年国际信息系统
大会(ICIS)

杨善林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3 年 12 月 19 日，中国工程院公布 2013 年新增院士名单，CNAIS 副
主席、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杨善林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简报编辑
CNAIS 信息交流与出版
物工作委员会

多年来，杨教授面向工程管理，重点研究了智能决策理论与技术和信息管理
理论与技术，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复杂产品开发工程管理和制造工程管理中，在
工程管理理论与工程管理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创新性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2 项，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 项，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4 项，
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
结合具体的工程管理实践，杨善林教授注意提炼其中的理论问题，重点研究
了决策任务结构分析方法、优化建模与求解方法、智能决策理论与方法以及决策
支持系统结构理论，取得了具有应用价值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了优
化、决策与决策支持系统理论，对研究相关的工程管理理论具有指导作用。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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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撰写出版了相关学术专著 5 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
被 SCI、EI 收录的学术论文 200 余篇，相关研究成果被 IEEE Fellow Ronald
R. Yager 教授等著名学者积极评价并引用。
在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方面，杨善林教授坚持围绕创新型管理人才的培养目
标，深入开展教学内容改革、培养模式创新和教学团队建设。获评国家级高等学
校教学名师奖，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安徽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1
项。在他指导毕业的博士生中，有 1 人的论文获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相关链接：http://news.hfut.edu.cn/html/2013/gdyw_1219/9478.html

CNAIS 成立四个工作委员会
根据 CNAIS 协会章程，经理事会讨论通过，CNAIS 设立了四个面向特定
领域的工作委员会，负责相关方面的具体工作。其中，教育与学科建设工作委员
会由华中科技大学鲁耀斌、合肥工业大学梁昌勇负责，由教指委委员、学位办/
学科评议组成员、学科建设带头人等组成，旨在把握学科建设发展方向，开展学
科建设相关活动，交流学科建设信息；信息交流与出版物工作委员会由清华大学
郭迅华、北京理工大学颜志军负责，成员包括四川大学赵英、上海交通大学罗继
锋、中山大学肖静华、哈尔滨工业大学郭熙铜等，其职责包括构建沟通平台，加
强校际联系，展示、传播国内外相关领域动向，建设会刊《信息系统学报》；青
年学者及博士生工作委员会清华大学卫强、北京大学邱凌云负责，成员包括大连
理工大学李文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周军杰等，其工作定位于为 CNAIS 的博士
生和青年学者会员提供交流、分享和协作的平台；理论建设与国际合作工作委员
会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强、复旦大学徐云杰负责，由具有一定国际交流背景的学
者组成，旨在加强与国际协会、学者间的联系；扩大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促进
国际交流与合作。

活动预告
第十三届武汉电子商务国际会议
第十三届武汉电子商务国际会议（WHICEB2014）将于 2014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在武汉举行。WHICEB 是信息系统协会（AIS）附属会议之一，
为中国学者了解国际潮流趋势、拓展视野、增进国际交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WHICEB 2014 将在“企业电子商务管理”、“IT 技术支持的电子商务”、
“知识管理与商务智能”、“人与社会对电子商务的影响”、“创新管理与 IT
价值”以及“新兴运作和服务管理”六个方面征集稿件。欢迎采用案例研究，实
证研究、现场研究，问卷调查或实验研究方法完成的研究成果。所有论文将被列
入 AIS 电子图书馆，并提交到 ISI 申请 CPCI-S 或 CPCI-SSH 检索。会议期间
还将与国内外多个研究机构联合举办多个专题研讨会，本届会议将继续开展最佳
论文的评选工作，部分优秀论文也将被推荐到多个 SSCI 和 EI 检索的国际期刊
出版专刊(special Issue)。
相关链接：http://www.whice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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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大
会
 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
第五届全国大会
 第二届高等学校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
培养高峰论坛
 第 19 届海峡两岸信息
管理发展与策略学术研
讨会
 2013 年中国信息经济
学会学术年会

领域动态
 《信息系统学报》第
11 辑、第 12 辑出刊
 杨善林教授当选中国工
程院院士
 CNAIS 成立四个工作
委员会

活动预告
 第十三届武汉电子商务
国际会议

2014 年第八届中国信息管理夏季论坛
（CSWIM2014）
第八届中国信息管理夏季论坛（The 8th China Summer Workshop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将于 2014 年 6 月 21 日至 22 日在成都电子科
技大学举办，会议邀请了 Ramayya Krishnan 教授和 Hsinchun Chen 教授做
主题演讲，为国内外信息管理领域学者提供沟通和交流平台。
相关链接：http://process.lerner.udel.edu/cswim2014/

第 15 届亚太信息系统年会（PACIS2014）
PACIS2014（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第
15 届亚太信息系统年会）将于 2014 年 6 月 24—28 日在成都举行。此次大会
由西南财经大学承办，信息系统学会中国分会（CNAIS）为支持单位。在
PACIS2014 会议期间，CNAIS 将组织两项活动，一是 6 月 24 日的 CNAIS 专
场，主题为大数据时代中国信息系统研究与教育；二是 6 月 23 日的 CNAIS 博
士生论坛。
相关链接：http://pacis2014.org/

2014 年国际信息系统大会(ICIS)
2014 年国际信息系统大会(ICIS)将于 2014 年 12 月 14 至 17 日在新西
兰奥克兰举办。会议主题为“Building a Better World through
Information Systems”。
相关链接：http://icis2014.aisnet.org/

 第 15 届亚太信息系统
年会
 2014 年国际信息系统
大会(I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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