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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第 18 届亚太信息系统年会（PACIS 会议）在成都举办
6 月 24 日至 28 日，由国际信息系统协会（AIS）和西南财经大学主办，西南财经
大学经济信息工程学院承办的第 18 届亚太信息系统年会（Pacific Asi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以下简称 PACIS）在成都举行。国际信息系统领域顶级专家
和著名学者，包括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前 AIS 主席 Doug
Vogel 教授、K. K. Wei 教授、Allen S. Lee 教授，现任 AIS 主席 Helmut Krcmar，现
任 AIS 副主席 Keng Siau 教授，继任 AIS 主席 Jae Kyu Lee 教授，前 AIS 中国分会主席
陈 国 青 教 授 ，PACIS 创始 人 T. P. Liang 教 授及 MISQ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JMIS（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等国际
顶级学术期刊主编参加了会议。
6 月 26 日上午，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张
宗益教授为开幕式作
英文致辞，并预祝会
议取得圆满成功。前
AIS 主席 Doug Vogel
教授、前 AIS 中国分
会主席陈国青教授在
开幕式上发言，对
PACIS 会议的国际一
流水平予以肯定，对
与会代表表示欢迎，
并感谢西南财经大学
对会议的辛勤付出。
国家信息化专家
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作了题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信息系统”的主题发言，
指出实现计算、通信与物理系统一体化设计的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的重要性。前
AIS 主席、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教授 Allen S. Lee 作主题发言，提出从科学的哲
学、方法论和历史视角中总结出的经验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从事信息系统的研究工作。
本次会议围绕云计算、商务智能与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移动商务、人机交互与神
经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安全与隐私保护等 29 个主题展开讨论，包括 1 个博士生论坛和
104 个学术分会场。大会秉承往届大会的高水准，参会人数和论文接收篇数创历届
PACIS 会议之最，邀请报告人涉及到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 48 个国家和地
区。
PACIS 是世界信息系统领域内的顶级学术组织国际信息系统协会（Associ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s, 简称 AIS）在亚太地区的学术分会，是信息系统领域公认的国际
一流会议。会议起源于 1993 年，迄今已在亚太十余个国家或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日
本、韩国、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中国香港等）举办了 18 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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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中国信息系统研究发展与学科建设研讨会在成都举办
2014 年 6 月 24 日上午，由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
（CNAIS）主办，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大数
据时代的中国信息系统研究发展与学科建设”研讨会在西
南交通大学举行。会议邀请了多位海内外知名学者到会作
主题报告及论坛研讨，其中包括国际信息系统协会（AIS）
前任主席、香港城市大学魏国基（Kwok Kee Wei）教授，
以及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张晗（Han Zhang）教授等，介绍
及讨论了国际信息系统领域的潮流趋势。同时，会议还邀
请了教育部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陈
国青教授等专家交流和讨论了我国相关学科的建设情况。

会议首先邀请魏国基（Kwok Kee Wei）教授和张晗
（Han Zhang）教授分别作主题报告；然后，会议以
“信息技术和商业大变革时代 IS 领域的研究方向和机
会”为主题，邀请与会的五位专家：魏国基（Kwok Kee
Wei）教授、张晗（Han Zhang）教授、王刊良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鲁耀斌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和贾建民
教授（西南交通大学）参与讨论；最后，会议还邀请了
陈国青教授等专家介绍了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草案的制订情况，并由到会的部分院长和系
主任介绍交流各院校的学科建设情况，与会的各位专家
学者互相交流讨论相关学科发展重点。

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CNAIS）第一届博士生论坛在成都举办
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
（CNAIS）第一届博士生论坛于
2014 年 6 月 22 至 23 日在四川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校区举行。
本次论坛由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
（CNAIS）主办，西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承办。
本次论坛借 CSWIM2014 以
及 PACIS2014 两大信息系统领
域重要会议相继在成都召开的良好
契机，共邀请了六位国际知名的华
人学者参会担任点评专家。他们分
别 是 胡 宇 教 授 （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李
大 辉 教 授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Duluth）、刘德教授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鲁 耀斌教 授（ 华中科 技大 学）、 王刊 良教授 （中 国人民 大学 ）和杨 颖慧 教授（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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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本次论坛经过通讯评议，共遴选接收了 12 篇博士生研究计划或工作论文。这些博士生分别来自北京
邮电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
6 月 23 日上午的开幕式由 CNAIS 博士生与青年学者工作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卫强教授主持。CNAIS
副主席和秘书长王刊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寇刚教授以及 CNAIS 海外学者联系工作委员
会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强教授分别致辞。随后，博士生和点评专家分为两组进行了研究工作的汇报、点评与讨
论。下午的环节首先由刘德教授和李大辉教授分别作了题为“How to Write a Top Journal Paper”和
“Jump-Start Your Career as a Scholar”的主题报告。在最后的开放式互动环节，现场的博士生和教授们
就论文撰写、学术生涯规划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共有约 50 名教授和学生参加了本次博士生论坛。本次论
坛不仅给予参会博士生与众多知名学者进行深度交流的机会，也为海外华人学者与国内信息系统学界进行更好的
沟通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
本次论坛由 CNAIS 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毛基业教授发起，由 CNAIS 博士生与青年学者工作委员会的卫强教
授和邱凌云教授负责策划和筹备，由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廖毅教授负责会议组织。CNAIS 向所有参与本
次论坛组织活动的各位老师和承办方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表示衷心感谢。

第十三届武汉电子商务国际会议在武汉成功召开
2014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电子商务国际合作中心、美国阿尔
弗雷德大学商学院和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联合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武汉电子商务国际会议在武汉召开。CNAIS
副理事长、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马费成教授致词。来自国内高校的近 160 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 8 个国家和地
区的 30 余名国外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武汉电子商务国际会议是国
际信息系统协会附属会议
(AIS)，也是唯一一个定期在中
国召开的 AIS 学术年会。会议旨
在广泛的领域展现创新性的科学
研究成果和具有挑战性的实践与
经历，促进跨学科的研究发现，
分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
会代表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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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的行为研究与
社会影响”、“创新管理与 IT
价值”、“新兴的运作和服务管
理”等主题展开交流。
美国阿肯色大学沃尔顿商学院 Venkatesh 教授、伊利诺伊大学信息与决策科学系 Westland 教授分别作了题
为《电子商务顾客层面研究中浮现出的新机会》和《商务分析中大数据的挑战：云计算，非结构化数据和无形资
产》的主题报告。会议还与 CNAIS、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台湾电子商务协会、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等国内外
学术机构联合组织了“电子新媒体中的营销挑战”、“电子商务对经济学的挑战”、“台湾电子商务应用”、
“电子健康”等 7 个专题研讨会。10 位国内外电子商务专家作了特邀报告，50 篇优秀论文作者在八个主题会场
作了宣读报告。本次会议提名最佳论文 4 篇，评出最佳论文 1 篇。论文集由美国阿尔弗雷德大学出版，部分优秀
论文将被推荐到多个 SCI 和 EI 国际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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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信息管理夏季研讨会在电子科大顺利召开
6 月 21 日，由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佐治亚理工学院联合承办的第八届中国信
息管理夏季研讨会（CSWIM2014）在电子科技大
学开幕。
本次会议由佐治亚理工学院 Jeffery Hu 博
士、D.J Wu 博士以及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袁华副教授联合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吸引
了包括美国亚利桑那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美国卡 内基梅 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 、 美 国 明 尼 苏 达 大 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美国普渡大学
（ Purdue University ）、 清 华 大 学 、 复 旦 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科技
大 学 、 韩 国 首 尔 国 立 大 学 （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等 40 多所高校的 100 多名学者，
是该会议自 2007 年举办以来与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该会议持续两天，包括了２个主题报告（Keynote Speech）、２个专题研讨（Panel Discussion）、10 个分
组交流（Parallel Session）。会议涉及了信息系统经济学(IS Economics)、大数据(Big Data)、移动商务
(Mobile Commerce)、行为信息系统(Behavior IS)、在线社区(Online Community)、电子商务(E-commerce)、医
疗保健信息技术(Healthcare IT)等内容。
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 Hsinchun Chen 教授进行了题为“健康大数据和分析：临床决策支持和病人自强”
（Health Big Data and Analytics: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and Patient Empowerment）的主题演讲。
Hsincun Chen 教授首先分析了健康大数据分析的研究机会，并展示了在疾病进程建模和不良药物事件提取方面的
研究。除此之外，他还介绍了一种名为 DiabeticLink 的原型系统，该系统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作出医疗决策，
更好地解决他们所遇到的问题。
下午，一场名为“中国合作研究机会”（Opportunities for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in China）的专题
演讲如期而至。佐治亚理工学院 Jeffery Hu 博士担任主持人，清华大学陈国青、亚利桑那大学 Hsinchun Chen、
香港城市大学 Leon Zhao 等 6 位专家参与专题演讲。专家们首先分析了中国的学术研究现状，并与美国等国家进
行了对比。随后各自谈了自己的建议，并细心解答了现场学者的疑问。专家们还对年轻学者们提出了期望，内容
充实，发人深思。
CSWIM（China Summer Workshop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创建于 2007 年，每年举办一次，前七届会
议分别在复旦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举
办。该会议的宗旨是为国内外从事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方面的学者架起沟通的桥梁，是世界信息管理领域的专家
学者共同探讨学科理论、发展与应用，交流研究思想和学术成果的一个世界性交流平台。参会人员为国际科学界
精英，既包括资深的科学家、教授和在读的博士研究生，也包括资深业界人员和管理工作者。

第一届“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发展论坛”在济南举办
5 月 24 至 25 日，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发起，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和山东财经大学管
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承办的第一届“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发展论坛——信息系统研究与应用发展新方向”在济南山
东财经大学召开。山东财经大学副校长聂培尧教授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陈禹教
授、理事长杨培芳教授，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CNAIS）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刊良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新教授主持开
幕式。
聂培尧在讲话中说，养老和医疗是两大社会热点民生问题，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普及应用的时
代，必然产生不同的智慧养老和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信息技术的发展将给养老和医疗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智慧
养老与智慧医疗已成为目前 IT/IS 领域的研究热点，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等都会在智慧养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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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医疗这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相信此次论
坛将带来学术界对智慧养老和智慧医疗的更多
关注，也会对相关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研究领
域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对于智慧养老和智慧医疗，政府、社区、
学界、企业界都已经做了很多的探索，中国信
息经济学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及时发起的这
个论坛，得到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和信息系统
协会中国分会（CNAIS）的高度重视和国内该
领域专家学者的热烈响应，有来自中国人民大
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山东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
北财经大学等高校和企业界的近 90 位专家学
者参加本次论坛。
论坛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左美云教授作了“智慧养老：由来和值
得研究的问题”的主题报告，介绍了智慧养老问题国内外的发展以及人民大学团队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广方面的
开拓性工作；中国云计算应用联盟主席团主席、东华大学汤兵勇教授作了“智慧养老云服务平台与 O2O 体验电商
模式探讨”的主题报告，介绍了利用云服务平台和 O2O 体验在上海和浙江等地进行的智慧养老模式的研究探索和
实践应用工作；北京大学的邱凌云、清华大学的郭迅华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郭熙铜几位学者作了学术报告，分享
了他们在该领域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工程专家组成员、北京交通大学工程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磊教授，中国福利协会养老服务信息化专家褚晓峰先生和山东财经大学郭强教授作了学术报
告，介绍了他们在智慧养老和智慧医疗领域进行的探索和应用研究。与会代表讨论热烈，信息系统领域的知名学
者方美琪教授、王刊良教授、颜志军教授和教育部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院长梁昌勇教授等都作了精彩的发言。
25 日，论坛组织代表们到浪潮集团总部的云计算中心和建在济南保税区的浪潮第四代数据中心参观交流。本
次论坛对新型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在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领域的重要作用取得了共识，与会专家学者对两校为论
坛成功举行所做工作给与了充分肯定。中国信息界杂志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中国云计算应用
联盟给论坛以大力支持，向论坛赠送了最新的智慧养老、智慧医疗和智慧城市方面的杂志、书籍。

领域动态
《信息系统学报》第 13 辑出刊
2013 年 10 月 17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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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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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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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作为继 CNAIS 的前四次学术年会之后，我国信息系统领域主体研究力量的又一次融合和汇聚，必将通
过对信息技术背景下信息系统理论与实践的探讨，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以及行业应用的加速发
展。
本期《信息系统学报》为第 13 辑，主要作为 CNAIS2014 特辑（special issue）。在综合考虑论文方向、
评审意见以及到会报告情况等因素的基础上，我们从会议论文中遴选了部分稿件，并经由作者的进一步扩展和修
改，形成了特辑其中的 8 篇论文。这些论文的领域范围涵盖了当前信息系统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社交网络
结构对群体观点极化的影响研究、社交网络对消费者购买影响分析、社交网站中用户流失要素的理论探讨及实证
分析、不同职位权力下 CIO 角色定位问题分析、基于信号传递博弈的劝说型定向广告投放研究、供应链信息系
统模式对价值创造的影响、房地产开源舆情指数构建与政策影响研究等，突显出我国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工作与
国际主流前沿的全面接轨，以及与业界实践发展潮流的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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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辑学报“学科建设”栏目还收录了文章《大数据时代信息类学科专业建设的思考》；“领域发展”
栏目收录了文章《海外管理信息系统研究的发展历程、现状与将来》。
相关链接：http://cjis.sem.tsinghua.edu.cn

活动预告
中国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科和专业发展学术研讨会
我国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曾经是管理信息系统，简称 MIS）学科发展已有三十年历程，开设本专业的高校
已经超过 500 所，培养的人才已经在各类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已成为管理学门类中最
重要的学科之一。信息系统在我国政府、企事业单位中已得到基本普及应用，大众对信息系统及其产品服务的接
受已基本成熟，信息系统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并将继续推动着当代中国
的变革。
当前，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正在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企事业组织的
发展产生更具革命性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对我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将产生
巨大的推动力。在此背景下，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CNAIS)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联合
主办的“中国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科和专业发展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4 年 8 月 16 至 17 日在复旦大学举
行。本次会议主题是“MIS 的未来：信息革命@中国梦”，旨在回顾我国本学科和专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
总结 MIS 的基本思想、社会技术系统性质和特点及其重要的社会影响，深入交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科和专业
的未来发展方向和趋势。
相关链接： http://cnais.sem.tsinghua.edu.cn/u/cms/cnais/201403/2713575540mq.doc

2014 年“海峡两岸信息管理发展与策略研讨会（CSI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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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届。该会议每
年 举行一次，每 4 年一个循环周期，其中大陆 2 次、台湾 1 次、香港或澳门 1 次。第 20 届学术研讨会将
2014 年 8 月 21 日至 23 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将延续前 19 届的良好传统，秉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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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化媒体技术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信息管理方式，并且为个体行为与组织运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与挑战。一方面社会化媒体为个体与组织进行信息表达与信息获取提供了便利，而另一方面网络谣言的泛滥又为
个体与组织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为了探寻社会化媒体技术对个体、组织甚至社会的影响，本届会议的主题为“社
会化媒体环境下的信息管理：机遇与挑战”。
相关链接：http://sim.whu.edu.cn/csim2014/

第三届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高峰论坛
由 CNAIS 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共同发起并联合举办的“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高峰论
坛”，已经举办两届（2012 年桂林电子科技大学，2013 年海南大学）。第三届将由福州大学承办，2014 年 11
月 29-30 日，会议主题暂定为“移动互联与社会媒体背景下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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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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