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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尊敬的各位代表：
您好！
欢迎您来到济南参加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第六届学术年会（CNAIS2015）！为保证会议
的有序进行和您在此期间生活、交流的便利，敬请注意以下事项：
1．请熟悉会议日程，按照会议日程的安排准时参加。若议程的时间、地点安排有临时调
整变化，会务组将及时通知。
2．为方便服务和管理，请各位代表在开会和就餐时随身佩戴代表证，并妥善保管，不得
转借。
3．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保持在静音状态，尽量不要在会场内走动，以免影响会议
正常进行。会场内请勿吸烟。
4．开会、住宿、就餐、乘车时请妥善保管个人财物。会议期间正值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
区西门外二环东路施工，进出学校请注意交通安全。
5．大会在倪氏海泰大酒店（经十东路店）、东苑宾馆和山东行政学院培训中心设有会议
注册处，遇有问题请及时和会务组工作人员联系。
6．倪氏海泰大酒店（经十东路店）、东苑宾馆和山东行政学院培训中心每天最晚退房时
间为 14:00。超过 14 点未办理退房，宾馆住宿管理系统自动加收半天房费。
7．本次会议如有服务不周之处，敬请谅解。
祝您在 CNAIS 济南会议期间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一切顺利！

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第六届学术年会
（CNAIS 2015）会务组
2015 年 10 月 23 日

报到说明
报到时间

报到地点

2015 年 10 月 23 日
14:00—20:30

倪氏海泰大酒店（经十东路店）
东苑宾馆
山东行政学院培训中心

2015 年 10 月 24 日
08:00—11:30

主会场现场报到注册点：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图书馆二楼大厅

备注
10 月 23 日 20:30 后到
达宾馆的代表请先办
理住宿，24 日上午到
主会场现场报到注
册。

日程概况
10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14:00—20:30

报到、注册

18:00—20:00

晚餐（凭餐券在住宿宾馆就餐）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上午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图书馆第一报告厅）
07:40

住宿倪氏海泰大酒店、山东行政学院培训中心代表乘车至主会场
住宿东苑宾馆代表步行（约 700 米）至主会场

08:30—09:00

开幕式

09:00—09:20

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09:30—12:00

大会报告

12:00—13:00

午餐（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东苑餐厅二楼）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分论坛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图书馆第一报告厅、逸夫楼一/二层教室）
13:30—15:30

分论坛报告

15:45—17:45

分论坛报告

18:30—20:00

晚餐（倪氏海泰大酒店三楼餐厅）

20:00

非理事会议代表乘车返回住宿宾馆

20:00—21:30

CNAIS 理事会议（倪氏海泰大酒店三楼中会议室，理事会成员参加）

10 月 25 日（星期天）上午
大会报告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 A 座三层报告厅）
07:40

倪氏海泰大酒店、东苑宾馆、山东行政学院培训中心 发车

08:30—12:00

大会报告

12:00—13:00

午餐（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学生餐厅三楼教工自助餐厅）

13:00

自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乘车返回住宿宾馆，14:00 前代表退房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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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题报告
主题报告 I：2015 年管理科学部基金评审情况介绍
报告人：李一军 教授
报告简介：
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基金评审情况及信息管理领域基金申报情况介绍。
报告人简介:
李一军教授，1978 年 2 月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82 年 2 月获工业自动化仪表专业学
士学位，1984 年 12 月获系统工程专业工学硕士学位。1987 年 3 月至 1991 年 12 月，哈尔滨
工业大学管理工程专业学习，获博士学位。1996 年 8 月至 1996 年 11 月德国科隆大学访问
教授，2003 年 8 月至 2003 年 12 月美国夏威夷大学访问教授。
1984 年 12 月至 1993 年 4 月，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教研室任助教、
讲师、副教授、室主任。1993 年 4 月至 1994 年 12 月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副院
长；1994 年 12 月至 2008 年 3 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院长。2008 年 3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常务副主任。2007 年度受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李一军教授长期从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本科生、研究生先
后主讲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电子商务、商务智能等课程，是教育部“管理信息系
统”国家精品课负责人。共计发表学术论文 120 余篇，主编和参编著作、教材 8 部。
研究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并获得国家教委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航天工业
总公司跨世纪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黑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黑龙
江省优秀教师、国防科工委优秀教师、第四届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等奖励。
主要社会兼职包括: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管理工程类本科教学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信息系统学会（AIS）中国分会（CNAIS）副主席、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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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 II：我国信息系统领域的发展与展望
报告人：陈国青 教授
报告简介：
我国信息系统领域的发展可以概括为“探索-模仿”、“融合-接轨”和“创新-提升”三
个阶段，并与我国经济社会变革脉动。信息系统作为一个携载组织业务模式的人－机计算平
台，其主流学科领域呈现出技术与管理并重的特点。在技术视角层面上，信息系统的研究和
应用关注数据/信息是如何提取和处理、系统是如何开发和构建；在管理视角层面上，信息
系统的研究和应用关注系统是如何被采纳和使用、组织是如何被影响和改变。如同产品开发
和产品使用一样，信息系统的技术与管理视角反映出“造”和“用”的某种分野，但信息系
统却又是“造”和“用”的统一体，反映出技术与管理的密切内在联系。
在大数据背景下，组织中许多传统的业务管理变成或正在变成面向数据的管理，许多传
统的业务决策变成或正在变成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这意味着管理决策范式的重要转变，对
我国信息系统学界和业界在商务分析使能（business analytics-enabled）的创新、范式转
变的机理与路径、大数据资源治理、大数据分析与计算、新型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提
出了重要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广袤的研究与应用探索空间。
报告人简介：
陈国青，现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MC 讲席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2005 年度获聘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7 年度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2009 年度国际模糊系
统学会授予 IFSA Fellow。1999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
员会成员，教育部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担任国际模糊系统学会副主席、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
长、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等。国际信息系统学会
中国分会（CNAIS）创始主席（2005-2013）、国际高水平商学院网络联盟（PIM）联执主席
（2010-2013）。
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杂志编辑/编委、国际学术会议主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
项目（新兴电子商务领域）、重大项目课题（大数据商务管理领域）等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
以及企业 IT 战略管理项目等。国家精品课《管理信息系统》负责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
文指导教师。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包括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与商务智能、软计算与决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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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 III：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动态能力：对 MIS 发展的挑战与机会
报告人：谢康 教授
报告简介：
现有动态能力理论将消费者视为影响企业动态能力的环境因素之一，主要从企业内部视
角来探讨企业如何应对外部市场的变化，缺乏从企业与消费者相互影响视角对动态能力的深
入研究。相应地，在这种理论基础上，MIS 研究与发展主要关注企业内部，企业与外部的联
系主要通过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和供应链管理系统（SCM）等系统来体现，且主要表现
为客户服务性质或供应链协同性质。然而，互联网环境下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不再是以往的
单项服务或信息传递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双向互动关系。由此，企业动态能力也从侧重研究
外部环境与动态能力的单向因果关系，扩展为侧重探讨外部环境与动态能力的双向互为因果
关系，即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动态能力。
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动态能力，指在市场环境动荡形成的压力筛选下，企业与消费者
之间通过信息交互影响彼此的学习，并由两者相互演化而形成的企业能力。这种动态能力构
成企业在电商环境中赢得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具体能力，包括捕捉消费者变化、适应消费者
变化和引导消费者变化 3 种能力，及被动型和主动型协同演化两个阶段构成。其中，市场环
境动荡形成的压力筛选构成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动态能力的构建前提，企业与消费者之间
的交互作用构成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动态能力的构建逻辑，信息技术应用构成企业与消费
者协同演化动态能力的构建基础，组织学习和消费者学习构成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动态能
力的构建机制。
在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动态能力理论基础上，MIS 研究与发展将呈现与经典的企业动
态能力理论基础不同的研究重点和方向，也给互联网环境下 MIS 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新的
理论发展机会。
报告人简介：
谢康，1999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博士，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山大学信息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首席专家，商务部电子商务高级顾问，教育部电子商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等复杂系统趋同、管理信息系统创新应用、电子商务与企
业互联网转型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在 EJIS、Knowledge-Based Systems（IF 3.058）、ECRA、
《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等高质量期刊发表论文 160 多篇，出版专著、
教材和译著 25 部，拥有 4 项软件著作登记权，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经济学类）
二等奖。2001 年主持起草中国第一部地方电子商务立法——《广东省电子交易条例》
，为重
庆市国资委、四川雅化集团、欣旺达股份等 50 多家单位和企业提供信息化规划、人力资源
管理等咨询服务，取得超过 4147 万元的社会经济效益，现担任广百股份、顺威股份、索菲
亚三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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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 IV：大数据环境下信息系统的行为研究及其研究方法
报告人：黄丽华 教授
报告简介：
随着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的广泛被接受和使用，异源、非结构化的及其动态的数据已经
无时不刻在被记录，大数据已经越来越逼近真实世界了。大数据时代给信息系统行为研究带
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发展和应用先进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来实现各类主体行
为刻画、行为预测的准确性和因果关系。本报告将简要介绍目前正在开展的大数据环境下的
行为研究进展，并结合实例，介绍结构化建模方法的具体应用。
报告人简介：
黄丽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管
理学院党委书记、复旦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中
心主任等。目前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管理科学与工程组成员、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管理学部第十四届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成员、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第六届成员、国际信息系统学会中国分会副主席等。
长期致力于企业信息化、电子商务、基于 IT 的创新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已主持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 计划”等科研项目 20 多项，上海市政府以及大型企业项目
30 多项。目前正在主持关于“大数据环境下的商务行为机理研究”、“基于社会化媒体的
企业创新”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近几年在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Journal
of MIS、ACM transaction of M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IEEE Transaction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Journal of Glob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等国内外高水平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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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 V：互联网与大数据环境下信息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报告人：杨善林 院士
报告简介：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
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新兴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带动了几乎所有领域发生
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
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深刻地改变
了信息的处理和利用方式，使信息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发生了重大变革，传统的系统设计、
运维策略已经难以满足组织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挑战性的课题。
报告主要从信息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体系结构、信息资源的组织与管理、数据分析与决
策模式、可信评价与系统安全等方面介绍了管理信息系统研究的新进展。然后主要介绍了近
几年来我们重点研究的几类基于互联网与大数据的管理信息系统——警务数据智慧应用平
台、面向供应链的制造工程协同优化与集成制造执行系统、社区治理与服务管理信息系统、
无人飞行器编队的高动态自组织联合搜索系统等管理信息系统。
报告人简介：
杨善林，中国工程院院士，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工程专家。现任“智能决策与信息系统”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过程优化与智能决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合肥工
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6 项，出版学术著作 5 部，在国
内外重要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3 项，2008
年获评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14 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主要学术兼职有：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安徽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国际信息系统学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工业
工程学会主任委员，安徽省行为科学学会理事长，《预测》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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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 VI： Sustaining Behavioral Change
报告人：Prof. Douglas R. Vogel
Abstract：
Healthcare is in a state of global crisis and transition with no country in the world able to deal
with the onslaught of chronic illness complications using traditional approaches.

Fortunately,

technology in general (and mobile devices in particular)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new thinking
and behavior change that extends beyond traditional treatment to embracing wellness in moving
from disease treatment to disease prevention.
is extremely difficult.

Unfortunately, though, sustaining behavior change

However, technology can be the catalyst and enabler for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a sustainable healthcare model engaging key stakeholders in formulating strategy,
collaborative action plans and feedback for sustained behavioral change. This presentation will
address salient issues with examples from research in progress.

Attention will focus on processes

and data management as well as technology in the creation of sustainable systems that can meet a
broad range of societal needs.

Biography：
Doug Vogel is Professo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S) and an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AIS) Fellow as well as AIS Past President and, currently, Director of the e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in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the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has
published widely and been recognized as the most-cited IS author in Asia Pacific. His research
interests reflect a concern for encouraging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computer systems
in an atmosphere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with a focus on wel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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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 VII：互联网+对企业管理模式及信息系统的影响
报告人：王兴山 总裁
报告简介：
今年，
“互联网+”
、
“中国制造 2025”浓墨重彩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怎样借力“互联网
+”，使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创新业务模式及商业模式，成为众多企业关心和思考的
问题，也是不少企业高管的焦虑所在。本报告将解读指导企业信息化发展方向，解惑企业管
理创新，以“互联、精细、智能”为核心理念，结合案例讲解“互联网+”如何推动企业创
新与变革。
报告人简介：
王兴山，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泰山学者特聘专家，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十
二五”863 计划先进制造技术领域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专家，浪潮集团执行总裁。
主持了包括“制造业商务智能技术及产品研发”、“面向离散型集团企业集约化经营管
理平台研发与应用”、“面向集团制造企业的移动经营管理系统研发与集成应用示范”等
863 项目和核高基重大专项“国产基础软件在中国储备粮行业的重大应用示范”等在内的
国家级课题 5 项，以及工信部、发改委等部省级课题 10 余项，获省科技进步奖 3 项。并在
核心媒体发表多篇富有观点贡献的文章。
拥有超过 20 年的中国 IT 行业特别是软件与 IT 服务行业的运营和管理经验，始终致力
于推动 ERP 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在国内首先提出“集中式集团财务”和“分行业 ERP”理
念，打破了企业管理软件高端领域的国际垄断，为中国 ERP 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1

主题报告 VIII：互联网+的趋势和机遇：从电子商务到互联网金融
报告人：叶强 教授
报告简介：
中国互联网行业近 10 年来发展十分迅速，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相关产业目前已经成为
我国产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 年开始，互联网金融成为新的热点。以余额宝和理
财通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在极短的时间内高速发展，给金融产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时也为
互联网产业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中国有世界最大的网民用户群，因此中国互联网产业
比起美国欧洲等国家格外具有“颠覆性”。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所具有代码唯一性、投资者结
构等独特特征，为行为金融、投资者关注等领域的金融学术研究带来了若干新的发展机遇。
报告人简介：
叶强，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2008 年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2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曾先后在美国德
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香港理工大学做研究和教学工作，
兼任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研究课程教授及博士生指导团队成员。近年来先后在 POM、IJHM 及
DSS 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发表 20 余篇学术论文。2008 年获亚太信息系统学术会议(PACIS)
最优论文奖。2011 年任中国夏季信息系统学术会议(CSWIM)合作主席。2011、2012 年先后担
任国际信息系统学术会议(ICIS)副编辑。目前任国际期刊 MISQ 客座编委、JECR 地区主编、
ECRA 领域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电子商务、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挖掘、互联网金融。社会
兼职：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理事、 教育部长江
学者通讯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CNAIS)常务理事、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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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 IX：新兴信息技术与资本市场信息环境
报告人：徐心 教授
报告简介：
资本市场的有效运作依赖一个健康稳定的信息环境。新兴信息技术正对资本市场信息环
境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报告在总结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并探讨热点研究问题。
报告人简介：
徐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2012 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
者。
从事信息系统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IT 商业价值、IT 与公司治理和内
控、社会媒体、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等。在国际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多
篇发表在 Management Science，MIS Quarterly，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等管理学国际顶尖期刊。SSCI/SCI 收录 16 篇，影响因子总计 57。Web
of Science 引用 700 次，Google Scholar 引用 3000 次。据汤森路透（InCites）统计，有
4 篇论文为 Web of Science 同学科前 1%高被引论文。 研究成果于 2015 年获第 75 届美国管
理学年会（AOM）最佳论文奖（加拿大温哥华），2014 年获 MIS Quarterly 年度（唯一）最
佳论文奖，2009 年获第 30 届国际信息系统年会（ICIS）最佳论文提名（美国亚利桑那）
，
2007 年获第 19 届亚太地区国际会计年会 Vernon Zimmerman 最佳论文奖（马来西亚吉隆坡），
2004 年获第 10 届美洲信息系统年会（AMCIS）国际研究领域最佳论文奖（美国纽约）
，2003
年获第 24 届国际信息系统年会（ICIS）最佳论文奖（美国西雅图），2002 年获第 23 届国际
信息系统年会（ICIS）最佳论文奖（西班牙巴塞罗那）。 现担任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副主编、MIS Quarterly 客座副主编，2012 年获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年度杰出副主编奖（AE of the Yea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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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详细
10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14:00—20:30

报到、注册

18:00—20:00

晚餐（凭餐券在住宿宾馆就餐）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上午
08:30—09:00 会议开幕式（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图书馆第一报告厅）
主持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新教授
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
山东财经大学校长卓志教授致欢迎词
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CNAIS）主席毛基业教授致开幕词
09:00—09:20

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图书馆前）

09:20—12:00

大会报告（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图书馆第一报告厅）

大会主题报告（一） 主持人：王刊良 教授
时

间

大会报告题目

报告人

09:20—09:55

管理科学部基金评审情况介绍

09:55—10:30

我国信息系统领域的发展与展望
10:30—10:50

李一军（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国家自然
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常务副主任）
陈国青（清华大学教授、管理科学与
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茶歇

大会主题报告（二） 主持人：郭迅华 副教授
时

间

10:50—11:25

11:25—12:00

12:00—13:00

大会报告题目

报告人

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动态能力：对

谢康（中山大学教授、中国信息经济

MIS 发展的挑战与机会

学会理事长）

大数据环境下信息系统的行为研究及

黄丽华（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管

其研究方法

理学院党委书记）

午餐（持自助餐券，到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东苑餐厅二楼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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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13:30—17:45

分论坛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图书馆第一报告厅、逸夫楼一/二层教室）

分论坛概览
序号
分论坛一

时间

论坛名称

13:30—15:30
15:45—17:45

分论坛二

13:30—15:30

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
暨第二届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发展论坛
院长/系主任论坛与学科建设
IS/IT战略、IS开发与管理

地点
图书馆
第一报告厅
逸夫楼 102

15:45—17:25

中国信息系统学术期刊论坛

13:30—15:30

IS 价值与 IT 经济学

15:45—17:45

IS 研究方法

分论坛四

13:30—17:45

社交媒体与社会化商务

逸夫楼 202

分论坛五

13:30—17:45

电子商务、移动商务与电子政务

逸夫楼 218

分论坛六

13:30—17:45

新兴网络、顾客洞察与营销策略

逸夫楼 219

分论坛七

13:30—15:30

MIS 教学研讨会——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中的科研与教学相长

逸夫楼 207

分论坛三

逸夫楼 201

CNAIS学术期刊论坛（2015）
（分论坛二：中国信息系统学术期刊论坛）
为促进中国信息系统领域学术期刊的建设与发展、增进学者与学术期刊之间的互动与交
流，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CNAIS）将于CNAIS2015大会期间，举办学术期刊论坛，邀请相
关领域若干重要期刊的负责人到会，交流信息系统领域中文期刊的现状、特色、机遇与挑战，
探讨期刊未来发展方向，并就参会学者所关心的问题展开互动研讨。参会部分期刊也将在
CNAIS2015大会上遴选优秀论文。
论坛主题：信息系统领域中文期刊的使命与发展方向
论坛时间：2015年10月24日，15:45-17:25
论坛地点：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逸夫楼102教室
参会嘉宾：
李敏强（天津大学，《管理科学学报》编辑部主任）
赵瑞清（天津大学，《系统工程学报》常务副主编）
张鹏翥（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管理学报》编委）
赵春青（天津大学，《系统工程学报》编辑部主任）
郭迅华（清华大学，《信息系统学报》主编助理）
于 媛（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报》编辑部副主任，执行编辑）
期刊论坛联系人：郭迅华 guoxh@tsinghua.edu.cn
CNAIS2015 大会联系人：刘位龙 lwl_sdufe@163.com
欢迎各位CNAIS会员及领域学者踊跃参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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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详细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分论坛一：（图书馆第一报告厅 13:30—17:45）


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暨第二届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发展论坛



院长/系主任论坛与学科建设
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暨第二届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发展论坛
主持人：赵英教授、郭强副教授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0

异地养老面临的问题分析及信息化对策研究

左美云 常松岩 马丹 成月

13:50—14:10

养老机构面临的问题分析及信息化对策研究

左美云 张雅惠 张必颖

14:10—14:30

在线医疗社区患者择医的影响因素研究

14:30—14:50

在线医疗社区的中外比较研究

14:50—15:10
15：10—15:30

吴冰 陈小慧 彭彧

IT 在疾病预防控制中的业务价值及实现机制：
一项探索性案例研究
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智慧社区建设创新驱动的
转型与发展
15:30—15:45

吴江 周露莎

辛爽 李亮
蔡大鹏 谭亮

茶歇

院长/系主任论坛与学科建设
主持人：左美云教授、戚桂杰教授
时

间

15:45—15:55
15:55—16:15
16:15—16:30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大数据对信息系统学科的影响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解
读
云环境下电子商务专业管理课程的翻转课堂
建设探讨

16:30—16:45

基于“校企互动、师生互动、校际互动”三位
一体、差异化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16:45—17:00

数据分析人才培养的探索

17:00—17:15
17:15—17:30
17:30—17:45

大数据背景下信息系统专业课程建设探索与
实践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
思考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大数
据时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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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基业（中国人民大学商学
院院长）
鲁耀斌（华中科技大学管理
学院副院长）
汪晓霞 马千依
潘勇（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电子
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院长）
王凯平（山东大学管理学院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研究所所长）
刘位龙（山东财经大学管理
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助理）
高迎（首都经贸大学信息学
院副院长）
杨波（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
院经济信息管理系主任）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分论坛二：（逸夫楼 102 教室

13:30—17:25）



IS/IT 战略、IS 开发与管理，



中国信息系统学术期刊论坛
IS/IT 战略、IS 开发与管理
主持人：赵宇翔教授、杨波副教授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0

软件测试中的游戏化元素研究——基于手机测试的
多案例研究

王亚飞 杨波
王星 田金英

13:50—14:10

活动理论在信息系统研究中的应用

14:10—14:30

网页分页方式对用户行为和感知的影响研究

14:30—14:50

基于 IS 资源的企业动态能力提升研究——流程融
合的中介作用

张振森 戚桂杰

14:50—15:10

互联网+”战略落地：基于适应性结构化理论的主导
逻辑转型研究

栾世栋 戴亦舒
胡燕妮 陈磊
董小英

15:10—15:30

基于开放式创新视角的企业商业模式研究

李奕莹 谢京辞
吉海颖

15:30—15:45

孙晓宁 赵宇翔
朱庆华
梁苑 邱凌云

茶歇

中国信息系统学术期刊论坛
主持人：李敏强教授、郭迅华副教授
时

间

学术期刊名称

报告人

15:45—16:05

管理科学学报

李敏强

16:05—16:25

系统工程学报

赵瑞清，赵春青

16:25—16:45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于媛

16:45—17:05

系统管理学报

张鹏翥

17:05—17:25

信息系统学报

郭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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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分论坛三：（逸夫楼 201 教室
 IS 价值与 IT 经济学
 IS 研究方法

13:30—17:45）

IS 价值与 IT 经济学
主持人：朱建明教授、李敏强教授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0

IT 外包供应商战略选择的情绪基础：基于动态能力
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陈诚 毛基业

13:50—14:10

Promoting Indigenous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Guanyu Liu, Ping Gao
Catching-up: Case of TD-SCDMA and TD-LTE
innovation in China

14:10—14:30

网络外部性条件下信息产品的跨时期混合捆绑

14:30—14:50

干扰还是交互？即时通讯工具使用对感知工作负荷
的影响——多重任务趋向的调节作用

14:50—15:10

XBRL 财务报告数据质量控制

15:10—15:30

基于博弈论的企业信息安全投资决策模型
15:30—15:45

罗潇潇 李敏强
陈富赞 冯楠 田津
王玮 黄江文
潘定 王东
王秦 朱建明

茶歇

IS 研究方法
主持人：黄京华教授、朱镇副教授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5:45—16:05

专家抑或朋友：信息来源与社会距离对信息分享的
影响

严威 黄京华

16:05—16:25

IT使能的供应链协调与竞争绩效的关系：双元理论
的实证研究

李霞 朱镇

16:25—16:45

信任、人格特征视角下信息系统持续使用行为研究

龙天悦 顾东晓
梁昌勇

16:45—17:05

消费者网购评价动机的探索性分析

17:05—17:25

广义Shapely值区间值对偶犹豫不确定语言Choquet
积分算子及其在的多属性决策方法中的应用研究

张新 刘培德
汤国林 张戈

17:25—17:45

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西部地区中小企业与银行信
贷配给模型研究

张彬 陈英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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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嵩 叶强 纪昕悦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分论坛四：（逸夫楼 202 教室


13:30—17:45）

社交媒体与社会化商务（逸夫楼 202）
社交媒体与社会化商务
主持人：姜元春教授、张瑾讲师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0

感知社会风险在社会距离与邀请双方参与意愿关系中
的中介作用——基于云存储好友邀请项目的研究

史楠 丁一
王刊良

13:50—14:10

微博上企业发布内容对用户口碑的影响—以新浪微博
为例

吕喆朋 吕思
黄京华

14:10—14:30

在线社区比较关系提取研究

史琴儿 张瑾

14:30—14:50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IT Affordances and Social
Tie Strength in Online Social Commerce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14:50—15:10

分享--激励模式下的社会化商务平台定价策略

15:10—15:30

社交网络影响力最大化的多目标优化方法研究
15:30—15:45

Xueyan Dong,
Izak Benbasat,
Tienan Wang,
Ning Nan
魏尉 梅姝娥
仲伟俊
姜元春 李隆
孙见山 刘业政

茶歇

社交媒体与社会化商务
主持人：杨彦武教授、马宝君讲师
时

间

报告题目

15:45—16:05

基于概率主题建模和深度学习的公众舆情分析

16:05—16:25

搜索广告中的关键字选择策略：比较研究

16:25—16:45

Social Commerce The Impact of Social Climate on
Friendship Group Members’ Purchas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16:45—17:05
17:05—17:25
17:25—17:45

面向特定主题的网络舆情博弈形成机制研究—基
于四主体的研究
微博营销对购买意愿的影响分析——以水果市场
为例
企业社会化媒体的用户参与意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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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
劳鑫 马宝君
张楠 万岩
皮梦珊 李慧然 聂
晗 杨彦武
Yi Sun,
Kwok Kee Wei,
Chaobin Fan
宋余超 陈福集
易法敏 李芬
朱文龙 邵培基
白晓飞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分论坛五：（逸夫楼 218 教室


13:30—17:45）

电子商务、移动商务与电子政务
电子商务、移动商务与电子政务
主持人：刘鲁川教授、陈熹副教授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0

全渠道零售特征的维度及量表开发

13:50—14:10

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居民的使用行为——
基于扎根理论的一项探索性研究

14:10—14:30

基于信任理论的 P2P 网络借贷借款描述研究

14:30—14:50

基于稳健多目标规划的在线 B2B 供应商选择研究

14:50—15:10

可视化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应用研究

15:10—15:30

基于在线评论的商品标题优化研究——以淘宝网
为例
15:30—15:45

陈宣竹 王祎 黄骞

蒋晓阳 刘鲁川
黄帆 庞晓
蔡舜 陈熹
印如意 李良强
李军 钱宇 袁华
李曼宁 王轩 陈静
李佳林 卫强

茶歇

电子商务、移动商务与电子政务
主持人：蔡舜教授、夏火松教授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5:45—16:05

工作相关企业博客活动对员工绩效的影响探究

陆本江 罗念龙
郭迅华 陈国青

16:05—16:25

知乎社区中社交关系构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蒋逸尘 金悦
黄京华

16:25—16:45

开放式创新社区组织知识创造能力提升研究

16:45—17:05

移动社交网络中知识共享机制：一个文献综述

沈波 赖园园

17:05—17:25

基于作者相似度的科研网络团体发现研究

汤强 王亚民
刘怀亮

17:25—17:45

基于商空间粒度计算的知识共享空间细分

夏火松 罗盼
高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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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春 戚桂杰
梁乙凯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分论坛六：（逸夫楼 219 教室 13:30—17:45）
 新兴网络、顾客洞察与营销策略
新兴网络、顾客洞察与营销策略
主持人：姚忠教授、殷国鹏教授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0

在线产品评论对消费者剩余的影响

朱存根 姚忠 冯娇

13:50—14:10

RTB 广告中的市场细分粒度选择问题研究

秦蕊 袁勇 李娟娟

14:10—14:30

基于产品不确定性视角的消费者满意度研究

梁欢 李文立 陈昊

14:30—14:50

GDP 新闻的预测观点识别与情感分析

14:50—15:10

网站设计特性、消费者情感介入与购买意愿

15:10—15:30

基于大数据精准营销的研究

李雪蓉 尚维 汪寿阳
尤春智 吴金南 汪国银
梁慧 王小钰 杨静姝

15:30—15:45

茶歇

新兴网络、顾客洞察与营销策略
主持人：王曰芬教授、杜荣教授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5:45—16:05

在线好评对购买决策影响研究——基于情感视角

钱瑛 杨定华

16:05—16:25

基于关键词分析的在线商品评论销售影响研究

16:25—16:45

短文本聚类簇描述及标签生成方法

16:45—17:05

BBS复杂网络环境下用户聚类及交互特性分析

张颖 艾时钟 温浩宇

17:05—17:25

基于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的K-means文本聚类
研究

关鹏 王曰芬 张海永

17:25—17:45

利用客户评论进行产品缺陷发现的文本分析研究

苗雨濛 杜荣 高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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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洁茹 武勇成 王英
王宇 伍力慧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分论坛七：（逸夫楼 207 会议室 13:30—15:30）


MIS 教学研讨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中的科研与教学相长
MIS 教学研讨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中的科研与教学相长
主持人：黄丽华教授、张新教授
时

间

研讨议题

报告人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中的科研与教学相长
13：30—15:30

黄丽华教授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的教学设计

“管理信息系统”
国家精品课程成员

现场互动讨论

“管理信息系统”
国家精品课程成员

10 月 24 日（星期六）晚上
18:00

全体代表乘车去倪氏海泰大酒店晚餐 (发车地点:燕山校区图书馆前)

18:30—20:00

晚餐（倪氏海泰大酒店三楼餐厅）

20:00—21:30

CNAIS 理事会议（倪氏海泰大酒店三楼中会议室，理事会成员参加）

20:00

住宿东苑宾馆、山东行政学院培训中心的非理事代表乘车返回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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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星期日）上午
07:30

代表乘车前往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发车地点：各宾馆楼下）
提醒：拟直接从山东大学中心校区返程的代表请提前办理退房手续

08:30—12:00

大会报告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 A 座三层报告厅）

大会主题报告（三） 主持人：徐心教授
时

间

08:30—09:05

大会报告题目

报告人

互联网与大数据环境下信息管理与决
策支持系统研究

杨善林院士
Douglas R.Vogel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国际
信息系统协会前主席）

09:05—09:40

Sustaining Behavioral Change

09:40—10:15

互联网+对企业管理模式及信息系统的
影响
10:15—10:35
大会主题报告（四）

时

间

王兴山
（浪潮集团执行总裁）

茶歇

主持人：左美云教授

大会报告题目

报告人

10：35—11:10

互联网+的趋势和机遇: 从电子商务
到互联网金融

叶强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哈
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11：10—11:45

新兴信息技术与资本市场信息环境

徐心（清华大学教授、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杰青获得者）

11：45—12:00

最佳论文颁奖与大会闭幕

毛基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
民大学商学院院长、信息系统中国分
会主席）

12:00—13:00

午餐（持自助餐券，到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学生餐厅三楼教工自助餐厅就餐）

13:00

自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乘车，返回住宿宾馆，代表离会

14:00 前

办理退房手续
（特别提示：超过 14 点未办理退房，需多付半天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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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主席注意事项

1. 请在分论坛报告开始之前清点将要做报告的人数。
2. 每个分论坛的会议时间为 13：30--15:30,15:45--18：00，每个报告讲述 10 分钟，提问、
交流 5—10 分钟，请根据将要做报告的人数分配、控制时间，以保证分论坛议程按时结束。
3. 请标记出做了报告的文章。
4. 会场配有计算机和投影仪，可请报告人在会议开始前将报告文件拷入会场计算机中。
5. 若需任何技术帮助、服务，请联系会场工作人员。

论文报告交流注意事项

1. 请按大会程序册上安排的时间、地点宣读论文并进行现场交流。
2. 每篇论文报告演讲 10-20 分钟（包括提问回答时间），请听从分论坛主席安排。
3. 会场备有计算机和投影仪，报告人可事先准备投影文件，并预先拷入会场的计算机中。
4. 请在本分论坛开始前 10 分钟到达，并与分论坛主席联系，以便分论坛主席确认报告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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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

会场示意（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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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示意（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逸夫楼）
南
103
备用

卫生间

走

廊

图书馆二楼大厅
走

电梯

向上

卫
生
间

楼梯

东

楼梯
西

向
上

电
梯
向上

楼梯

电梯
廊

图书馆
第一报告厅

楼梯

走

楼梯

向上

廊

东
北

上

向

主会场
分论坛一

门
102
分论坛二
西门

崇

学

路

北

逸夫楼一层平面示意图
南

202
分论坛四

卫 生 间

201
分论坛三

205
备用
走

廊

207
分论坛七
向上

电梯
通往
第一报告厅

走

卫
生
间

楼梯
向
上

东

楼梯

电
梯

廊
向上

电梯
向上

走

卫 生 间

廊

218
分论坛五

北

逸夫楼二层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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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分论坛六

楼梯
楼梯

西

山东大学会场示意图（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 A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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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会务
会务总负责：张

新

13706413651

执行总负责：刘位龙

13864001786

姓名

联系方式

职责
信息采集

刘位龙

13864001786

住宿安排
注册报到
财务

陈

浩

13864157568
交通

马建华

13665416281

王彦军

15665751360

会场管理
餐饮服务
会议材料

何

丽

1509899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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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服务

Notes

CNAI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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