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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报到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 号楼一楼大厅，湖北省武

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 1号。

报到时间：2017 年 12 月 7 日 12:00-20:00，8日 8:00-20:00，9 日

8:00-20:00。

会场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号楼。

住宿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号楼、2 号楼、3号楼。

住宿费发票请自行向酒店索取。

会议缴费：提前缴费的发票由秘书处统一开具，会议期间现场发放。现

场缴费只接受刷卡，不收取现金，请提前提交开票单位的发票抬头及纳税

人识别号信息，发票开好后在会议结束前发放给参会代表。

会议用餐：会议安排了工作餐：7 日晚餐（18:30-20:00）、8 日午餐、

8日晚餐、9 日午餐、9日晚餐、10日午餐。用餐地点都在国际学术交流中

心 1号楼硕彦厅，请各位参会代表在就餐时出示餐券。

联系方式：

会务组（华中农业大学）

办公室 027-87286896 marketing_hzau01@126.com

涂 铭 15871469970 陈 曙 13098811627

肖小勇 13296678243 马文强 13343450499

余 樱 13971099090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027-87280141

学会秘书处（北京大学）

办公室 010-62757952 cmau@cmau.org.cn

郑 敏 18518026629 zhengm@gsm.pku.edu.cn

刘 峥 13263298921 liuz@gsm.pku.edu.cn

mailto:cmau@cmau.org.cn
mailto:zhengm@gsm.pku.edu.cn
mailto:liuz@gsm.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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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组织构架

大会荣誉主席

符国群 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大会联合主席

钟育赣 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

大会主席

青 平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教学委员会

主任

钟育赣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列）

龚 振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黄 静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蒋青云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兰 苓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

李先国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彭雷清 广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宋 艳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汤定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田志龙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童 宁 高等教育出版社经管分社

王 旭 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

王永贵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

吴金林 福建闽江学院

杨 慧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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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鸿 西安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庚淼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张剑渝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张云起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大会嘉宾（按姓氏拼音排列）

常亚平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工商管理系主任

丁 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

胡其辉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蒋青云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市场营销系主任

景奉杰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

李 飞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聂元昆 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

彭泗清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童 宁 高等教育出版社经济管理分社社长

汪 涛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王 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许 晖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

朱国玮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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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师资培训班
日期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地点

12月 8日
9:00-12:30

9:00-9:15 开班说明

华中农业大学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一楼报告厅

9:15-10:45 案例讨论中的引导与启发
王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10:45-11:00 茶歇

11:00-12:30
走进现场：多主体视角下营销教学

型案例的开发与应用

许晖

南开大学

12月 8日 12:30-13:30 午餐

华中农业大学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硕彦厅

12月 8日
14:30-17:45

14:30-16:00 营销定位点的选择与实现
李飞

清华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一楼报告厅

16:00-16:15 茶歇

16:15-17:45 案例教学中的“拼图”方法论
蒋青云

复旦大学

12月 8日 18:00-19:00 晚餐

华中农业大学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硕彦厅

教学年会开幕式
日期 时间 主题 主持人 地点

12月 9日
9:00-11:50

9:00-9:30

开幕式

1.华中农业大学领导致辞

2.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会长 北京大学符国群教授致辞

3.高等教育出版社经济管理分社 童宁社长致辞
钟育赣

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
华中农业大

学国际学术

交流中心一

楼报告厅

9:30-10:00 以决策为导向的案例分析
汪涛

武汉大学

10:00-10:30 青年营销教师的数字化教学探索与体会
丁瑛

中国人民大学

10:30-10:50 茶歇

10:50-11:20
建设一流，路在前方——一流经管（农经）

学科建设的思考

青平

华中农业大学 胡其辉

云南大学
11:20-11:50

让理想照亮现实：《营销管理》课程教学

的设计问题

蒋青云

复旦大学

12月 9日 12:00-13:00 午餐

华中农业大学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硕彦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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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分论坛（一）

日期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人、点评人 地点

12月 9日
14:00-17:20

14:00-14:30
市场营销学“6+1”单元教学

内容开发与实践

张云起

中央财经大学
主持人：童宁

高等教育出版社

点评人：李宝库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华中农业大

学国际学术

交流中心一

楼报告厅

14:30-15:00
案例赋能与互联网+：市场营

销教学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杜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5:00-15:30
移动互联网时代零售学课程教

学改革与创新

肖怡

广东财经大学

15:30-15:50 茶歇

15:50-16:20
基于能力培养的“销售管理”

课程设计与创新

熊银解

华中农业大学 主持人：张剑渝

西南财经大学

点评人：徐岚

武汉大学

16:20-16:50
数字时代的营销调研课程教学

与实践

肖风桢

广州大学

16:50-17:20
数字化时代市场营销专业本科

教学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李远

重庆科技学院

12月 9日 18:00-19:00 晚餐

华中农业大学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硕彦厅

教学分论坛（二）

日期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人、点评人 地点

12月 9日
14:00-17:20

14:00-14:30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普通高校

市场营销学课程多维实践教学

模式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张宝艳

黑龙江大学 主持人：黄静

武汉大学

点评人：连漪

桂林理工大学
华中农业

大学国际

学术交流

中心六楼

会议室

14:30-15:00
构建“外语院校+北京女孩”特

色的六层面三合一复合式营销

人才培养模式

王成慧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5:00-15:30
农林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

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肖小勇

华中农业大学

15:30-15:50 茶歇

15:50-16:20 《新媒体营销》教学实践与思考
戴鑫

华中科技大学 主持人：李艳军

华中农业大学

点评人：董晓松

南昌大学

16:20-16:50
弹幕辅助课堂教学形式和效果

实证研究

程潇

湖北中医药大学

16:50-17:20
技能竞赛融入高职市场营销专

业日常教学工作研究与实践

许建民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12月 9日 18:00-19:00 晚餐

华中农业大学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硕彦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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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分论坛（三）

日期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人、点评人 地点

12月 9日
14:00-17:20

14:00-14:30
基于顾客契合理论的《市场营销

学》慕课翻转课堂教学设计与实

践——从顾客契合到学生契合

杨洪涛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主持人：杨慧

江西财经大学

点评人：王新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华中农业

大学国际

学术交流

中心五楼

会议室

14:30-15:00
基于沉浸式学习的《消费者心理

与行为》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邱红

北京联合大学

15:00-15:30
工商管理类专业核心能力培养

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肖华芳

华中农业大学

15:30-15:50 茶歇

15:50-16:20
校企合作模式下地方高校工商管

理案例库建设及运行机制探讨

孙伟

武汉科技大学 主持人：孙剑

华中农业大学

点评人：陈峻松

华东理工大学

16:20-16:50
基于创业项目营销的《创业营

销》课程内容探索

谌飞龙

江西财经大学

16:50-17:20
MOOC 对我国商学院的影响及对

策研究

童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2月 9日 18:00-19:00 晚餐

华中农业大学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硕彦厅

领导小组会议

日期 时间 主题 负责人 地点

12月 9日
14:00-21:30

14:00-15:30 案例研究中心成立会议
蒋青云

复旦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国际学术交流中

心四楼会议室

19:00-20:30 教学委员会会议
钟育赣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国际学术交流中

心六楼会议室20:30-21:30 大学生营销竞赛领导小组会议
景奉杰

华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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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与闭幕式

日期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人 地点

12月 10日
9:00-12:00

9:00-9:30
共创案例教学五步法：从财经新闻到

管理智慧

彭泗清

北京大学 景奉杰

华东理工大学

华中农业大

学国际学术

交流中心一

楼报告厅

9:30-10:00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课堂师生互动与

交流

朱国玮

湖南大学

10:00-10:20 茶歇

10:20-10:50 市场营销专业教学的实践性体验
聂元昆

云南财经大学

青平

华中农业大学
10:50-11:20

营销专业本科教育的出路研究：一个

数字化转型的案例

常亚平

华中科技大学

11:20-12:00
闭幕式

1.优秀论文颁奖

2.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副会长 武汉大学汪涛教授致辞

12月 10日 12:00-13:00 午餐

华中农业大学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硕彦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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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出行

1.飞机：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地铁：天河机场站上车，乘坐地铁 2号线 （光谷广场方向）到宝通寺站（B
口出）下车；在武珞路地铁宝通寺站，换乘 576路公交车到珞狮南路华中农大站下车，

到达华中农业大学西大门；乘坐电瓶车校车到达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约 90分钟 。

（2）机场大巴：天河机场上车，乘坐机场巴士琴台武汉线到琴台站下车，在鹦鹉

大道地铁琴台站（公交站），换乘公交 571路（珞狮南路华中农业大学方向）到珞狮南

路华中农大站下车，到达华中农业大学西大门；乘坐电瓶车校车到达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约 70分钟。

（3）的士：打车费用大约为 145元左右（车辆费用 130+过桥费 15），约 50分钟。

2.火车：武汉火车站→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地铁：武汉站内上车，乘坐地铁 4号线到武昌火车站：①步行 285米到中山

路武昌火车站（公交站），乘坐 571路公交车（珞狮南路华中农大方向）在珞狮南路华

中农大站下车，到达华中农业大学西大门；乘坐电瓶车校车，可到达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约 90分钟。②步行 350米，在武昌火车站东广场站乘坐 570路公交车到南湖大道华中

农大北站，下车后前行右转进入华中农业大学北门，直行 700米到达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约 90分钟。

（2）公交：武汉火车站上车，乘坐公交 392路到欢乐大道杨家西湾站，乘坐 777
路（野芷湖西路保利心语公交场站方向）在珞狮路壕沟站下车，步行 653米，到达华中

农业大学西大门；直行 1公里可到达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约 90分钟。

（3）的士：打车费用约为 65元左右，约 40分钟。

3.火车：汉口火车站→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地铁：汉口火车站上车，乘坐地铁 2号线到宝通寺站（B口出）下车；在武

珞路地铁宝通寺站，换乘公交 576路公交车到珞狮南路华中农大站下车，到达华中农业

大学西大门；乘坐电瓶车校车到达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约 70分钟。

（2）公交：汉口火车站乘坐公交 703路（始发站）到达武珞路地铁宝通寺站，换

乘公交 576路公交车到珞狮南路华中农大站下车，到达华中农业大学西大门；乘坐电瓶

车校车，可到达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约 90分钟。

（3）的士：打车费用约 80元，约 50分钟。

4.火车：武昌火车站→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公交：①步行 350米，在武昌火车站东广场站乘坐 570路公交车到南湖大道

华中农大北站，下车后前行右转进入华中农业大学北门，直行 700米到达国际学术交流

中心，约 50分钟。②在武昌火车站公交场站乘坐公交 901路（或 908路）到珞狮南路

华中农大站下车，到达华中农业大学西大门；乘坐电瓶车校车，可到达国际学术交流中

心，约 50分钟。③在中山路武昌火车站乘坐 571路公交车到珞狮南路华中农大站下车，

到达华中农业大学西大门；乘坐电瓶车校车，可到达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约 50分钟。

（2）的士：打车费用约 40元，约 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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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简介

华中农业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的教

育部直属高校。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发端于湖北省高等农务学堂 1904 年开设的

农政、财政和理财课程，经过一系列的更名和机构调整，2013 年正式成立经济管理学

院，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农林经济管理人才的重要基地。

学院现有教授 21 人，副教授 41 人，讲师 42 人。其中“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1名，

国家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 1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名，文化

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1名，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 7名，国家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名，教育部青年教师奖 1人、新世纪优秀人才 6人。

学院设有农业经济管理、林业与资源经济系、经济学系、企业管理系、市场营销系、

会计学系等 5个系。建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个，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 1个，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个，设有农林经济管理、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统计学等 10 个本科专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学院形成了以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为特色，工商管理学科和应用经

济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格局。2007 年，农业经济管理二级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被评为国家特色专业；2008 年，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被评为湖北

省重点学科；2008-2012 年全国一级学科水平评估中，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名列全国

第 3；2013 年，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再次被评为湖北省重点学科，市场营销专业被评

为湖北省品牌专业；2017 年，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

“十一五”以来，获批国家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个，教育部农科教合作人才培

养基地 1个，国家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项目 1个，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 1项；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建成国家特色专业 1个，国家精品课

程 2门，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1门；建成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1个；入选“十二五”

国家级及部级规划教材 6部，4部教材被评为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材。省级以上各

类科技创新和学科竞赛获奖 350 人次，其中国家级 107 人次；获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

文奖 250 篇，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30 篇，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1 篇，全国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 1篇，提名奖 3篇；获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2项。

“十一五”以来，学院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7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37 项，

其中重大（点）项目 7 项；1 项成果入选 2015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SSCI、SCI 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出版学

术专著 45 部；获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奖 29 项，国家二等奖 1项，省部级一等奖 3项、

二等奖 8项；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 3个；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 1个，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所、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等省部级研究中心（所）

9个；校内外教学科研实习基地和农村经济固定观测调查站 48 个。

学院坚持开放发展战略，不断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先后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英国

哈伯亚当斯大学、法国雷恩高等商科学校等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举办“气候变迁、农

业资源循环、技术进步与农业管理”、“第五届 CAER-IFPRI 国际学术年会”、"2014

中国生态经济建设•狮子山论坛"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每年选派教师赴国外高校、研究

机构访学，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氛围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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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地图

大会地址：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

山街 1号。

报到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号楼一楼大厅。

住宿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号楼、2号楼、3号楼。

用餐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号楼硕彦厅。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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