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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校友： 

三月的春风拂面，随处可见的是点点绿的气息。 

今年的春天并不算温柔，快速升温后往往伴随着风雨。 

无论天气如何反复，春天还是势不可挡地来了，在树梢上，在草坪上，

在窗口的花盆上，更在每一个过路客吹起的衣摆上。 

春意盎然，浙大管院期待与您共赏这无限春光。 

 

 

 

 

浙大管院发展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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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顾  

浙大管院“商学+”孵化加速平台启动试运营，欢迎入驻 

它是校友经济创业社群集汇地！ 

它是重点企业科技创业策源地！ 

它具备 6 大产业应用场景！ 

它聚集了 10+浙大研究机构！  

位于浙大管院 B 楼 10 楼的“商学+”孵化加速平台以创新驱动创业和科创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原则，旨在建

立管院学科发展与人才教育的创新创业生态，持续引进孵化项目，并积极调动政府、科研机构、投资机构、产

业链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项目的筛选、项目孵化与创业教练、投资基金引进与合作、发展、转化过程的相应环

节，为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优化大学生就业、以及实现创新资源聚集和辐

射等方面搭建平台。平台旨在建设新时期更专业的双创理论与实践精课、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创业大赛和创业

论坛、开发迭代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训练营、整合一批科技创新联合创业实验室并孵化一批独角兽企业。 

平台将于 2022 年 3月底前投入试运营，现面向全校及社会招募创业团队入驻，欢迎加入！ 

详情请询：0571-88981595 chenliye@zju.edu.cn  



 

 

 

浙大紫金港校区南一门正式开通 

2022 年 3 月 10 日上午，浙大紫金港校区南一门正式开通使用。这座校门是紫金港校区的主校门，由浙大校

友发起捐建，采取众筹的形式，凝聚校友的力量。南一门位于紫金港校区西区，临近紫金港隧道，面向余杭塘

河，并通过一号桥、二号桥与余杭塘路连通。大门长约 88 米，高 14.6 米，立面采用三段式，红白相间，设有 5

个拱门，立柱采用多立克柱式，刚劲雄健，比例协调。柱础部分分别篆刻着校训：求是、创新、勤学、修德、

明辨、笃实。 

 

浙大管院第五届“三好老师”揭晓_  

 秉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从方案发布、海选推荐到网络投票、确定人选等历时数月、举全院师生

校友之力共同参与评选的浙大管院第五届“三好老师”正式揭晓。他们分别是：好教师——戚译，好学者——

汪蕾，好员工——陈超。学院自 2017 年起每年组织评选“三好老师（好教师、好学者、好员工）”，旨在全面

宣传优秀教职员工的模范感人事迹，充分发挥身边典型的示范、教育和带动作用，全面推进师德师风建设，从

而全力打造一支信念坚定、师德高尚、业务精良的 “好教师”“好学者”“好员工”队伍，推进管理学院向世

界一流的中国管理学院迈进。 

 

浙大管院第六届教职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召开 

2022 年 3 月 4 日，浙大管院第六届教职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学院金色大厅顺利召开。校工

会副主席党颖、管理学院党政班子全体成员及 9 个代表团九十余名教工与会。浙江大学工会副主席党颖肯定了

管理学院过去四年在思政教育、学科建设、科研成果、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并对管理学院工会在

服务教学、服务教工、促进发展方面的先进理念，及其结合学院特色，切实履行职能，凝聚人心、服务大局的

工作成绩表示高度赞扬。院长魏江以“勇担使命 团结奋斗 为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管理学院而努力奋斗”为题

作学院工作报告。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文腾以“凝心聚力 团结奋斗 推进学院教代会、工会工作高质量

发展”为题作学院工会工作报告。大会采用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新一届“双代会”委员和新

一届工会经费审查小组，并通过了学院参加学校“双代会”代表名单。会议期间，副院长杨翼解读了《浙江大

学管理学院高质量科研奖励管理办法》。“勇担使命，团结奋斗”，站在新历史起点上，管理学院全体教职工

及新一届工会委员将坚持党的政策与教育教学相结合、认真履行工会职责、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增强凝

聚力、提升幸福感，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为建设“更高质量、更加卓越、更受尊

敬、更有梦想”的浙江大学作出更大贡献。 

 

校友资讯  

张天任：能源转型，助力“双碳”｜管院校友@两会 

两会年年开，每一年热点的迭代，都折射出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在这次两会上，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是代表们特别关注的议题。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2007 级 EMBA 校友张天任提交了多份建议，重点围绕助推国家“双碳”战略和能源结构转型，聚焦氢能、储能、

汽车动力能源、“共享电池”等新能源产业。 

 



 

 

 

杭锅更名西子洁能，浙大管院校友王水福的全新“零碳”产业版图 

在年初浙江省两会上，省人大代表、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2004 级 EMBA 校友

王水福便提议大力推广“零碳园区”，为 2060 年国家实现“碳中和”贡献浙商力量！今年 3 月 12 日“植树

节”这天，67 年历史的杭锅更名为西子洁能（全称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王水福在更名发布

仪式上表示，杭锅的更名是时代的需要，亦是企业发展战略转型的需要，更代表西子要做“零碳”产业的决

心！ 

 

浙大管院校友俞永方带领“华是科技”敲钟上市 

2022 年 3 月 7 日上午，浙大管院校友企业、浙江省成长班俞永方董事长所带领的“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华是科技是一家致力于为智慧城市行业客户提供信息化系统集成及

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俞永方董事长毕业于浙大自动化仪表及装置专业，后于 2018 年参加由浙江省经信厅

与浙大管院共同举办的“浙江省成长型中小企业负责人研修班”，他曾坦言浙大“求实创新”与追求“为什

么”的思想让他受益匪浅，如今又将这些价值观融入到了公司的企业文化之中。 

 

宁波浙大校友会管院分会 2022“虎年春意”探讨会顺利举办 

虎年春意，不负春光。3 月 5 日下午，宁波浙大校友会管院分会 2022 虎年春意探讨会在飞扬旅游广场顺利

举办。浙大管院党委副书记李文腾代表学院向与会校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宁波浙大校友会管院分会会长、宁波

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毛磊致辞并做“挑战 2022”主旨演讲。宁波浙大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浙

江飞扬国际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何斌锋分享了元宇宙的基本概念、组成模块和战略意义。浙江

飞扬国际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 CTO 黄宇深入介绍了飞扬在元宇宙基础设施、数字身份系统、以 NFT 为

核心的经济系统及以 VR 为代表的沉浸式模拟技术这四大模块的总体布局。字节跳动浙江本地消费业务总监戴家

常作“抖音直播”专题分享，为校友们详细介绍了抖音商户的运营模式、营销策略和引流方式。校友们围绕经

济形势和产业发展分享了彼此的观点，在互相探讨的过程中增进了交流，加深了情谊。 

 

一份超越生命的“特殊”捐赠 

前不久，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校友捐赠。这份捐赠并非一个数字，而是一份超越生命

的爱心传承，一股滋养万千人心的健康力量。她叫杨晓林，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2016 级会计学博士生，也是一

名优秀的中共党员，在她本应该打磨博士毕业论文，去实现理想抱负之际，病魔却将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2021 年的寒冷冬季。理想未满，她的遗愿是将一半的积蓄赠予母院。对于这份捐赠，管院以不同的方式收下，

将她的物质财富留给她的家人，将她的故事与“健康力量”精神回馈至曾伸出援手的春晓基金，传递并滋养更

多的管院人。管院衷心感谢这份特殊的“捐赠”，也真诚祝愿杨晓林的家人永远幸福安康。 

 

管院建言  

袁泉：如何让长期合约带来利润，而不是损失？ 



 

 

长期合约，因其既能为上游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需求保障，又能为下游企业或消费者提供折扣、稳定价格

和履行柔性。但在真实的场景中，长期合约也可能带来巨大损失。比如美国威瑞森通信公司(Verizon)和苹果公司

之间签订的长达四年的长期合约。合约到期时，Verizon 公司积压了价值超过 140 亿美元的苹果产品，造成了巨

大的存货压力和资金损失。因为长期合约本身就具有长期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想要杜绝风险，无异于“押

宝”。 对于这样一项拦在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前的“阻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袁泉带领

团队展开了深入研究。最终，他们找到了突破口！由袁泉作为负责人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最低

总订货量合约形成机理与联合库存动态定价》，主要研究三大关键问题：长期合约下的机制设计、资源配置和

动态定价决策。该研究聚焦“最低总订货量合约”，挖掘了合约设计原理与参数设计方案；简化了资源配置最

优决策求解过程，并创新性地提出理论分析工具，解决了因排放权交易产生的固定成本导致多周期联合生产与

碳交易的难题；同时，该研究还提出了动态定价收益管理新方法，阐明了动态定价在长期合约下的重要作用。 

 

管院学者：菜市场还有“一线生机”，可通过共生治理来实现发展 

菜市场被贴上“脏、乱、差”的标签后，顾客越来越少，关门倒闭的越来越多。那是不是菜市场在今天就

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留心观察可以发现，菜市场尚未走到“退出历史舞台”那一步，因为还有很多群体需

要它。既然还有存在的必要，那么面对新零售与电商等带来的多面冲击，实体菜市场有没有可能与它们共生发

展呢？浙大管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系三位学者——应天煜、黄浏英、叶顺，联合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杨芳、

浙江省杭州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中心沈旭炜两位学者深入研究后发现：可以通过共生治理来实现。日

前，应天煜团队的研究成果在《商业经济研究》（2021 年 24 期 ）上发表。文章在梳理菜市场生存现实挑战的

基础上，基于共生理论，从不同共生单元参与的视角下系统分析了菜市场对称互惠治理的机理。 

 

周玲强：古道，不只是古老的路！ 

说起“古道”，很多人可能想到的是破碎的石板路，古老陈旧，路还长，全程走下来太消耗体力；唯一吸

引人的就是古道沿路的清溪山涧、鸟语花香。实际上，古道的“打卡理由”远不止于此。作为前人留下的宝贵

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古道上有着许多历史文化故事等着后人去探寻与倾听。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古道，浙

江更是于 3 月 1 日正式实施了全国首部专门保护古道的地方法规——《浙江省古道保护办法》。日前，浙大管

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系教授周玲强应邀做客浙江经视《茅莹今日秀》，就上述话题展开探讨，并就《浙江省古

道保护办法》的出台与实施发表了看法。 

 

活动预告  

【校友 APP】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校友专属 APP 群上线啦！ 

你是否期盼寻找当年一同学习、生活的同学、老师？ 

你是否期待认识师出同门，有相同专业背景的行业精英？  

你是否期望结识在同城工作生活的其他校友？ 

一键查找校友，设计隐私保护，开启沟通模式，智能活动报名，还能及时接收学院资讯，了解校友动态，

发布招聘信息……快来开启你的“浙大管院校友”专属 APP 体验吧！管理学院目前拥有本科、硕士、博士、



 

 

MBA、EMBA、EDP 等不同类型的校友共计近 5 万名，遍布在世界各地，活跃于各个行业领域。建院 40 余年以来，

学院坚持不断地搜集、完善校友们的各类信息，并妥善保管。至今，已有 3 万余名校友信息纳入了管理学院校

友数据库系统，并不定时保持更新（您的私人信息我们将严格保密）。“浙大管院校友”应用下载专属通道： 

 

 

招聘信息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岗位招聘 

为加快发展步伐，管理学院面向全球招聘英才，热忱欢迎海内外优秀人才加盟学院，共同朝着建设国内领

先、亚洲一流、世界知名管理学院的战略目标努力。 

教师招聘：http://www.som.zju.edu.cn/63627/list.htm 

职员招聘：http://www.som.zju.edu.cn/63616/list.htm 

博士后招聘：http://www.som.zju.edu.cn/63617/list.htm 

专职研究员招聘：http://www.som.zju.edu.cn/63618/list.htm 

 

我要捐赠  

欢迎广大校友和社会各届人士向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捐赠，支持学院的发展和建设。学院可根据捐

赠人的意愿设立相应的基金，专款专用。 

可供设立的捐赠基金名称及说明请详见

http://www.som.zju.edu.cn/2020/0331/c63590a2019231/page.htm 

 

【共建管院】邀请您加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新大楼主题捐赠活动 

山高水长，情谊悠悠。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学院新大楼主题捐赠活动于 2015 年 5

月 17 日正式启动，2021 年新大楼正式建成启用。为了让广大校友和各界人士都有机会参与到新大楼的建设完善

中，学院设计了图书馆、演讲厅、设备、设施、教室、讨论室、校友活动中心、创业中心、实验室、艺术品和

小额捐赠等多种认捐项目。让我们共携手，为管理学院新大楼添砖加瓦，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学院的史册

上将永远铭记您对母校的真诚回报，新大楼的贡献碑上将永远镌刻您的无私奉献！ 

欢迎广大校友、社会各界及广大师生参与捐赠，共襄教育伟业。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力量源

泉！如有捐赠、合作意向，欢迎随时联系：陈老师 1358839530，缪老师 13675846619；办公电话：0571-



 

 

88981597。 

 

信息征集  

【匆匆那年】在管院时光轴中寻找自己的身影 

欢迎诉说您和母院的故事，展示您的风采，与管院人一起分享、交流、抱团取暖。 

我们向广大校友、师生征集相关素材，可以分享经历、诉说生活，或以班级为单位记录班级故事……也欢

迎投稿您与浙大管院的故事或校友企业软文等。投稿形式：视频、照片、文字等不同形式。来稿将用于学院期

刊、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平台宣传。来稿请注明真实姓名、就读年级、专业班级及详细联系方式，便于我

们联络到您，了解详情。 

详情可联系：黄老师 电话：0571-88206876，Email：ythuang@zju.edu.cn。 

 

推荐关注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新浪微博：@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官方微信：zjusom-wechat（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领英：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浙江大学 EMBA 项目 

官方微信：zjuemba-wechat（浙大 EMBA） 

浙江大学 EMBA 报名工作全年进行，欢迎企业、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管理精英踊跃报名，详情点击。 

 

浙江大学 MBA 项目 

新浪微博：@浙大 MBA   

官方微信：zju_mba（浙大 MBA） 

浙江大学 MBA 项目，详情点击。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EDP 项目 

新浪微博：@浙大 EDP 

官方微信：ZJU-EDP（浙大 EDP）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EDP 项目报名工作全年滚动进行，详情点击。 

 



 

 

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联合中心 ZUPUC 

新浪微博：@浙大香港理大联合中心 

官方微信：zupucaa（浙大香港理大联合中心） 

网址：http://zupuc.zju.edu.cn/ 

浙江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酒店及旅游管理博士（D.HTM）”学位教育项目，详情点击。 

浙江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品质管理硕士（QM）”学位教育项目，详情点击。 

浙江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酒店及旅游业管理硕士（HTM）”学位教育项目，详情点击。 

浙江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国际房地产硕士（IRE）”学位教育项目，详情点击。 

 

联系我们  

当您惦记着母校近况如何，当您的班级计划举办毕业周年返校庆祝活动，当您正在寻找能知心叙旧的同

学、能交流合作的伙伴，当您希望得到学院支持、与学院合作共赢，当您需要一个能自由抒怀的家园空间，当

您对我们的工作有宝贵建议，当您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竭尽所能为您服务！ 

 

◆管理学院发展与联络中心（原校友办） 

地址：浙江大学紫金港大西区管理学院大楼 B610 

邮编：310058 

电话：0571-88981597、88981595、88206876 

传真：0571-88206876 

邮箱：somaa@zju.edu.cn 

网站：http://www.som.zju.edu.cn（校友） 

微信：zjusomaa（浙大管院发展联络） 

无论您身在何处，母院永远与您相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