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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校友： 

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一首亦真亦幻的诗，冬天里的阳光就是那一首最美的诗篇的。冬日的阳光倾洒下

来，映照着空气里的每一粒尘埃，那些过往日子里的艰难与挫折也都被蒸发，化为雾霭，萦绕在我们的身旁。

它们像失败的战士，对打败自己的勇士心悦诚服。 

管院与每一个你，从微风和煦的春天走到了寒风凛冽的冬日，新的一年还未开始，我们的旧诗篇还在继

续，我们要一起奋斗到最后一刻，共同书写一个美好结尾。 

 

温馨提示： 

海内外各个领域的校友组织等待您的加入，校友会、校友分会、QQ 群、微信群...无论您

在哪里，母校、管院一直与您同在！希望加入校友组织请联系管理学院发展与联络中心或各

地校友组织负责人，详情请见文末“联系我们”板块！ 

2020 年年底，管理学院正式迁入新大楼办公，地址请详见文末。更多资讯请关注“浙江

大学管理学院校友分会”（ZJUSOMAA）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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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顾  

浙大管院周伟华教授团队获 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立项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范式，正广泛进入生产与服务领域，在产业价值链的全链条引发变革。但相

应的难题也逐步显露，这些阻碍制造强国战略深入推进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实践难题，引发了浙江大学管理学

院教授周伟华及其团队的关注与深思，并为此展开了“生产和服务管理决策中的人机协同新型模式研究”。该

课题由周伟华教授作为负责人牵头申报，近日获 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立项资助。该课题聚

焦实践难题，周伟华教授团队通过调研发现，当前人工智能在生产和服务系统中的应用主要面临两大关键挑

战，一是如何解决由于生产和服务系统的复杂特性导致人工智能难以广泛深度应用的问题；二是如何解决人工

https://mp.weixin.qq.com/s/DZVYFZASf9s90tRJ183dIA


 

 

智能应用导致的人机冲突以及不平等问题。他们认为人机协同的混合智能是一种有效手段。为此，他们在该课

题中重点考察了生产和服务系统中人机协同决策与管理的四个重要场景，分别为：产品和服务创新、生产系统

运营决策、服务系统运营决策、供应链协同。 

 

浙大管院 MBA 荣获腾讯“2021 年度综合影响力 MBA 项目”殊荣 

12 月 8 日、12 月 9 日，由腾讯新闻主办的第九届腾讯商学院发展论坛召开，多位商科教育行业内的优秀头

部力量与权威专家学者相聚云端，着力结合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精准聚焦时下商科教育行业痛点及热点问题，

助推商科教育可持续性发展。浙江大学 MBA 项目受邀出席第九届腾讯商学院发展论坛线上论坛，并荣获“2021

年度综合影响力 MBA项目”殊荣。此次盛典以“变中前行·逆势破局”为主题，聚力商科教育界专家学者、行业

领导者、跨界专家等，对教育领域的发展深层挖掘、剖析。浙江大学 MBA中心主任王小毅教授作为主持人与上海

高金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 MBA项目执行主任倪海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金融系教授、清华金融 MBA项目学术主任朱玉杰就“新时代金融人才战略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刻的探讨。

感谢社会各界对浙江大学 MBA项目的认可与支持，我们将继续深化教育管理，助推中国商科教育事业发展。 

 

浙大管院 MBA 产教融合“三结对”，助力物产中大数字化变革 

近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物产中大集团“三结对”行动学习总结汇报会在物产中大金属集团总部大楼顺

利召开。本次项目汇报作为 2020 级浙江大学 MBA 新动力班《项目实践课程》的学习成果展示，在物产中大集团

领导和各成员公司代表的赞许中圆满落下帷幕。《项目实践课程》是浙江大学 MBA 教育中心 2020 年度重磅打造

的全新课程，基于行动学习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强调“知行合一”，为来自不同行业背景的全日制 MBA同学提供

了一个绝佳的学以致用的平台。在该课程体系下，同学们会在系统学习管理咨询方法与技巧之后前往企业现

场，与企业管理者、专业领域教授共同组成项目团队，开展专题研究，提出问题解决方案。自 9 月 24 日项目正

式开启以来，历时两个月，八个小组分别完成了各自的案例报告文本，并在当日完成了精彩的报告展示，获得

了诸多好评。合作双方领导表达了本次行动学习的重要意义以及对双方战略合作发展的畅想，他们希望能借由

“三结对”活动，来以此推进浙大管理学院与物产中大的深度战略合作。 

 

浙大管院承办的第二届全国供应链与运营管理学术年会成功举办 

11 月 27 至 28 日，第二届全国供应链与运营管理学术年会在线上举行，吸引 2 万余人次参会。来自斯坦福

大学、密歇根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供应链与运营管理

领域学者，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华为、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等企事业单位团体专家和代表

围绕最新研究与实践作精彩报告。本届大会重点关注供应链和运营管理领域顶尖前沿研究，广泛涉及数字化供

应链、可持续供应链、跨境供应链、供应链金融、供应链创新等运营管理领域最新研究动向，吸引海内外专家

学者、企业界及相关政界人士的关注与参与，为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搭建了平台，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受

益良多。作为大会承办方，浙大管院以培养引领中国发展的健康力量为己任，在人才培养的同时高度重视创造

管理科学发展的新理论、新方法，为人类贡献管理思想与智慧。未来，学院将继续践行社会责任，为管理学领

域各学科与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献力。 

 

https://mp.weixin.qq.com/s/j4YuffD7djGi2WB_opkPvA
https://mp.weixin.qq.com/s/OBCGJYrNXMr7cJUYHk0lUw
https://mp.weixin.qq.com/s/OBCGJYrNXMr7cJUYHk0lUw
http://www.som.zju.edu.cn/2021/1207/c63473a2449269/page.htm
http://www.som.zju.edu.cn/2021/1207/c63473a2449269/page.htm


 

 

浙大管院周玲强及其博士生冯一鸣的署名文章在人民网刊发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行动方案（2021-2025 年）》。《方案》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意见》精神，以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为主要抓手，回应共同富裕这一新时代重大理论和实践

命题。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系教授周玲强与其博士生冯一鸣对该方案作深入解读，他们认为该

方案提出的一系列目标、任务、举措立足当下，放眼长远，亮点频现。文章刊发于 11月 26日的人民网。文章内

容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一、做大蛋糕，提质增效创造财富；二、分好蛋糕，公平合理共享财富；三、内容为

本，关注共同富裕精神维度；四、数字驱动，搭建共同富裕资源通路；五、理念引领，激发共同富裕内部动

力；六、制度赋能，永葆共同富裕外部活力。文章对《方案》的解读深刻细致，引人深思。 

 

浙大管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庆瑞获“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 

11月 26日，2021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

评审委员会主席、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宣读获奖名单。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许庆瑞获颁

“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中国福利会主席王家瑞为其

颁奖。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于 2005 年发起成立，是中国

管理学界第一个奖励基金会，旨在奖励我国在管理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工作者，促进我国管理学人才的成

长。许庆瑞院士是我国率先开展技术创新管理研究的学者，在国内最早提出“企业必须成为技术创新的主

体”。以许庆瑞院士为代表的浙大管院学者团队在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同时，始终践行“创造管

理科学发展的新理论、新方法，为人类贡献管理思想与智慧”之使命，他们深入企业，从优秀的管理实践中总

结凝练具有“中国气派”的原创管理理论，为中国管理在世界舞台的崛起、全球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整个人类

社会的美好进步献出“浙大力量”，未来也将接续贡献、再创辉煌。 

校友资讯  

浙大管院校友赵国民企业广脉科技于北交所上市 

11 月 3 日上午，一家致力于提供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综合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

式在新三板精选层挂牌。11 月 15 日北交所开市后，广脉科技不再通过转板上市而是直接“升级”，成为北交所

首批上市企业。广脉科技成立于 2012 年，致力于提供信息通信技术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立足信息通信

产业，依托核心技术，把握 IT 与 CT 产业不断融合的发展新趋势，为电信运营商、企业等行业客户提供技术先

进、安全可靠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在 5G 通信各种场景下提供全面的行业应用。公司主营业务为

信息通信系统集成业务、ICT 行业应用业务、资产运营服务业务和数字内容服务业务。公司董事长、浙大管院校

友赵国民坦言，公司初创时期吃了不少苦头，但正因为这些“苦头”，让他迅速成长。在他看来，创业不能靠

一时的冲动，而是需要一定的经验和基础，一张白纸去创业只会“千死一生”。正如赵国民所说，“创业更需

要遵循自己的初心，仅以赚钱为目的的创业很难成功，因为这条路很辛苦，没有足够的热爱作为支撑和动力，

很难走下去。” 

 

管院建言  

韩洪灵教授团队：研究恒大分红现象并检验 A股“庞氏分红”行为 

http://www.som.zju.edu.cn/2021/1201/c63473a2447266/page.htm
http://www.som.zju.edu.cn/2021/1201/c63473a2447266/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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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om.zju.edu.cn/2021/1211/c63565a2450618/page.htm
http://www.som.zju.edu.cn/2021/1211/c63565a2450618/page.htm
https://mp.weixin.qq.com/s/dGDx0BVrh9mlYOkj5G--ag


 

 

12 月 3 日，中国恒大集团发布公告称，集团收到一笔 2.6 亿美元的担保义务通知，这意味着支撑半年之

后，恒大暂时仍无法化解这场债务危机。这种“公司破产危机与创始股东巨富并存”的现象，引发了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韩洪灵教授及其团队的高度关注与思考。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潜在非伦理行为，这种分红行

为在性质上可能构成“庞氏骗局”或“庞氏分红”行为。基于恒大在潜在流动性危机下的巨额现金分红情况，

韩洪灵教授联合其博士生王梦婷、硕士生赵宇晗以及浙大管院 EMBA 课程教授陈汉文从伦理的视角切入，对

“庞氏分红行为的界定、判别与监管”展开了深入研究。针对庞氏分红行为的判别，他们创新性地提出了分别

基于现时导向与未来导向的当期流量法和当期存量法，以对已有的基于历史导向的累计流量法加以补充发展。

同时基于上述方法对恒大集团和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庞氏分红行为进行了初步检验，结果发现总体而言，恒大

集团和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存在普遍、广泛而持续的庞氏分红行为。鉴于此，他们建议对当前“半强制分红政

策”的有效性与精准性进行重新评估、修正与细化。 

 

张钢：目标管理+意义创造，让你的管理卓有成效！ 

11 月 17 日，张钢教授结合案例，在管理学院新大楼作了一场题为“目标管理”的讲座。通过不断地追问

“为什么”和“是什么”，他深入浅出地将目标管理的含义、目标的层次以及目标管理的做法等娓娓道来。他

认为要成为有灵魂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就必须要有目标且懂得目标管理。同时他强调管理者要始终心系目

标，并立足目标去创造意义，从而带领组织创造更好的未来。彼得·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阐明

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五大法则——时间管理、注重贡献、用人所长、要事优先、有效决策。如果把这五

大法则比作珍珠，目标就是把这五大法则串联成精美项链的那根线。没有目标，时间管理只能是一句空话，贡

献根本没有方向，人的所长就无从谈起，事的优先和重要性也不可估量，决策的选择就没有价值的准则。 

 

魏江、刘洋：培养懂得中国的人才后备军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近年来，国内各大高校纷纷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加快步伐，取得相

应成效，但在科研育人上仍存在一些问题。近日，历来高度重视科研育人工作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与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研究员刘洋，共同撰文指出当前我国高校科研育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

出切实建议。文章首刊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出版的《科技日报》理论版第 08 版，标题为《发挥高校科研活动的

思政功能 培养“懂得中国”的人才后备军》。文章中指出，当前我国高校科研育人中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必须

发挥思政教育功能，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全面加强“四个面向”

和家国情怀教育；第二，要全面重塑研究生的学术评价体系；第三，要强化导师在科研立德树人过程中的主体

责任。 

活动预告  

【实习岗招募】不用坐班，给拥有硬核技术的你更广阔开放的展示空间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发展与联络中心面向校内外招募实习生。在这里，你能展现不一样的创意，运用

Photoshop、premiere 等多种软件的才能，项目管理能力\新媒体运营能力等。你能体会到想法落地的成就感，

不断突破自我的自豪感。本次招募人才方向：文案&新媒体运营、设计&视频制作、商务战略/公关。 

https://mp.weixin.qq.com/s/6n9zeE_yZLTlUYqQsFlE0g
http://www.som.zju.edu.cn/2021/1207/c63473a2449390/page.ht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zNTgyMw==&mid=2651513661&idx=1&sn=e0e17b49bc2486b09abd6fb6834d5e24&chksm=bcc63d3d8bb1b42b4eaeee8da978ef00c5107756ae0e89481ef8972c8c3c90b3c2e1b8c4717b&token=1000939477&lang=zh_CN#rd


 

 

应聘邮件标题：“浙大管院发展联络实习岗+姓名 XX+联系方式 XX+预计到岗时间 XX（如即刻上岗、随叫随

到……）”。简历邮箱：wzn@zju.edu.cn。 

 

【招募】管理学院邀请您担任或推荐班级联络员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从 2011 年开始聘任班级联络员以来，已有 300 余位校友受聘，通过班级联络员与各班同

学保持联系，在及时传递母校、母院信息、有效联络校友感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 年 9 月，学院对在校

生启动班级联络员聘任计划，这是对班级联络员聘任活动的延伸，也是学生和校友身份转变的纽带链接。期待

热情有志的你踊跃报名。报名请见：2021 年班级联络员召集令 

2011 年以前毕业的校友，因缺少班级联络员，使得学院和您的联系相对少了些。故学校和学院决定，对

2011 年以前毕业（即 2011 届前毕业）的班级开展聘任班级联络员等相关工作，欢迎您踊跃报名成为班级联络员

一份子，同时也热忱欢迎您推荐优秀校友。请下载《附件》填写表格并发送至邮箱 jirr@zju.edu.cn；如您的个

人信息已有变化，也烦请下载《附件》填写表格发送至邮箱 jirr@zju.edu.cn；somaa@zju.edu.cn，我们将在学

院的数据库里更新您的信息（您的私人信息我们将严格保密，请放心填写）。 

 

【班级活动】定制独属于浙大管院校友的独家记忆——“班级回忆录” 

还记得曾经的金秋九月，我们步入求是园，与历史上众多灿若星辰的名字一起，分享“浙大人”这个光荣

的称号。时间一晃而过，曾经的母院已过而立。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新老校友们来

说，却是一段难忘的岁月。为了铭记这段历史，增强校友们的荣誉感，让每一位校友在管院的时光长卷中看到

自己的身影。我们开创浙大管院校友“班级回忆录”系列专题，以班级为单位，记录每一个班级，每一位校友

的故事。 

活动规则：以班级为单位，征集信息，寻找您曾经在浙大管院的记忆，以照片、影音、文字形式展现出

来，汇集所有资料以“浙大管院班级记忆 + **级**专业**班级”为主题，打包发送至邮箱 wzn@zju.edu.cn；

somaa@zju.edu.cn 

 

【校友专属】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校友专属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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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wzn@zju.edu.cn
http://www.som.zju.edu.cn/2016/0112/c49043a2019762/page.htm
http://www.som.zju.edu.cn/2016/0112/c49043a2019762/page.htm
http://somaa.zju.edu.cn/web/activity_detail.php?aid=mZWTLrHHQCADU%2FLvjcaOSw%3D%3D
mailto:下载《附件
mailto:jirr@zju.edu.cn
mailto:下载《附件
mailto:jirr@zju.edu.cn
mailto:somaa@zju.edu.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zNTgyMw==&mid=2651499781&idx=1&sn=e6cbc066343064a2648d3a5568ee48db&chksm=bcc673058bb1fa13f151bafa1fe3065574a2f9f3baa0912e28eaf97fd168f66a1a8e48f3aab3&token=1252113258&lang=zh_CN#rd
mailto:wzn@zju.edu.cn
mailto:somaa@zju.edu.cn
http://www.som.zju.edu.cn/2018/0712/c49043a2019452/page.htm
http://www.som.zju.edu.cn/2018/0712/c49043a2019452/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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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放心填写）“浙大管院校友”应用下载

专属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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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随时联系我们：电话： 0571-88981597 手机：13588395307 陈老师；

13675846619 缪老师 

 

浙大管院 DBA 项目 期待您的加入 

2018 年浙江大学管理学院（SOM）与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院（SOA）正式签约合作举办浙江大学企业家学

者（ZJU - SMU DBA）项目。浙大企业家学者项目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及全校综合性学科为支撑，引入国际商科

精英教育理念、挖掘新经济时代商业发展本质，融合多学科前沿领域，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洞察未来趋

势、掌握前沿理论的企业家学者，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建立公平正义的新商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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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6/list.htm  

职员招聘：http://www.som.zju.edu.cn/34137/list.htm 

校友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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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you/huodongyugao/2015-06-30/3133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IxLqjZlKgkWnYYLFsw8Ghw
https://mp.weixin.qq.com/s/IxLqjZlKgkWnYYLFsw8Ghw
http://www.som.zju.edu.cn/34136/list.htm
http://www.som.zju.edu.cn/34137/list.htm


 

 

http://www.som.zju.edu.cn/2020/0331/c39028a2019231/page.htm 

信息征集  

【视频/图文征集】欢迎投稿 

欢迎您为母院送上祝福，写下您与“她”的故事。可以以视频、照片、文字等不同形式。详情见链接：用

心说“我们”的故事 

这里是展现校友、学子风采的平台，是分享、交流、抱团取暖的平台。我们在此特向广大校友、师生征集

相关素材，可以分享人生、诉说生活……也欢迎投稿您与浙大管院的故事或校友企业软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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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发展与联络中心 电话：0571-88206876或 Email：wzn@zju.edu.cn；somaa@zju.edu.cn 

 

【征集】欢迎捐赠院史资料 

学院的历史也是每一位学子的历史，学院是您学习、生活过的地方，学院的发展与每一位学子都密不可

分，也永远离不开您的支持。为展示管理学院发展历程，丰富院史陈列室资料，特向广大校友、师生征集相关

院史资料或旧照片等。征集内容、要求及征集方式请见链接： 

 http://www.som.zju.edu.cn/2014/1203/c34158a1796977/page.htm 

联系电话：0571-88981595，88206876或 Email至 somaa@zju.edu.cn；wz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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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企业家学者项目（D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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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om.zju.edu.cn/2020/0331/c39028a2019231/page.ht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zNTgyMw==&mid=2651498846&idx=1&sn=1b8ffedfdbf8663052942f246421106d&chksm=bcc6775e8bb1fe4876e0611fca7c0d9565771b40ced27360fe8de1132faa8ff93b67305bbd2a&token=151788368&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zNTgyMw==&mid=2651498846&idx=1&sn=1b8ffedfdbf8663052942f246421106d&chksm=bcc6775e8bb1fe4876e0611fca7c0d9565771b40ced27360fe8de1132faa8ff93b67305bbd2a&token=151788368&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zNTgyMw==&mid=2651498846&idx=1&sn=1b8ffedfdbf8663052942f246421106d&chksm=bcc6775e8bb1fe4876e0611fca7c0d9565771b40ced27360fe8de1132faa8ff93b67305bbd2a&token=151788368&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zNTgyMw==&mid=2651498846&idx=1&sn=1b8ffedfdbf8663052942f246421106d&chksm=bcc6775e8bb1fe4876e0611fca7c0d9565771b40ced27360fe8de1132faa8ff93b67305bbd2a&token=151788368&lang=zh_CN#rd
mailto:wzn@zju.edu.cn
mailto:somaa@zju.edu.cn
http://www.som.zju.edu.cn/2014/1203/c49043a2019723/page.htm
http://www.som.zju.edu.cn/2014/1203/c49043a2019723/page.htm
http://www.som.zju.edu.cn/2014/1203/c49043a2019723/page.htm
http://www.som.zju.edu.cn/2014/1203/c49043a2019723/page.htm
mailto:somaa@zju.edu.cn
mailto:wzn@zju.edu.cn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school-of-management-at-zhejiang-university/mycompany/
http://emba.zju.edu.cn/
https://mp.weixin.qq.com/s/MuJJKWE_1Mhd81ik2L5r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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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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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校友分会） 

http://mba.zju.edu.cn/page-zsxm.html
http://edp.zju.edu.cn/
http://zupuc.zju.edu.cn/
http://zupuc.zju.edu.cn/curriculum/xwkc/category/D.HTM.html
http://zupuc.zju.edu.cn/curriculum/xwkc/category/QM.html
http://zupuc.zju.edu.cn/curriculum/xwkc/category/HTM.html
http://zupuc.zju.edu.cn/curriculum/xwkc/category/IRE.html
mailto:somaa@zju.edu.cn
http://www.som.zju.edu.cn/


 

 

 

PS.长期招募学生助理/志愿者，有偿且福利多多，欢迎来撩~ 

欢迎为我们的《紫金家书》提出建议和反馈。 

无论您身在何处，母院永远与您相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