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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届 大 河 财 富 中 国 论 坛 暨
2020中国管理学院 商学院院长论坛

“最强大脑”群至中原

大巴里的宾客，有全国近
10位长江学者和国家杰出青
年、30多所国内知名经济学院
院长（校长）、60多所高校参会
代表。

“中国双法研究会”中的
“双法”，指的是社会经济管理
中运用的优选法和统筹法，乍
一听比较陌生。中国双法研
究会的全称是中国优选法统
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是由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1981
年发起的旨在联系我国从事
优选法、统筹法、经济数学、管
理科学等学科研究、应用与教
育的科技工作者，是具有公益
性、学术性的社会团体，是中
国科协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
我国管理科学与技术发展的
重要力量。

2020年中国管理学院/商
学院院长论坛，是中国双法研
究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第26
届学术年会，今年由河南省的
华水轮值主办，与往年有点不
一样。

5日13时30分左右，以上
三辆大巴在郑东新区CBD接
上宾客们。今年，中国双法研
究会的学术年会与大河财富
中国论坛融合举办，论坛主题
为“2020：新起点 新征程”。
上述众多院校的“最强大脑”，
与近百位河南实业领袖、金融
豫军领军人物以及近千名各
界嘉宾汇聚碰撞。

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江凌在致辞中指出，构建新发
展格局是一个大命题，也是一
张大考卷。中部地区是我国

区域经济发展的枢纽之地，与
其他区域经济互补性和互动
性很强，既面临难得机遇，也
面临巨大挑战，河南必须系统
思考、辩证把握新阶段新要
求。他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
解决的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
是改革问题，必须善于运用改
革思维、改革办法和改革举措
打通淤点堵点，提升整体效
能。特别是要把握关键，围绕
激发内需潜能、市场配置资
源、提升开放水平等重点深化
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
发地方发展活力。此外，中原
更加出彩离不开智力支持和
产业支撑，呼吁大河财富论坛
的各位专家关注河南新的发
展机遇，与河南一起成长。

院校拥抱新时代变化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
一年，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
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
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
在加速变化。”华水校长刘文
锴致辞中表示。他指出，高等
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
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
结合点，应该从三个“需要”着
力助推“十四五”新征程，包括
需要适应新变化、需要科学认
识新发展阶段以及需要牢牢
把握以数字化、网格化、智能
化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革命大势。

“院校如何适应未来我国
创新驱动国家战略、科研进入

‘无人区’的原创性需求，这既
关乎改革成败，又关乎中国未
来发展。”刘德海在5日上午的

论坛正会致辞时指出。
刘德海认为，商学院在厚

植学术基础的同时，要积极拥
抱新的时代变化，调整学科布
局，发挥所在高校的多学科交
叉融合优势，抢抓时机建设大
数据管理与应用、供应链管
理、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健
康服务与管理等一批新兴科
学。

拥抱新的时代变化，在河
南工业大学（以下简称河工
大）管理学院院长杨艳萍看来，
就是围绕社会需求、满足社会
需求，要加大实践教学力度，加
强和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
合作融合。“比如我们的会计专
硕和物流工程专硕，都要他们
到企业去实习，配备行业教
师。教师也要坚持送到企业去
锻炼，增强教师的实践能力。
再比如社会服务方面，我们也
尽量发挥学院的学科专业特
色优势，积极地服务行业和河
南经济发展。”杨艳萍对大河
报·大河财立方记者说。

为生产服务，从数学界
出发

2020 年，是华罗庚诞辰
110周年。在其诞辰100周年
的时候，中国双法研究会组织
专题回忆华罗庚的“双法”。
彼时的主持人问，在桃李满天
下、全世界都在关注华罗庚的
时候，他却开始转型，从培养
大量人才转到推广“双法”，在
什么状态下，华罗庚决定这么
做？华罗庚的学生王元回复：

“当时数学界有一点压力，就
是要直接为生产服务。他（华
罗庚）花了很多时间找一个东
西，能够在中国推广是很不容
易的。所以他就找到了一个
统筹法。”

王元解释，统筹法是什么
呢？就是假如我们有一个工
程，一定要安排好了大家一起
完工，不能说先搞完的先等
着，就是怎么样安排是统筹
法；优选法，则是比如要炼钢，
要加进去一些碳，加的碳少的
话不行，加的碳多也不行，到
底加多少为好。优选就是用
最少的实验把加多少找出来。

“华罗庚是超越数学的，
华罗庚精神是全行业全中国
全世界的。中国双法研究会，
就是研究包括数学在内的更
多更新的基础学科知识如何
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服务生产。”刘德海对大河报·
大河财立方记者表示。

院校“走出去”的脚步声

河工大正常的下班时间
在17时，但是，4日在正常下

班时间过去后，河工大管理学
院的行政办公室里依然电话
不断。近18时，院长杨艳萍在
持续的会议之后，在入夜的雾
色中匆匆赶回管理学院的办
公室接受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记者的专题采访。

河工大位处郑州西北角
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是民间所
称的“郑州西大学城”，有两个
重量级“大同伴”——郑州大
学以及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其余的邻居更多是高新企
业。第二天下午，杨艳萍向东
穿越40分钟左右的车程至郑
东新区CBD，参与第十六届大
河财富中国论坛暨2020中国
管理学院/商学院院长论坛的

“院媒共建”环节。“院媒共建，
也是我们（院校）走出去的一
种创新。”杨艳萍对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记者表示。

当天，除了河南工业大
学，还有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以
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参与了

“院媒共建”。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云伟
宏对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表示：“目前大部分高校教师
与外部联系较少，主要关注高
校体系内的标准认可的成果，
与社会的融合度不够。通过
与媒体的共建，有望形成新的
产学研融合机制。”

当天下午的“院媒共建”
启动仪式正式完成，就意味着
大河财立方智库的智囊团再
度扩容。2020年初，大河财立
方智库正式启动运行，定位智
慧财媒新型智库。这一年，以

“媒”为智，链接智库资源和专
家队伍，推出了情资类、研报
类、指数类和实务类智库产
品。

“围绕中部崛起、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也
要在此大背景下推动创建中
原新型智库。此次中国双法
研究会学术年会与大河财富
中国论坛的融合，是新商科建
设的一次碰撞，也是中原教育
与实践新型智库的一次探
索。”刘德海对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记者表示。

新商科新智库，面向未来

5日下午，华水龙子湖校
区举办的“大河财富专场论坛
——管理学院/商学院院长论
坛”，就是一次新的产学研融
合的探讨，也是新商科的一场
头脑风暴。

2019年 9月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
略，在郑州被国家领导人提
出。为此华水作为水利部与
河南省共建高校，必须突出水
利水电特色，发出华水声音。
据华水管经学院院长李纲在

论坛上介绍，通过前期积累和
资源整合，面向服务于黄河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
略、服务于水利水电行业工作
重心转变、服务于河南地方经
济发展，学院已经成功获批了
河南特色骨干学科群——管
理科学及其智能化特色骨干
学科群。李纲称之为新商科。

这是一个重新定义的时
代。新一轮技术革命在掀起
一场又一场认知革命，其中包
括在华水校区里本次论坛的
头脑风暴。教育部在2017年
提出“新工科”之后，有观点认
为，“新商科”已经呼之欲出。

新商科，到底该怎么办？
李纲认为，目前还在探讨过程
中，“对我们来讲启示是什
么？新商科是一个新起点，提
供了弯道超车的绝佳机会”。

“新商科要做跨学科整
合。但是，越整合越发现找一
个跨学科、跨专业的带头人特
别难。”李纲表示。东北财经
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
评议组成员汪旭辉认为：“无
论是学科群，还是新商科，本
质就是学科的交叉融合，以何
为纽带实现交叉融合是需要
重点考虑的。”

不管怎样，“大学不能只
是解释过去，更应该面向未
来。”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

“新工科”“新商科”都是大学
面向未来的举动。

10月下旬，英国BBC公
布将推出一系列重磅纪录片，
其 中 一 部《Odyssey into
the Future》，将讲述刘慈欣
脑海中科技幻想在现实中的
发展，以及跟前沿技术的关
联。1985年，祖籍河南信阳罗
山人刘慈欣毕业于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的水电工程系。他
的代表作《超新星纪元》《球状
闪电》《三体》三部曲被普遍认
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
之作，并已经在日本等国爆
红。

所有的探索，核心都是
人。2019年 1月 22日，1988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特穆
特·米歇尔被郑州大学聘为国
际实验室首席顾问，并合作设
立了“哈特穆特·米歇尔诺贝
尔奖工作站”。这一段缘分，
起于2018年12月15日，米歇
尔教授应邀做客第十四届大
河财富中国论坛。

开启于2004年的大河财
富中国论坛，历经十六载，一
直内引外联、招才引智，除了
本届的中国双法研究会，与清
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北大光华
管理学院、长江商学院、华中
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等众多知
名高校也已深度融合。

中原新型智库，面向未来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丘眉

12月5日14时左右，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以下简称华水）
郑州龙子湖校区宽达几十米的南大门，三辆大巴缓缓驶过，车
内嘉宾，即将在校园里参加第十六届大河财富中国论坛暨
2020中国管理学院/商学院院长论坛下午的专场论坛。他们
刚刚结束这一论坛的上午场。

“这是新商科建设的一次碰撞，也是中原教育与实践新型
智库的一次探索。”中国双法研究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第五届
理事会理事长、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刘德
海12月9日对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表示。

这是新商科建设的一次碰撞，也是中原教育与实践新型智库的一次探索

财富论坛成为岁末一道亮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