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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教师唐艳参加全国MPAcc行动学习师资培训 

暨教学研讨会  

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全国MPAcc行

动学习师资培训暨教学研讨会，于 2016 年 4 月 15-17 日在中央财经

大学举行，全国近百所高校的 162 位老师参加了此次会议。该会议

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应用导向、职业精神”特征的 MPAcc 高级会

计实务人才为战略目标，以知行合一的行动教学法为主要探讨内容，

以企业和高校的密切合作为支撑平台，对 MPAcc 先进教学方法和有

效路径进行了经验介绍和有效交流。中心教师唐艳参加了此次会议，

并与参会代表进行了积极探讨和交流。 

本次会议内容由高校MPAcc行动学习法的先进教学方法介绍和

合作企业实践案例经验介绍两部分构成。研讨会上，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院长袁淳介绍了该院 MPAcc 行动学习模式，副院长刘俊勇

则以管理会计课程为例，介绍了奥墨教学法（ALMOSO），即以行动

学习（Action Learning, AL）与蓝墨云班课（MOSO）云教学平台相

结合的教学方法，该管理会计课程通过利用云班课这一移动教学平

台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极大地提升了行动学习的效果。

本次会议还邀请了企业界的高层管理人员介绍了各企业的先进经验

和战略方案，蓝墨科技公司总裁介绍了移动教学平台的功能及其使

用方法，嘉德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华润医药集团人力资源

部副总经理及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开发总监均分别介绍了本公

司的行动学习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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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始终在同步学习和热烈探讨中进行，通过面对面建立

微信群和对移动教学平台的现场运用，保证了会议全程中知行合一

的学习效果，并且在会议结束以后，各高校参会教师在上述两个平

台仍进行着持续交流和探索，并将行动教学法积极运用于 MPAcc 的

课堂教学实践中。 

 

中心举办本学期第三场学术沙龙活动 

5 月 5 日下午，中心在学院大会议室举办了本学期第三场学术沙

龙活动，黄约副教授、刘迅博士、吕伶俐博士、唐艳博士分别作了

题为《新预算法和《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解读》、《内生性

及解决方法》、《国际审计准则的最新动态》、《全国 MPAcc 行动学习

师资培训暨教学研讨会》的报告。中心部分教师参加了学术沙龙。 

黄约老师解读了新预算法的五大突破和八个亮点，介绍了政府会

计改革和《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相关内容。刘迅老师介绍

了内生性问题及其处理的常用方法，通过实例的演示，对这些方法的

优缺点进行了简评。吕伶俐老师汇报了国际内部审计准则和注册会

计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准则的最新动态，对参访的南京九洲财务会

计咨询有限公司颇具特色的 ERP 系统进行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互

联网+时代会计咨询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唐艳老师主要介绍了全

国 MPAcc 行动学习师资培训暨教学研讨会的会议内容，并分享了一

种较新的教学方法——奥墨教学法（ALMOSO）在管理会计课程教

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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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邵天营参加 2016年全国MPAcc教学管理工作 

会议暨第六期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研讨会  

5 月 14-15 日，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

西安石油大学承办的 2016 年全国 MPAcc 教学管理工作会议暨第六

期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研讨会在西安西北饭店召开。来自全国会

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全国 133 所培养单位和中兴通讯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和一线教师 400

余人参加会议。院长胡伟和 MPAcc 中心副主任邵天营参加了此次会

议。 

在 14 日召开的全国 MPAcc 教学管理工作会议上，以全面总结

MPAcc 办学经验和专项评估工作为主题，深入探讨未来五年 MPAcc

教育深化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分享示范性实践基地建设经验和

MPAcc 学生案例大赛经验。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秘书长王化成教授做了题为《2015 年工作总结与未来 MPAcc 教育

深化改革设想》的报告，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项目主管李征

博、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刘俊勇教授、东北财经大学会计

学院副院长姜欣教授等专家针对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网络平

台建设思路、MPAcc 学生案例大赛经验分享等议题进行了理论研讨。

在 15 日召开的第六期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研讨会上，中兴通讯副

总裁陈虎、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田高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

院副院长支晓强教授针对基于全球财务管理共享服务、财务云的企

业价值创造，深入探讨了“互联网+”时代财务转型与企业价值创造。

此次会议对提高会计专业学位教育改革与教学水平，加强各培养单

位之间的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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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青年教师李井林博士应邀参加“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

术交流专业委员会暨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6年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5 月 20 日，由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委员会主办，西

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承办，ACCA 及英泽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

限公司协办的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委员会暨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6 年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交通

大学管理学院召开。其主题是“中国情境下的审计、公司治理和公司

价值问题研究”。本次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 100 余篇，从中筛选出

了 12 篇论文参加专题讨论，来自海内外高校会计学术界的 100 多位

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了当前我国会计理论与实务领域面临

的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以及会计实证领域前沿探究方法。中

心青年教师李井林博士向此次研讨会提交了题为“The Impact of 

Target Capital Structure and Market Mispricing on Takeover Financ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的学术论文，并受邀参会。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叶建明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开幕式。西

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与财务系主任田高良教授首先代表承办方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向来宾们介绍了该院的基本情况与发

展前景，分析了会计准则、会计工作标准、内部控制与信息化，公

司治理、内部审计、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关系，倡议学者们理论

与实践紧密结合，开展本土研究。随后，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

流专业委员会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张新民教授、中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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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守华教授也发表了精彩致辞，介绍了期刊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的办刊宗旨和学术定位，鼓励

年轻学者基于本土问题、本土数据，积极投身中国会计问题的国际

交流。本次研讨会上，来自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 Jeong-Bon Kim 教

授和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张国昌教授分别做了题为“Fraud Discovery 

in the Credit Default Swaps Market”和“Why Accounting Research 

(including China-based Research) Needs More Valuation Theory”的主

题报告。 

通过专家学者的交流和研讨，增进了海内外会计界的合作与感

情，促进了我国会计理论尤其是会计实证研究水平的提升，推动了

我国会计走向世界的步伐，提高了中国会计学术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支晓强教授应邀来中心讲学  

5 月 25 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支晓强教

授在 S1-101 应邀为中心师生作了一场题为《经济增加值是否适用

——天地科技公司案例》的案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讲座。院长胡伟

主持，中心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支晓强强调，案例教学绝不是简单的举例教学，他结合国内外

高校情况分别介绍了案例教学、体验式教学、模拟教学、整合式教

学等多种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学模式，它具有

互动性、开放性等特点。他以天地科技公司为例，详细阐述了 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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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如何提高公司的 EVA、国资委为什么选用 EVA 考核国有企

业高管、国资委计算的 EVA 和理论上的 EVA 有何不同、经济后果

是什么等六个方面。授课全程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抛出问题，启发

学生积极思考，并从多种维度、层层递进给予了深入且有趣的解答。

在讲述过程中，他旁征博引、风趣幽默，不仅导入大量公司案例，

而且把武侠小说的经典桥段融入其中，并联系专业与中国实际，让

师生们都一直认为听这样的案例教学课就是享受，并且有所思有所

想，收获颇多。 

 

对外经贸大学叶陈刚教授应邀来中心讲学  

5 月 29 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委员叶陈刚教授应邀来中心讲学，中心教师及 2015 级

MPAcc 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叶陈刚以“商业理论：冲突与反思——基于国美股权之争的道德

视角分析”为主题，为中心师生讲解了商业伦理的起点、规范、功能、

原则、关键五个部分，继而引出了对国美股权之争的道德反思。他

认为，在公司治理中，员工是上帝，管理者应该秉承“天道无亲，常

与善人”的管理理念。在工作中，应该坚持“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的

价值观。他还深度剖析了公司投资者、公司员工与消费者三者关系

在商业伦理中的重要性。最后，他表达了自己对每一位研究生能树

立正确价值观的殷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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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谭劲松教授应邀来中心讲学 

6 月 30 日下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谭劲松教授应邀

来中心作题为《CFO 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学术报告。报告会在会计

学院大会议室举行，讲座由院长胡伟主持，中心教师及部分 MPAcc

研究生参加了本次报告会。 

谭教授由泰坦尼克号沉船原因（冰山一角）作为引子引出学习

和研究的意义，他认为学习和研究的作用在于看到水面上的冰山，

透过水面上的冰山发现水面下的冰山；紧接着他提出认识世界的五

个工具，并详细介绍了学习之道，提出了持续学习与独立思考能力

的重要性，这让师生受益良多。讲座中，谭教授将理论与实践紧密

结合，围绕阿里巴巴 CFO 蔡崇信的案例，分析了 CFO 如何为企业

创造价值并介绍了“CFO”与“3S”等概念，他还与大家一同探讨了金

融体系、公司金融、投融资关联的分析框架，详细展示了资产负债

表的内容构成。他与大家一起互动，就乐视如何通过经营模式创造

价值这一话题，与参会师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随后，他又向大家

展示了生动有趣的图片，介绍了移动互联时代的新移民与原住民，

移动互联网内涵以及从“+互联网”到“互联网+”等概念。最后，谭教

授以一段小视频《解密首席财务官》来结束讲座。 

谭教授的讲座激情生动，深入浅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使中心师生对公司CFO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经营模式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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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湖北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年会顺利举行 

7 月 1 日，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会计发展研究

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学术委员会年会在我校召开。西南财经大

学蔡春教授、云南财经大学朱锦余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唐国平

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刘启亮教授、武汉大学余明桂教授、我校楚天

学者特聘教授夏立军教授、我校楚天学者讲座教授邓峰教授等出席

会议。副校长陈向军教授，科研处、会计学院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参

加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心主任高善生和副主任黄益雄共同主持。 

陈向军代表学校致辞，对各位专家委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

谢，希望中心按照八个“一”的要求，即“确定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

培养一支有影响力的研究队伍、建立一套现代治理制度，产出一批

显示度高的研究成果、办好一个学术论坛、举办一次学术委员会会

议、建好一个专门网站、形成一个专业数据库”，加快建设步伐，早

日将中心建设成为全省一流、全国知名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

术交流和咨询服务基地。陈向军还为中心学术委员会新增委员颁发

了聘书。 

中心常务副主任吕伶俐从研究队伍结构、科研成果质量、人才

培养质量、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学术交流及中心日常工作开展

情况等方面报告了中心获批省级基地两年来的建设情况。中心主任

高善生从提高自我学习能力、加大对外宣传力度、优化学术团队、

创新管理机制等方面对中心未来发展做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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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与监管方向负责人李长爱、中小企业

会计管理创新方向负责人邵天营、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方向负责人

唐艳总结了两年来各方向的建设成果，并提出未来建设规划。中心

还新增了三个特色培育方向，湖北会计文化与会计教育史方向负责

人康均、行为财务方向负责人夏明、社会环境信息及碳会计方向负

责人刘群分别提出了建设设想。各位专家充分肯定了各个方向的建

设规划，并从加强学术交流、与地方政府及相关行业企业紧密合作、

形成错位竞争优势等方面提出了中肯建议。专家还分享了国家级课

题申报经验，重点对如何选题进行了指导。会计学院院长胡伟做了

会议总结。 

最后，学术委员会审议了中心本年度申请立项的课题，并对上

一年度课题的结项材料进行了评审。 

 

西南财经大学蔡春教授应邀来中心讲学 

7 月 1 日下午，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蔡春教授应邀来中心作

题为《回到原点再出发——对审计基本规定性的再认识与再探讨》

的学术报告。报告会在会计学院大会议室举行，讲座由院长胡伟主

持，中心教师及部分 MPAcc 研究生参加了本次报告会。 

蔡教授从对审计的理解开始，讲述了讨论审计基本规定性的重

要意义和价值，然后详细解读了要重新认识和把持审计基本规定性

的问题，还向参会人员介绍了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标志的含义，

最后用 “会审精神与价值人生”的诗结束了报告。报告内容由浅入

深，中心师生认真学习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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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学术报告使大家对审计的基本规定性有了更加深入的理

解，有利于中心师生更好地开展会计审计研究。此次学术交流在全

场参会人员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云南财经大学朱锦余教授应邀来中心讲学  

7 月 2 日上午，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生导师朱锦余教授应

邀来中心作题为《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报

告。报告会在会计学院大会议室举行，讲座由院长胡伟主持，中心

教师及部分 MPAcc 研究生参加了本次报告会。 

朱教授从国际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发展现状说起，结合具体

数据说明了各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状况，指出全球范围内超过一半

的公司（59%）在其年报中包括了公司责任信息，公司责任报告已

成为全球实务。接着，他图文并茂地解说了我国严峻的环境问题，

揭示了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在动因并展示了部分优秀的环境

责任报告范例。虽然我国目前这一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国家给

予了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也日趋完善，环境责任报告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最后，他通过与国际比较分析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的几个

主要问题和发展机遇，为中心师生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领域指出了

新的研究方向。 

朱教授的讲座内容全面、分析深入，让与会师生进一步了解了

该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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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教师参加首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博士后论坛 

7 月 9-10 日，主题为“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区域经济”的首届全国

区域经济学博士后论坛在安徽大学顺利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共同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

所、合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承办，《中国工业经济》编

辑部、《经济管理》编辑部、China Economist 编辑部、中国区域经济

学会、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安徽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协同创新

中心协办。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论坛组委会主席史丹研究员主持。合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韩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安徽大学校长

程桦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

济学会会长金碚研究员、安徽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韦伟教

授、安徽大学副校长俞本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李海舰研究员、安徽大学经济

学院执行院长李光龙教授、合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胡

艳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研究员、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副院长蒋长流教授，以及来自全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

者、博士后等百余人出席论坛，征集高质量学术论文 43 篇。中心青

年教师李井林博士向此次论坛提交了题为“政治关联与资本结构变

化——来自中国‘四万亿’刺激计划的经验证据”的学术论文，并受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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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开幕式上，首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博士后论坛优秀论文奖颁奖

仪式同期举行，李海舰研究员和李光龙教授等为优秀论文获得者颁

奖。 

开幕式结束后，金碚、韦伟两位教授分别做了题为“当前经济形

势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时期区域合作与区域竞争的思考”的学

术报告，获得与会人员一致好评。学术报告会由俞本立教授主持。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以“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经济集聚与产业

发展”、“区域发展与制度创新”为主题的 3 个分论坛，三个分论坛共

宣讲 25 篇学术论文，与会博士后们结合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区域经济

展开激烈讨论。 

闭幕式由合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安徽大学区域

经济与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胡艳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中国

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China Economist 编辑部主任李

钢，合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城市经济与管理所所长江三良

教授分别代表所在分论坛在闭幕式上作了汇报发言。李海舰副所长

代表论坛组委会作了总结发言，就论坛的筹办、申报、论文征文、

优秀论文评选以及论坛举办全过程作总结回顾，并表示中国社会科

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将继续举办好下一届博士后论坛，为全国博士

后及青年学者提供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