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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科学学院月报 

2015 年第 7 期（总第 14 期）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学学科科建建设设  

 一、项目管理工程硕士成为我校深化专业学位教育综合改革 5 个重要培养方

向之一 

近日，接到我校研究生院正式通知，明确了项目管理工程硕士学位点与教育

专业学位、应用心理硕士、对外汉语教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等四个学位点一起，

成为我校进行深化专业学位教育综合改革的 5 个重要培养方向。  

日前，教育部下发通知，由有专业学位培养任务的高校申报全国专业学位综

合改革试点单位。此前，该工作一直以具体的专业学位类型进行推动，自今年起，

改为由以学校为单位进行申报。9 月初，我校进行申报，并成为 12 家试点单位之

一。随后，学校研究生院进行了校内资源整合，确定了上述 5 个学位点作为重点

方向，并将给予相应支持。此次，我专业学位点受邀参与此项工作，是对我院项

目管理专业学位点的认可和鼓励。  

在随后五年中，本学位点将要重点开展建设精品课程、超半课程案例教学、

校内外师资集体编撰教学案例、课程体系通过 PMI GAC 国际论证、网络课程全

覆盖等工作，进一步深化专业学位教育综合改革。 

 二、我院完成教职工 2015 年度述职、年度考核工作 

2014 年 11 月 18 日，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在英东楼 217 会议室举行

2014-2015 学年述职大会。会上，考核工作委员会主任狄增如院长首先就规范全

院考核管理事宜做了讲解，希望各位教师高度重视年度考核，确保考核工作按时、

顺利完成。接下来，全院教学科研人员及各部门行政人员分别进行了年度工作述

职，总结过去一年的成果、经验和问题，有些老师还对下一年度的工作进行了展

望。会后，遵循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调整院、系(所)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的决定》

和《关于做好 2015 年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精神，依照《系统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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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细则》，在教职工《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表》申报

信息以及述职报告的基础上，学院考核工作委员会对本年度参与考核的 21 位教

职工年度工作进行了评议，并评定 21 位教师考核结果为“合格”。 

党党建建工工作作 

 研究生支部专题学习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为了让支部党员更好地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讲话精神和十三五规划，更

好地构建学习型党组织，

系统科学学院研究生党

支部于 11 月 27 日举行

“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活动，邀请学院直

属支部书记李红刚教授

为学生支部进行了题为

“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的理论学习课，支

部近 40 名成员参与学习、讨论。  

在理论学习课中，李老师为大家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

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包括四个全面——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六个建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中国梦的内涵；“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十三五的五大目标等。李老师从五

中全会和三中、四中讲话的传承性入手，强调了党的执政属性，和新常态的全面

性，需要认知、适应、引领以及改变现况，建设要有所作为，拒绝疲态，继续前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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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党员的提问讨论环节后，理论学习课活动圆满完成。学生党员对该次

理论学习课十分满意，纷纷表示，李书记的讲解使得自己受益匪浅，让自己对于

十八届五中全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对于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有了更全面更透

彻的思考，希望自己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人人才才培培养养 

 一、MPM 教育中心举办 2015 年秋季预答辩 

1 月 7 日上午 8：00 至 12：00，MPM 中心在英东楼 217 会议室举行了秋季

论文预答辩会，共 12 名学员参加了本次预答辩。答辩主席为李克强教授，答辩

委员有孙宇、刘本良、孙兰芳、袁强、黄国彬、周亚、鲍建樟老师，秘书为马玉

财。此次预答辩是为了提高毕业学员的论文水平，为能顺利通过正式答辩做准备。 

此次答辩会上，12 位学员围绕论文依次汇报了关于自己依据课题开展的研究

工作，阐述了论文结论，

总结了自己在研究工作

中的不足，并展望了进一

步可开展的工作。评委们

认为 12 位学院的研究工

作均能结合自己的实际

工作，有一定的特色和意

义，需要同学们注意和改

进的共性之处如下：在论

文写作上要把握好研究

主题，注重行文逻辑关系；

在具体内容上要突出重点，详略得当，反映本质；在论文格式上要注意细节，严

格遵循论文写作规范。  

答辩会最后，八位老师对答辩情况进行了无记名投票，李克强老师宣读了投

票结果——九位学员通过了本次预答辩，其余三位学员论文有待改进；总结了各

位同学在前期研究工作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并提出了后续研究中需要提升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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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鲍建樟老师为学员们详细讲解了后续的论文工作安排。接下来，学员们将

按照老师们的意见修改完善自己的论文，为顺利完成后继的环节而努力。 

 二、2014-2015 学年研究生奖学金评选工作顺利完成 

2015 年 11 月，系统科学学院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关于 2015 年研究生奖学金

评选工作的通知》和《2015 年系统科学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细则》等文件要求，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个人、班级申请、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小组

组织审核、评审、公示后确定 2015 年度奖学金获奖名单。 

韩晓、周灿灿获国家奖学金；韩晓获北京师范大学通鼎二等奖学金；沈哲思

等 11 人获学业一等奖学金；姜立等 13 人获学业二等奖学金；许宏中、秦磊获学

业三等奖学金；况青作等 5 人获优秀学生干部；陈栋、马龙获优秀团员；林国强

获社会实践奖；秦磊获校友金声奖；张煜霞、李睿琪获“久久源川”奖学金；系

统科学学院团总支获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团支部；2014 级硕士班获北京师范大学优

秀班集体。对获奖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祝贺！ 

 三、张弛老师为 MPM 学员讲解市场研究项目的管理 

11 月 15 日晚，应学院邀请，市场研究专家张弛老师为 MPM 学员作了一场

题为《从洞察到策略——如何做好市场研究项目的管理》的精彩演讲。讲座由

MPM 教育中心副主任樊瑛教授主持，2015 级近 30 名学员聆听了本次讲座。    

  张弛老师首先通过抗美援朝战

争中一个真实的事例，为我们讲述了

洞察的重要性，引入了本次讲座的主

题词——洞察。然后，张老师详细解

释了什么是消费者洞察，为什么洞察

是市场研究中的核心价值等问题，指

出洞察是对常识的突破，可以支撑决

策和行动，架起了当下事实和未来可

行性之间的桥梁。接下来，张老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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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市场研究的运作流程以及对于市场研究项目的管理，认为市场研究包括调研

范围的界定、定性研究及定量研究，而在整个流程中不同的环节，又有其独特的

目标、方法和产出。最后，张老师又为同学们指出了管理好一个市场研究项目应

该控制的关键节点以及控制方法。张弛老师的讲座中运用了一些真实案例和社会

现象生动地进行讲解，这些都深深吸引了学员们的兴趣，使得大家对理论知识加

深了认识和感受。 

 四、狄增如教授参加复旦大学 Fist 研究生课程教学项目 

11 月 1 日，狄增如教授参加了由乌杰教授领衔组织的复旦大学 Fist 研究生课

程教学项目，主题为系统哲学基本原理，作了主题为——复杂系统中的简单规律：

系统科学简介的学术报告。 

科科学学研研究究  

 一、狄增如教授一行应邀参加 2015 年默里-盖尔曼复杂性论坛 

11 月 28 日-30 日，2015 年默里-盖尔曼复杂性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该

论坛主题包括平衡和非平衡统计物理的相变和临界现象；社会、金融、生物等领

域中的复杂系统及相关统计物理问题；复杂网络结构、功能、动力学与大数据分

析；复杂网络的同步与控制分析；复杂网络上的传播动力学及演化博弈模型。我

院狄增如教授、王文旭教授、吴金闪副教授应邀参会并做题为“locating the source 

of spreading in complex networks”、“复杂网络传播溯源”、“广义投入产出关系的数

学描述及其应用”的邀请报告。 

 二、狄增如教授应邀参加系统科学论坛 

11 月 4 日，狄增如教授应邀参加了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系统

科学论坛，作了题目为 Locating the source of spreading in complex networks 的学术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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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狄增如教授应邀参加复杂系统小型研讨会 

11月 6日-8日，狄增如教授应邀赴韩国首尔大学参加了复杂系统小型研讨会，

围绕复杂网络和未来的科研合作开展了学术交流。 

 四、近期科研成果汇总 

1. Zhang, Peng; Wang, Futian; Wang, Xiang; Zeng, An*; Xiao, Jinghua.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plex networks with community structure. SCIENTIFIC 

REPORTS, 5, 17287, DOI: 10.1038/srep1728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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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Link prediction is a fundamental problem with applications in many 

fields ranging from biology to computer science. In the literature, most effort 

has been devoted to estimate the likelihood of the existence of a link between 

two nodes, based on observed links and nodes’ attributes in a network. In this 

paper, we apply several representative link prediction methods to reconstruct 

the network, namely to add the missing links with high likelihood of existence 

back to the network. We find that all these existing methods fail to identify the 

links connecting different communities, resulting in a poor reproduction of the 

topological and dynamical properties of the true network.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propose a community-based link prediction method. We find that 

our method has high prediction accuracy and is very effective in 

reconstructing the inter-community links.  

 五、学术讲座 

 主讲人 学术头衔 主持人 题目 时间 地点 

1 吴晔 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 崔晓华 
复杂系统统计规律与建

模 
11 月 4 日 217 

2 李江 系统科学学院，博士生 石永彬 金融网络中的风险传导 11 月 8 日 217 

3 樊瑛 系统科学学院，教授 崔晓华 
关于符号网络研究的一

些想法 
11 月 11 日 217 

4 李梦辉 
北京市科学情报技术研

究所、副研究员 
崔晓华 复杂网络的微观机制 11 月 18 日 217 

5 
LIM Yun 

Fong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

商学院副教授 
韩战钢 

SMU 运营管理博士项目

交流会 
11 月 24 日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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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彩彩生生活活  

 参观北京京东科技，探寻党支部发展新路 

为了解我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互联网公司，及企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更好地

构建学习型党组织，开拓学生党员的视野，系统科学学院研究生党支部于 11 月

28 日举行“参观北京京东科技、探寻党支部发展新路”活动，组织 30 名支部成

员前往北京亦庄的京东总部进行参观学习。  

活动中，首先由京东员工带领支部成员参观了京东总部部分区域，主要包括

办公区、会议区和休闲区，让学生党员了解到京东现代化的办公环境和日常活动。

接下来，学院 2015 届毕业生、现就职于京东金融的姚丽阳师姐为大家讲解了京

东的发展历程、企业架构和业务构成，同时重点介绍了京东金融下属的产品和风

控部门的日常工作，结合学院专业基础和特色，一一解答了同学们的困惑和问题。

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同学们了解到真实的职场、京东的企业文化和氛围以及互联

网金融的专业知识。之后，师姐带领支部成员在京东总部员工食堂就餐，让同学

们体验了公司的饮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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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这次的京东之行让支部成员对互联网企业的了解更进一步，也对

互联网金融的前沿发展动态有了更好的认知，有利于同学们做好职业规划。支部

成员纷纷表示，支部的建设应该向京东等一批创新型企业学习，同时，自身也深

刻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讲话的内涵精神，以及李克

强总理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