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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与中国”国际学术会议 

征  稿  函 
 
 
举办单位：（联合举办）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跨国公司评论》杂志暨加拿大渥太华联合学院 

 
会议时间和地点：（大会分两部分举行） 

A：学术会议部分：2012 年 11 月 19-20 日；地点：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B：国际合作研究与 SCI/SSCI 期刊论文研讨会（可选择性参加）： 

2012 年 11 月 21 日-23 日；地点：长江三峡游轮（宜昌-重庆） 
 

1. 会议简介 

三十多年以来，中国为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一直坚定地进行大胆的改革，以满足人民的需要。

虽然仍被视为“新兴经济体”，但自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却作为“中美G-2”成员在世界经济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此背景下，此次在中国的中心位置—武汉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将

聚焦于中国及其它新兴经济体中政府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

迅速融入世界经济给全球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带来了巨大的新机遇，而这些却还未被完全认识到，

甚至有些被曲解。此次会议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跨国公司评论》杂志暨加拿大渥太华

联合学院联合举办。会议将汇集国内外专家，给企业家、政府官员与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分析和探讨如何最好地利用中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机遇。 

2. 顾问委员会 

 陈继勇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Karl Sauvant 博士, 哥伦比亚大学Vale可持续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创始人、知名专家 
 Oded Shenkar 博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Fisher商学院教授 
 余永定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博士生导师、《中国与世界经济》主编 
 赵穗生（Sam）博士，美国丹佛大学教授、《当代中国》主编 
 郑永年教授，国立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期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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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题发言人（待定） 

 Oded Shenkar 博士,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Fisher商学院教授 
 余永定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博士生导师，《中国与世界经济》主编 
 赵穗生（Sam）博士，美国丹佛大学教授 
 郑永年教授，国立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期刊主编 

4. 支持与协作单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Vale可持续性国际投资研究中心 
 欧盟跨国公司研究与发展中心 
 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分析中心 
 Economic Research and Policy Analysis, Industry Canada 
 中国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中国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中国武汉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5. 会议主题：跨国公司与中国（具体议题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全球战略与海外并购 
 中国企业的国际营销、人力资源与运营管理 
 跨国公司在中外的跨文化管理 
 全球化背景下的电子商务 
 全球化与农业发展 
 研发与创新管理的全球化 
 国际贸易与投资的理论与政策 
 国际创业与中小企业国际化 
 服务业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的商业伦理与可持续发展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与管理 
 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管理 

6. 会议安排（时间、地点、注册和语言） 

 学术会议： 
时间：2012 年 11 月 19（星期一）— 20 日（星期二）地点：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1 月 18 日（星期日）：会议报到与注册（9:00-22:00）；武汉市内观光（13:00-18:00） 
11 月 19 日 (星期一)：（9:00-18:00）- 20 日（星期二）上午（8:30-12：00）：主要议程 
11 月 20 日（星期二）（14:00-18:00）: 工厂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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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合作研究与SCI/SSCI 期刊论文研讨会（可选择性参加）： 
时间：2012 年 11 月 21（星期三）— 23 日（星期五） 
地点：长江三峡游轮（宜昌-重庆） 
11 月 20 日（18:00-22:00）：乘车前往宜昌，登船（豪华邮轮） 
11 月 21 日－23 日：合作研究与 SCI/SSCI 期刊论文研讨会； 

参观三峡大坝 (http://www.yangtzethreegorges.com) 
11 月 24 日上午 8 点：抵达重庆，会议全程结束。 

 报到地点和会议指定酒店： 
弘毅大酒店（武汉大学国际会议中心)（http://www.wdhy-hotel.com） 

地址：武汉市东湖路 136 号；电话：+86（0）27-6781 9888 
 会议语言：中、英文 

7. 会议出版物 

会议接受中、英文论文投稿。录用的论文将由《跨国公司评论》杂志以会议专刊出版，优秀英

文论文推荐给《当代中国》、《中国》等 SSCI 期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只限 1 篇（第二、三作

者论文不限）。 

8. 会议投稿 

所有论文均投至《跨国公司评论》编辑部（邮箱地址：tncr.special@gmail.com).每篇文章不得超

过 30 页（双倍行距，包括正文及参考文献、图表等。论文首页请注明论文题目、作者姓名、所

属单位及地址、联系电话及电子邮件地址等），论文详细格式要求与体例请参考以下网站：

www.tnc-online.net/page/guidelines/index.php 

9. 重要日程 

 论文投稿截止日期：2012 年 8 月 31 日  
 论文录用通知陆续发出日期：2012 年 6 月 1 日-9 月 30 日  
 论文录用截止日期：2012 年 10 月 15 日 
 会议举办日期：2012 年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0 日 
 国际合作研究与SCI/SSCI 期刊论文研讨会：2012 年 11 月 21 日-23 日（可选择性参加） 

10. 会议费用 

 参会代表会务费： 
每人 2000 元人民币/300 美元（2012 年 8 月 31 日前注册可享八折优惠，即人民币 1600
元、美元 240），含大会在武汉部分注册费、资料费、工厂参观费、会议往来酒店与会

场交通费以及 5 顿餐费；参会者往来武汉交通费、在汉食宿费用自理。所有会务费寄往

武汉大学，由武汉大学开具会议收据。 
 



4 
 

 论文版面费： 
每篇论文 1000 元人民币/150 美元（篇幅限 10 页之内, 超一页加收 300 元人民币/50 美

元），用以支付评审、编排、出版、索引等相关费用。由武汉大学收取并出具会议收据。 
 SCI/SSCI期刊论文投稿研讨会费用（与会者可选择性参加）： 
每人 4300 元人民币/680 美元，含研讨会费用，参观三峡大坝及游览三峡的费用（含四

星级邮轮及船上三天四夜食宿，两人合住标准间。如果需单间或房间升级，基于预定时

的舱位情况可以考虑，但费用可能加倍）。 

11. 会议秘书处 

 吴先明：武汉大学跨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论坛组委会秘书长 
 江 风：《跨国公司评论》杂志执行主编，论坛秘书处海外负责人 
 杨艳琳：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论坛组委会副秘书长 
 刘学元：武汉大学企业优化研究中心主任，论坛组委会执行秘书长 
 袁 泉：渥太华联合学院副院长、论坛秘书处海外执行负责人 
 雷 昊：武汉大学企业优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论坛组委会外联负责人 
 赵奇伟：武汉大学跨国企业研究中心副主任，论坛组委会内联负责人 

12. 会议网站与联系方式 

• 会议网站：有关会议的最新信息，请随时注意以下会务网站更新：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会务网站：http://ems.whu.edu.cn/trc；《跨国公司评论》网站：www.tnc-online.org   
• 会议联系人：如您对本届会议有何疑问或建议，请随时与以下人员联系：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珈山，邮编：430072）刘学元副教

授 （电话：+86 27 6875 3083；电子邮箱: x.liu@whu.edu.cn）或 雷昊博士 （电话：

+86 27 6875 3075；手机：+86 186 27883588；电子邮箱: haolei@whu.edu.cn） 

 会议投稿联系人：《跨国公司评论》网站：www.tnc-online.org 
地址：58 Rideau Heights Dr. Ottawa, ON K2E 7A6 Canada  
Professer Jennifer Ma (Email: sino@tnc-online.org) 

 
 

[注：此件系根据武汉大学雷昊、刘学元教授 2012 年 2 月 26 日稿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