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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事业: «管理学季刊» 学术创业
三年

□ 李新春　 徐二明　 李　 垣　 李海洋①

( «管理学季刊» 创始人、 首届联合主编)

①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ꎬ 季刊编辑部主任朱沆教授、 办公室秘书温舒婷以及季刊公众号编辑叶文平博士提供

了有关数据和资料ꎬ 在此一并致谢!

　 　 摘　 要: 机缘成熟、 梦想和使命交汇ꎬ 绘出了 «管理学季刊» 的创刊愿景: 聚

集全球一流的管理学者ꎬ 致力于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ꎬ 尤其在战略、 创新

创业和组织领域打造一个一流的中文期刊ꎬ 成为推动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的重要平台ꎮ

超越校办刊物的思路ꎬ 将专业领域诸多学者之前分散的努力汇聚起来形成学术共同

体ꎬ 创办一个开放共享的高质量期刊平台ꎬ 成为 «管理学季刊» 的创刊宗旨ꎮ 不经

意间ꎬ 这与我们这个万物互联的平台和创新经济时代完全契合了ꎬ 季刊很幸运地踏

着时代的节拍前行ꎮ 本文回顾了这一学术创业起始的三年历程ꎬ 编委、 作者和评审

人以及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和努力ꎬ 朝向一流质量、 科学严谨、 国际规范、 本土

创新、 中国贡献的目标迈进ꎮ 这是一个共同的事业ꎬ 一个由使命、 共识和学术责任

担当所铸就的事业ꎮ

关键词: 管理学季刊ꎻ 学术创业ꎻ 学术共同体

转型经济、 新兴经济体ꎬ 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ꎬ 这几个概念大致刻画出了中

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光辉历程ꎮ 其中ꎬ 面向企业实践的管理学研究和教学在这

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ꎮ 中国商学院的快速成长、 从管理知识的引进学习到

“走出去” “请进来” 的国际交流合作ꎬ 以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面向本土管理知识创

新以及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自觉和抱负ꎬ 都意味着管理学科的繁荣发展是我们在这

个时代的重要机遇和追求ꎬ 同时ꎬ 我们也面临着本土管理学学术创新走向全球化和

做出中国独特贡献的挑战ꎮ

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一个简单标志是其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平台的建构ꎬ 尤其是

学术期刊的发展ꎮ 学术期刊是学科交流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指向ꎮ 在过去四十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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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ꎬ 如 «管理世界» «经济

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管理科学学报» 和

«中国工业经济» 等对中国管理学科的发展发挥

了很大作用ꎮ 实际上ꎬ 国内大多数管理学者都

是通过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开始其学术事业

的ꎮ 尽管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

论文不断增加ꎬ 但本土中文期刊则似乎更多地

承载着发展中国本土管理学知识创新的使命ꎬ

这些期刊的贡献功莫大焉!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

机以来ꎬ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地位明显上

升ꎮ 新技术、 全球化经济、 国际社会和政治环境

的复杂性也给企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ꎮ 这意味

着对管理学知识体系和理论创新的要求更加迫

切ꎬ 因应时代的要求ꎬ 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学者

在这一轮管理学知识创造中也理应做出更大的贡

献ꎮ 同时ꎬ 随着全球管理学者对中国经济和管理

实践的重视ꎬ 可以预计ꎬ 中国管理学者以及关注

中国问题和管理实践的研究将面临着很大的发展

机会ꎮ 相对于这一发展前景ꎬ 我们的学术平台尤

其是学术期刊的发展似乎显得供给不足ꎬ 且存

在结构性问题ꎮ “供给不足” 是指高水平的学术

期刊太少ꎬ 严重落后于学术创新发展的需求ꎻ

而 “结构性问题” 则表现为ꎬ 现有的学术期刊

大多专业化不足ꎬ 定位比较宽泛ꎬ 在规范性和

严谨性上也都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ꎮ 这也使得

国内学者更愿意把自己的优秀学术成果投向具

有较好声誉的国际期刊 (虽然这些期刊可能缺

乏对中国问题和实践的深刻把握)ꎮ 因此ꎬ 缺乏

高质量、 专业化、 规范性的学术期刊是制约我

国管理学学术创新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要素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ꎬ «管理学季刊» 于 ２０１６

年正式创立ꎬ 我们带着一种使命感开始创业ꎮ 本

文将记录我们创刊三年的历程和感悟ꎬ 带着感恩

之心ꎬ 将创业初心和愿景与诸位同仁分享ꎮ

一、 初创的印记: 梦想和机缘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的一天ꎬ 莱斯大学的李海洋教

授到天津大学开会ꎬ 晚上在天津水晶宫饭店与

北京大学的路江涌教授和南京大学的贾良定教

授饭后茶聚ꎮ 闲聊间ꎬ 海洋教授提议想创办一

个战略管理方面的学术期刊ꎬ 江涌和良定教授

也对中国管理学学术发展怀揣梦想和憧憬ꎬ 于

是ꎬ 大家一拍即合ꎬ 意气风发ꎬ 直至深夜仍谈

兴不减ꎬ 并为未来的期刊命名 «战略与组织学

报»ꎮ 第二天ꎬ 海洋教授与张燕教授商讨创办学

术期刊的想法ꎮ 张燕教授马上建议ꎬ 应该和当

时还在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担任院长的李垣

教授进行联系ꎮ 这其中有一段因缘ꎮ 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于 ２００６ 年创办的 «中大管理研究»

(以书代刊) 发展已近十年 ( ２０１２ 年 入 选

ＣＳＳＣＩ 来源集刊目录)ꎬ 当时也正在考虑ꎬ 如何

改变以往院办杂志的思路ꎬ 探讨新的发展模式ꎮ

有意思的是ꎬ 在海洋与江涌、 良定教授商谈创

办期刊之前ꎬ 中山大学李新春教授也正在与李

垣和徐二明教授 (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 一起

探讨ꎬ 是否可以基于 «中大管理研究» 的改刊ꎬ

多校合作创办一个高水平的战略管理与创新研

究的专业期刊? 正是机缘巧合ꎬ 张燕教授事先

从李垣教授那里得知这一想法ꎬ 于是ꎬ 她极力

促成两边合作一起来创办新的期刊 (张燕教授

的功劳不可忽视!)ꎮ 这样ꎬ 两边的想法不谋而

合ꎬ 一个新的学术 “创业” 思路呼之欲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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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确定的是ꎬ 国内的学术发展有着创立

一个专业化、 与国际接轨的中文学术期刊的必

要ꎬ 尤其是在战略管理、 创业创新和组织领域ꎮ

近年来ꎬ 已有不少以书代刊的尝试ꎬ 包括中国

人民大学徐二明教授创办的 «战略管理»、 南京

大学创办的 «南大管理评论» 以及中山大学创

办的 «中大管理研究» 等ꎬ 同时ꎬ «管理学报»

«外国经济与管理» 等刊物也在大力推进中国管

理研究和与管理实践之间的对话ꎮ 但管理学期

刊的专业化发展还有较大改善空间ꎬ 同时ꎬ 由

管理学者来共同推进发展的期刊还基本上没有ꎮ

类似于美国战略管理学会的会刊 ＳＭＪꎬ 我们最

初希望定位于战略与组织ꎬ 所以取名 «战略与

组织学报»ꎬ 后来ꎬ 鉴于战略管理与创新创业的

日益融合ꎬ 我们认为还是将定位适当放宽ꎬ 把

创新创业的研究也纳入期刊的主要方向ꎬ 并由

此提出创办 «管理学季刊» 的思路ꎮ

一段机缘成熟的聚会和梦想的交集ꎬ 成就

了最初的愿景: 聚集全球一流的管理学者ꎬ 致

力于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ꎬ 尤其在战

略、 创新创业和组织领域打造一个一流的中文

期刊ꎬ 成为推动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的重要平台ꎮ

超越校办刊物的思路ꎬ 将专业领域诸多学者之

前分散的努力汇聚起来形成学术共同体ꎬ 创办

一个开放共享的高质量期刊平台ꎬ 成为 «管理

学季刊» 的创刊宗旨ꎮ 不经意间ꎬ 这与我们这

个万物互联的平台和创新经济时代完全契合了ꎮ

我们很幸运地踏着时代的节拍前行ꎮ

二、 扬帆起航

经过近半年的酝酿、 磋商与协调ꎬ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９ 日ꎬ «管理学季刊» 创始会议在上海交通

大学中心校区一幢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召

开ꎬ 季刊从这里启航ꎬ 似乎有着某种历史感、

时代感和使命感的融合ꎮ 李垣、 徐二明、 李新

春、 李海洋、 贾良定、 梁建、 辛宇和季刊编辑

部朱沆参加了此次筹备会议ꎮ 会议正式确定了

由十七位海内外华人教授专家组成第一届编委

会ꎬ 并由李新春、 徐二明、 李垣和李海洋担任

创始联席主编ꎬ 来自美国莱斯大学的李海洋教

授则将国际一流期刊的经验和标准带进办刊过

程中ꎬ 这是一个全球华人管理学者组成的 “战

队”ꎮ 经过深入讨论ꎬ 会议明确了季刊的聚焦领

域ꎬ 并提出 “打造战略、 创新创业和组织管理

领域的一流中文学术期刊” 的战略定位ꎮ 会议

还借鉴国际期刊的成熟做法确定了季刊的评审

制度———即由专业领域编辑主持双匿名评审ꎬ

再由联席主编最终决定是否接受并定稿ꎮ 根据

编委们推荐的人选ꎬ 会议讨论并确定了由来自各

大高校的七十余位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审稿专家

委员会ꎬ 作为保证评审质量的基础ꎮ 坦率地讲ꎬ

很少有国内的期刊拥有这样一个专业的、 多元化

的、 来自全球的一流学者组成的编审队伍ꎮ 季刊

的事业从一开始就会聚了这样一批有理想抱负、

有全球眼光和专业水平ꎬ 更有奉献精神的编委团

队和审稿队伍ꎬ 这支近百人组成的队伍怀揣梦想

开始了一个艰难但充满希望的事业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 «管理学季刊» 在 ２０１６

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 ( ＩＡＣＭＲ) 杭州双年

会上举行首发仪式ꎮ 仪式由联席主编徐二明教

授主持ꎬ 联席主编李新春教授介绍了季刊的成

立过程与目标定位ꎬ 并与联席主编李垣教授、

李海洋教授分别就家族企业与创业、 创新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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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研究的前沿话题发表了讲演ꎮ 张燕教授作为

ＳＭＪ 的副主编ꎬ 一直非常关注并积极支持季刊

的发展ꎮ 她通过 “如何做高质量的战略管理研

究” 的报告主题ꎬ 期望提升中国管理研究在国

际学术界的贡献ꎬ 支持 «管理学季刊» 的发展ꎮ

季刊的发布得到广大学者和博士生、 研究生同

学的支持ꎬ 会场气氛热烈ꎮ 刚从出版社印刷厂

赶制出来的季刊还透着油墨的香味ꎬ 打开第一

篇文章ꎬ 就是国际著名组织行为学者徐淑英教

授的开篇文章 «商学院的价值观和伦理: 做负

责任的科学»ꎮ 徐老师给予季刊厚望ꎬ 以学术研

究者的责任和良心为主题ꎬ 讨论管理科学研究

的方向和未来ꎬ 尤其是商学院的学术制度和学

术规范ꎮ 季刊以此文为开端ꎬ 也旨在为季刊奠

定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ꎬ 为社会做 “负责任的

科学”ꎬ 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中国走向世界

的学术担当ꎬ 徐老师的首篇名家专稿为季刊确

立了方向ꎮ 有趣的是ꎬ 作为季刊首篇以及三年

后 (２０１８ 年) 最后一期 (本期) 的名家专稿都

是徐淑英老师的文章ꎬ 本期名家专题 «负责任

的商业和管理研究愿景»ꎬ 则更进一步阐释和明

确了 “负责任的商业和管理研究” 的内涵和意

义ꎮ 这一前后呼应ꎬ 既是巧合ꎬ 也是季刊一以

贯之地对中国管理研究的方向和使命的关切ꎮ

三、 健康成长

创刊三年ꎬ 时光匆匆ꎮ 过去三年ꎬ «管理学

季刊» 开始了新创事业充满挑战和希望的航程ꎬ

在全体季刊人 (编委、 编辑部、 审稿人、 作者、

读者) 的共同努力和呵护下快速成长ꎬ 在社会

的关爱支持和肯定中坚定信心获得力量ꎬ 在共

同的事业奋斗中发现季刊的使命和未来ꎮ

出版三年来ꎬ 季刊的投稿领域越来越聚焦ꎬ

投稿质量不断提高ꎮ 一流期刊的定位和严苛的

录用要求拒绝平庸ꎬ 与作者一起打造一流的稿

件ꎮ 季刊的发行量亦稳步提升ꎬ 在每期保持邮

寄赠阅约 ２０００ 册的基础上ꎬ 出版社仍然公开发

售了约 ４６００ 册ꎮ

２０１７ 年季刊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来源集刊目录ꎮ 截至目前ꎬ

季刊刊文在知网上已有 ９０４０ 次下载ꎬ 这还是在

电子版滞后半年ꎬ 集刊检索不便的情况下取得

的成果 (目前我们对电子版的及时上线和集刊

检索做了改进)ꎮ 通过邮寄推荐ꎬ 季刊已成为

２００ 多位商学院领导和权威学者的案头学术刊

物ꎬ 也是 ９２ 家高校图书馆订阅的专业刊物ꎮ

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趋势ꎬ 季刊推出了微信

公众号ꎬ 与期刊同步服务学术社群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 “管理学季刊” 公众号正式上线ꎬ 公众

号不仅同步推送期刊信息ꎬ 还着眼学人所需ꎬ

推出周雪光专栏、 莱斯燕语专栏等学者专栏、

海外博士观察、 攻克论文写作难关等栏目ꎬ 促

进学术社群内学术精神的弘扬、 研究经验的传

播ꎬ 以及资源与信息的分享ꎬ 受到了社群同仁

的热烈欢迎ꎮ 借助于公众号ꎬ 将季刊的编委与

作者、 读者联系起来ꎬ 传播知识、 交流学术ꎬ

已然成为季刊纸媒之外的重要数字化学术交流

平台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季刊公众号

的关注量为 ５０９３３ 人次ꎬ 关注群体主要为高校

人文社科教师及博硕生ꎮ 其中ꎬ 海外有近 ２５００

人关注ꎮ 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推出至今ꎬ 公众号已推

送约 ５５０ 篇文章ꎬ 其中公众号标注原创文章占

比约 ４２％ꎬ 文章单篇点击率最高达到 ３００００ 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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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月互动次数 １２９９７７ 次ꎬ 互动人数 ９０６１２

人ꎮ 公众号作为季刊与读者日常沟通的平台ꎬ

已成为国内关注度最高的管理类学术公众号之

一ꎬ 深受关注者的好评ꎮ

四、 共同的事业与奉献

季刊创办三年来ꎬ 已经成为战略、 创新创

业和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中文期刊ꎬ 其刊

发文章的质量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ꎬ 得到学界

的高度认同ꎮ 如何取得这一进步? 归结起来ꎬ

大概只能用两个词来表达ꎬ 就是 “共同的事业”

和 “奉献精神”ꎮ

(一) 共同的事业

第一届编委联席主编 ４ 位ꎬ 领域编辑 １４ 位ꎬ

分别来自 １６ 所全球一流的商学院 (其中 ６ 位来自

海外和香港地区)ꎬ 在各自的领域具有领先的专

业学术水平ꎮ 此外ꎬ 还有一支由 ７７ 人组成的审

稿队伍ꎬ 其中ꎬ 海外审稿专家 ２２ 人ꎬ 国内 ５５

人ꎬ 涉及国内 ４０ 所、 国外 ２１ 所商学院ꎮ 每一期

刊物由一位联席主编和三位领域编辑共同组成责

任编辑团队ꎬ 与编辑部几位老师以及经济管理出

版社一起ꎬ 共同努力ꎬ 从约稿、 审稿到编辑出版

发行ꎬ 完成了每年四期、 每期 ７~８ 篇文章的及时

发表ꎮ 正是大家的共同努力ꎬ 季刊在短短三年之

内得以健康茁壮地成长ꎮ 有趣的是ꎬ 在过去三

年ꎬ １８ 位季刊编委中ꎬ 有多位获得国家级荣誉和

奖励ꎬ 其中ꎬ 有四位获聘青年长江学者ꎬ 一位获

得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ꎬ 一位入选国家 “万人

计划”ꎮ 季刊有幸与学者共同成长①ꎮ

(二) 奉献精神

季刊将与作者共同成长视为自身对学术共

同体的贡献ꎮ 季刊借鉴国外优秀学术期刊的做

法ꎬ 突出编委的专业服务ꎬ 在稿件编审流程中ꎬ

由编委挑选专业的评审人ꎬ 并亲自给作者写回

复信ꎮ 编委与评审人以充分发掘稿件潜力为宗

旨ꎬ 认真对待每一篇稿件ꎬ 致力于帮助作者提

高研究水平ꎬ 在学科发展上形成共同话语并建

立研究规范ꎬ 为推动相关领域学术共同体的发

展做出贡献ꎮ 在稿件评审过程中ꎬ 编审专家并

不是简单地筛选出优秀的稿件ꎬ 而是致力于发

现有潜力的研究ꎬ 通过 “修改和再提交” 的过

程来帮助作者完成高质量的研究ꎮ 即使有些稿

件还不具备改进潜力 (ｄｅｓｋ ｒｅｊｅｃｔ)ꎬ 编委和初

审专家仍然会给出学术建议ꎻ 对于有改进机会ꎬ

但还达不到送审要求的稿件也都会给予作者细

致的反馈ꎬ 请作者修改完善之后再重新提交ꎮ

季刊同时也拥有许多非常专业和投入的评

审人ꎬ 这些活跃在研究前沿的学人专业和认真

的评审ꎬ 与高水平学者的编辑工作共同构成了

本刊的特色和核心竞争力ꎮ 审稿专家们充分体

谅了一个新期刊的创业困难ꎬ 在繁忙的工作中

优先安排审阅稿件ꎬ 并在较短时间内给出专业

细致的意见ꎮ 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认真阅读

送审稿件ꎬ 及时给出专业细致的评审意见ꎬ 为

稿件的改进和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ꎮ 据统

计ꎬ 季刊平均的审稿周期为 ２０ ９５ 天ꎬ 这应该

① 此外ꎬ 季刊还有一个高效率的编辑部ꎬ 中山大学的几位年轻老师组成了强有力的团队ꎮ 朱沆、 辛宇、 张书军、 李炜文、 秦昕

在其教学科研之外ꎬ 几乎是无偿地为季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ꎬ 紧张、 细致而认真地工作ꎬ 和出版社的编辑一起ꎬ 保证了季刊每一

期的编辑处理和定期出版发行等工作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一位年轻的博士生叶文平几乎是单枪匹马承担了季刊公众号的编辑和发布工作ꎬ
将季刊公众号一手打造成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平台ꎮ 尽管现在他已走上教师岗位ꎬ 仍然愿意抽时间承担此项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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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短于国内外一般学术期刊的审稿和反馈意

见的时间ꎮ 同时ꎬ 还需要在较短时间内给予细

致的反馈意见ꎬ 这就更加不容易了ꎮ 在 ２０１６

年ꎬ 共有 ３６ 位评审专家参与季刊文章的评审ꎬ

一共提出审稿意见 ２９０ 条 (平均每篇送审文章

有 ６ ７ 条)ꎻ 在 ２０１７ 年ꎬ 共有 ４７ 位评审专家参

与季刊文章的评审ꎬ 一共提出审稿意见 ４０７ 条

(平均每篇送审文章有 １２ ７ 条)ꎻ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 共有 ５１ 位评审专家参与季刊文章的

评审ꎬ 一共提出审稿意见 ４２７ 条 (平均每篇送

审文章有 １５ ８ 条)①ꎮ 季刊感恩于这些优秀评审

专家们的杰出贡献ꎬ 特设立 “最佳评审人” 这

一奖项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季刊各评选出 ８

位最佳评审人)ꎮ 正是这些审稿人默默无闻的奉

献ꎬ 才成就了今天的季刊ꎮ

五、 打造一流期刊: 在路上

(一) 高端定位、 国际标准

季刊创办伊始ꎬ 就将打造战略、 创业创新

与组织管理领域一流学术期刊作为长远发展目

标ꎬ 矢志成为推动中国管理研究创新的重要平

台ꎬ 提出以聚焦战略 (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专业

化 和 国 际 化 编 委 团 队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ｍ)、 严谨的评审流程 (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ｏｃｅｓｓ) 和发展导向的评审文化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作为其价值原则的四大支柱ꎮ

季刊追求高质量ꎬ 重视评审流程的严谨性ꎬ

为保证质量和严谨性ꎬ 从严格审稿程序入手ꎬ

做到了如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双盲评审 (ｂｌｉ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ꎮ 作者不知道评审人是谁ꎬ 评审人也不

知道所审文章的作者是谁ꎬ 编辑部为此订立了

保密责任制ꎮ ②由专业的领域编辑挑选评审专

家 (通常兼有国内和国外的评审专家ꎬ 并实行

同校回避原则)ꎮ 为了隔离私人关系的干扰ꎬ 领

域编辑不与作者直接沟通ꎬ 而是由编辑部来转

达ꎬ 作者有具体问题要咨询领域编辑也需要通

过编辑部ꎬ 以此提高领域编辑对稿件做决定的

客观性和公平性ꎮ ③领域编辑对所评审的文章

(通常在修改完善之后) 可以做出 “接受发表”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的建议 (这个建议仅通知编辑部

和主编)ꎬ 但是最终 “接受发表” (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需要得到季刊主编的审核同意ꎮ 如果

作者的修改不能达到主编的要求ꎬ 文章仍有可

能会被拒绝ꎮ ④所有评审过程 (包括领域编辑、

评审专家、 评审进展过程以及责任主编的名单

等) 都会在编辑部内网上实时公开ꎬ 以求做到

评审过程的透明性和公正性ꎮ

(二) 名家支持、 思想领先

季刊从首期开始ꎬ 就开辟了一个具有思想

性和引领性的名家专题栏目ꎬ 这是季刊的一个

重要特色ꎬ 不仅体现了这些名家对季刊的支持ꎬ

更重要的是ꎬ 我们希望这些名家文章能给读者

提供整体性的、 前瞻性的研究视角ꎮ 目前已经

发表文章的名家学者 (按发表时间先后) 包括

徐淑英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ｔｅ Ｄａｍｅ)、 陈明哲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李海洋和张燕 (Ｒｉｃ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ｄｅｄ Ｓｈｅｎｋａｒ (Ｏｈｉ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陈 晓 萍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Ｓｅａｔｔｌｅ )、

① 投稿作者们给予季刊的编审流程较多肯定ꎬ 不少作者称赞初审修后重投的流程设计 (对有潜力但尚未达到外审要求的文章ꎬ
季刊反馈初审小组意见ꎬ 并给予一次修后重投机会)ꎬ 认为季刊主编、 领域编辑和外审专家共同反馈意见也更有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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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ｉｇｅ Ｍａｋｉｎ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郑伯埙 (台湾大学)、 彭维刚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Ｄａｌｌａｓ) 和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等 (见表 １)ꎮ 高水平学者或回顾自

己的研究历程ꎬ 给后来者提供启发ꎬ 或全览并

评论一个领域的学术进展ꎬ 每一篇名家专稿都引

起了广泛关注ꎬ 在管理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ꎮ

(三) 做专做细

为汇集某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ꎬ 季刊瞄

准学科发展前沿ꎬ 针对重大科学和实践问题ꎬ

特邀领域带头人策划并出版了三期影响力较高

的专刊ꎬ 分别为: “中国家族企业的创新与国际

化” 专刊 (刊发于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第 ４ 期)ꎬ “经

济转型下的社会网络与创业” 专刊 (刊发于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ꎬ “中国管理学研究向何处去?”

专刊 (刊发于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ꎬ 三辑专刊共刊

发理论文章与研究论文 １０ 篇ꎬ 引起学界广泛关

注 (见表 ２)ꎮ

表 １　 «管理学季刊» 名家专栏文章列表

刊期 文章题目 作者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第 ２ 期

«商学院的价值观和伦理: 做负责任的科学» 徐淑英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学术创业: 动态竞争理论从无到有的历程» 陈明哲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情境化知识与普适化理论的有机结合———探索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之道» 李海洋、 张燕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究» Ｏｄｅｄ Ｓｈｅｎｋａｒ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实验之美: 简单透彻地揭示因果关系» 陈晓萍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日本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绩效: １９９１~２０１４ 年» Ｓｈｉｇｅ Ｍａｋｉｎｏ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家长式领导之回顾与前瞻: 再一次思考» 林姿葶、 郑伯埙、 周丽芳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制度转型、 企业成长和制度基础观» 彭维刚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理论化历史进程: 对中国管理的启示»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ａｒｑｕｉｓ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负责任的商业和管理研究愿景» 徐淑英

表 ２　 «管理学季刊» 特刊刊发情况

刊期 特刊主题 特刊主编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中国家族企业的创新与国际化

李新春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陈凌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储小平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朱沆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经济转型下的社会网络与创业

任兵 (南开大学商学院)
于晓宇 (上海大学商学院)
杨俊 (南开大学商学院)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中国管理学研究向何处去? 李海洋 (Ｊｏｎｅｓ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Ｒｉ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待刊 “一带一路” 与企业战略选择

马旭飞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王永贵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
李炜文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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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刊以引领中国管理学和战略、 创业创新

等领域的学术发展为己任ꎬ 积极推动相关前沿

问题的讨论与学术活动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ꎬ 借

ＩＡＣＭ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举办之机ꎬ 季刊在华

中科技大学举办了 ２０１７ “中国管理学研究向何

处去” 学术论坛ꎮ 季刊联席主编李海洋ꎬ 编委

沈伟、 贾良定、 梁建ꎬ 知名学者陈昭全、 周雪

光、 樊景立等应邀出席ꎬ 围绕论坛主题专家们

结合研究环境或自身研究体验畅谈了自己的观

点ꎬ 并与与会的学界同仁展开热烈讨论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ＩＡＣＭＲ 双年会期间ꎬ 结合当前学术热

点ꎬ 季刊举办了 “企业家精神” 专题学术讨论

会ꎬ 邀请张玉利教授、 魏江教授和贾良定教授

发表专题讲演ꎬ 吸引了大批学者到场ꎮ

六、 共创未来

三年只是一个短短的启程ꎬ 未来任重道远ꎬ

打造一流期刊和做负责任的研究使命 “在路

上”ꎮ 我们对未来充满期望ꎬ 信心坚定ꎮ 由南开

大学张玉利教授、 莱斯大学李海洋教授和上海

交通大学井润田教授组成的新一届主编团队已

严阵以待ꎬ 即将踏上季刊发展的下一个征程ꎬ

将带领季刊走向新的辉煌ꎮ 同时ꎬ 季刊将设立

由国内外 ２０ 位著名学者组成的第一届季刊学术

委员会ꎬ 为进一步提升季刊的学术水平和影响

力而做出贡献ꎮ 此外ꎬ 还将设立季刊战略发展

委员会作为季刊的治理机构ꎬ 为季刊的持续发

展、 组织运作ꎬ 以及编委会更新换届等提供制

度保障ꎮ

最后ꎬ 感恩所有支持帮助季刊的同仁! 感

谢所有关心关爱季刊发展的朋友! 希望有更多

的研究者、 管理实践者和决策者、 同学加入这

个平台ꎬ 共同探讨和支持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创

新和实践问题ꎮ 中国管理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大

家的共同努力、 共创未来ꎬ 季刊期望为此做出

自己的一份贡献ꎬ 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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