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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经济学部
       概   况

经管学部通过
中国高质量MBA教育认证 

天津大学在经管学部
设立宣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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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
资讯

2015
学部

资讯

经管校友与国内外业界专家深度交流

经管学部校友会
召开工作会议

Way to Dream |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 Way to Dream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常州校友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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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经济学部常州校友座谈会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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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以

来，天津大学经管

学部坚持智力援疆，

至今举办新疆干部

培训班35期，布

尔津县干部培训班

8期，学员遍布新

。疆大部分地区。

春风化雨，知识播撒边疆
听取反馈，学部深度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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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海棠春意浓，同叙经管校友情 
经管学部海棠季·金融从业校友沙龙

校友思享——传统产业如何借力移动互联网

李树茁,经管学部校友，经管学部校

友会副会长，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

策和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口

与发展研究所所长，人口与社会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老龄与健康研究中心联合

主任，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兼

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与社会可

会公平和性别平等视角研究中国社会会公平和性别平等视角研究中国社会转

型中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发展领域的重大

人口、社会和公共管理问题。

持续发展、公共政策分析与评价，从社

听著名校友李树茁
谈西部中国的研究和实践

Way to Dream |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 Way to Dream

2015年4月4日，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在25楼A区512举行了“海棠季·金融从业校友沙龙”。经管学

部主任张维、副书记施亮星、经管学部老师任达、张小涛等出席了此次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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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校友沙龙完美落幕,
经管校友说好幸福！

工管北京校友会成立周年再襄义举 

Way to Dream |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 Way to Dream

2015年1月10日下午15：00，经管学部校友会成立后的首期校友沙龙——“粤港澳校友沙龙”在深圳市学

苑宾馆第一报告厅举行。经管学部主任、著名金融工程专家张维教授，牛津大学塞德商学院金融学专家John 

Hoffmire约翰·霍夫曼及多位知名校友出席了此次主题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影响分析及应对策略”

的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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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无名者的记忆 
经管校友秦晓宇携《我的诗篇》走进天大

经管学部聘请校友担任业界导师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 Way to DreamWay to Dream |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学部校友师生行千里，赴马寅初校友故乡做公益 

天津MBA、EMBA第五期创业交流会圆满成功 经管学部EMBA同学会

“关爱留守儿童，播洒爱心公益”

2014年12月10日，原国家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受聘成

为业界导师。

2015年6月6日，“一年级毕业

礼”上，学部聘请校友和业界贤达

成为业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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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学部校友返校时间轴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当年一转眼，别过多少年。



三十载再归母校 双甲子难忘师恩

记 记 1985级工业管理工程

专业乙班返校

经管学部81级工业管

理工程专业和基本建

设管理工程专业学子

回家

Way  To  Dream
三十周年返校 校友返校

情系双甲 重聚天大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 Way to DreamWay to Dream |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重回北洋园 共叙同窗情
记 91级基本建设管理专业校友返校参观交流

情系经管，共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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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1991级技术与经济系校友返校参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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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往昔情，传承北洋魂
记 2000级工程管理专业1班校友返校参观交流

十年相思，一朝欢聚，北洋园内话青春

巍巍北洋双甲子，霭霭花堤归校园 记   2001级工业

工程毕业生返校

记 2001级财务管理专业校友返校交流会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 Way to DreamWay to Dream |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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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十年信管情谊，再聚首共话青春 十载分别情不灭，今朝重聚庆元旦

十载春光，不负韶华

旧时不再，同窗不改

Way to Dream |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 Way to Dream

（本次校友返校志愿者：李赋薇、信管学会（筹）：肖雨婷、章一丹、冉旭东、吴卿仪、尹瑛泽、左欣怡、杨巳煜、李雅迪。）

Way  To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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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主任向捐赠校友颁发证书

校友傅德铭捐赠

庆天大120周岁生日，海内外经管校友欢聚一堂
       10月1日拉开的天津大学120周年校庆序幕已是精彩纷呈。下午15点以“欢聚会·年代情”为主题的管理与经济学部校友大

会，在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隆重举行。

历届领导分享感言

创业导师合影

校友于鹏洲     校友赵宏亮

发言的是：校友孙利国     校友李富兰

25  Way to Dream |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 Way to Dream



Way to Dream |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天大经管学部校友期刊 | Way to Dream

楼   座

图 书 馆

报 告 厅

教室说明表室说明表

专业实验室说明表室说明表

实 验 室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校友会捐赠倡议

Way  To  Dream
ALUMNI  DONATIONS 校友捐赠






	0 封面封底
	1 封2
	10 时间轴
	11 校友返校1
	12 校友返校二十年
	13 十周年返校1
	14 十周年2
	15 校庆专题1
	16 校庆专题2
	17 捐款倡议
	18 捐款倡议2
	3 目录
	4 学部资讯1
	5 学部资讯2
	6 校友活动1
	7 校友活动2
	8 校友活动3
	9 校友活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