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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分  WBM 2011 会议日程 

 

注册   2011 年 9 月 24-25 日 
注册时间         日期                                                   地点 

14:00-18:00        9 月 24 日                                               易斯特酒店一楼大厅 

08:30-14:00        9 月 25 日                                               易斯特酒店一楼大厅 

 
 
 

2011 年 9 月 25 日，星期天，上午 
时间            活动                                                    地点：易斯特酒店 

08:45-09:00      开幕式         

09:00-09:40      特邀演讲 

The Development and Credit Rating of Asian Bond Markets 

演讲人：罗航（武汉大学） 

09:40-10:00      茶歇                                  

                           
  
 

2011 年 9 月 25 日，星期天，上午 

        
 
 

时间 活动          地点 

10:00-12:00 口头分会（part 1）                            易斯特酒店 

2011 年 9 月 25 日，星期天，中午 
12:00-13:30      午餐                                                    地点：易斯特酒店一楼 

 
 

 
2011 年 9 月 25 日，星期天，下午 

 
 
 

2011 年 9 月 25 日，星期天，晚上 
18:30-20:00 欢迎晚宴                                        地点：易斯特酒店一楼 

时间 活动          地点 

14:00-15:30 口头分会（part 2）                            易斯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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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一，全天 
 

 

时间 活动          地点 

08:00-17:00 会后武汉一日游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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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部分 特邀演讲 

特邀演讲：The Development and Credit Rating of Asian Bond Markets                                  

 
演讲人：罗航，武汉大学，中国 
时间：2010 年 9 月 25 日，09:00-09:40 
地点：易斯特酒店 

 

摘要： 

The broadening of overall bond market growth within emerging East Asia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corporate market demonstrate the opportunities that are increasingly available to investors in local 
bond markets. Total local currency corporate bonds outstanding grew by 20.3% year-on-year to reach 
$1.6 trillion in 2010, mainly driven by growth in the corporate bond markets of China, Viet Nam, 
Singapore, Indones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Growth in the region has been marked by improving 
maturity profiles for many individual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bond markets. This reflects improving 
structural fundamentals as lengthened duration will attract a greater diversity of investors. This 
presentation will shed ligh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redit rating of Asian bond markets, particularly 
Chinese bond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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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部分 口头报告 

口头分会 1：互联网技术与服务科学  

分会主席：吴忠才教授 湖南理工学院  
                                                                                     10:00-12:00, 9 月 24 日，星期六 

ID 题目 姓名 单位 

50469 Factors Influencing Enterprises on Introducing B2B platform FU 
Hsin-Pin 

National Kaohsiung Fir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0697 The Bullwhip Effect in Marketing E-business System and Its 
Control Strategy 

张 志勇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50445 Research on the Service models，Stakeholders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of Online Accounting Services 

CAI 
LIXIN 

Accounting School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50160 SaaS 模式在客户订单管理系统中的探究 李 皞 福建闽江学院 
50709 Collaborative Acquisition of Competitive Information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lliance 
李 敏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mp; 
Technology 

 

 
 

口头分会 2：企业管理与财务管理 

分会主席：吴忠才教授 湖南理工学院  

                          14:00-18:00, 9 月 24 日，星期六 

ID 题目 姓名 单位 

50447 网络金融营销的战略问题研究 赵 海军 广东商学院广东省电子

商务重点实验室金融电

子商务研究中心 
50596 基于 LMDI 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牛 晓耕 石家庄经济学院经贸学

院 
50396 电力企业集团国际化业务管控模式研究 张 勇 国网能源研究院企业管

理咨询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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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题目 姓名 单位 

50486 Thinking How to Promote Well-Performed Employees in Modern 
Organizations 

Tien 
Yun-Hsian
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50456 Study on the Interactive Marketing Model of SNS online 
Community 

刘 卓林 江苏南京理工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 
50266 Using MDS to find the crucial dimennsions of brand overlap Zhao 

HONG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

理学院 
50567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the Shanghai Stock Short-term Risk 

Complex Network 
张 鼎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50617 零售业的可持续供应链管理 郭 毅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50252 An empirical research of improving urban business area with 

logistics 
Wu 
Zhongcai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mp; 
Technology 

50234 Based on PRINCE2 framework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research 

安 慧 三峡大学 

50488 地方高校管理类学生评教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卢 君生 襄樊学院管理学院 
50347 
 
50562 

The Design of Quality Management Platform Based on WorkFlow 
Technology 
Improved LEC method for high-danger industries based on 
base-period standard 

Chen 
Xingxing 
石 玉凤 

Beijing Aerospace 
Control Centre (BACC)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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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部分 说明 

口头报告 

以下物品由组委会提供： 

 笔记本电脑（带有常用 office 软件） 

 投影仪 

 激光笔 

以下物品由作者自带： 

 PPT 或 PDF 文件 

持续时间说明： 

 口头报告：每篇文章为 15 分钟口头报告，5 分钟问答时间 

 特邀演讲：专家特邀演讲时间为 35 分钟，5 分钟问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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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 部分 旅游信息 

具体行程安排: 

8：00  接 团 

8:30——9:45 【武汉大学】被誉为“ 中国最美丽的大学”，环绕东湖水，坐拥珞珈山，校

园环境优美，风景如画。 武汉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百余年的风雨，百余年的磨砺，百余年的辉煌，传承了百年的辉煌，尽展

着名校风采。 

10:00——11:40 接着乘车（约 15 分钟车程）游览中国最大的城中湖【东湖】，东湖风景名

胜区位于武汉市城区的内环与中环之间，景区面积 73 平方公里，其中湖面面积 33 平方公里，

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还是毛主席在解放后除中南海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首先驱车环

游，欣赏辽阔的大东湖 38 平方公里浩瀚的水天一色的飘渺美景后，再入园游览【听涛】、【行吟

阁】 

12:00:——13:00 中餐； 

13:00——15:00【湖北省博物馆】该馆收藏历史文物达 20 多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640

余件，国宝 16 件。现陈列展出的有商周青铜器、楚国漆木器具、秦时竹简、郧阳猿人及长阳人齿

化石等。其中尤以曾侯乙墓编钟、元代青花四爱梅瓶、越王勾践剑、郧县人头盖骨、吴王夫差矛、

二十八宿天文图等藏品为稀世珍宝，最负盛名； 

15:00——17:00【汉口江滩】 游览“两江四堤八林带，火树银花不夜天” 中国最大的汉口

江滩公园，逛百年商业老街——江汉路步行街，欣赏中国近代史建筑博物馆——万国建筑群。 

 

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江城一日游！ 

 

http://baike.baidu.com/view/323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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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I 部分 酒店信息及联系方式 

关于酒店 

易斯特国际酒店致力于打造武汉第一家园林式五星级酒店，其占地 10 万平方米，酒店园林景观

环绕其间，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专业的管理团队为您在酒店的商务活动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 

 

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南路 19 号 

酒店主页：http://hotel.tw128.com/26463/index.shtml 

电话：86（27）59718888 

交通信息 

·天河机场: 45千米,90分钟路程 

·武昌火车站: 8千米,20分钟路程 

·武汉火车站: 20千米,40分钟路程 

·傅家坡长途汽车站: 8千米,20分钟路程 

请送我到： 
武汉市武昌区东湖南路 19 号易斯特国际酒店 
 
Please take me to: 
 
No.19 South Eastlake Road, Wuchang, Wuhan, Hubei, P.R.China 
 

 

WBM 2011组委会联系方式 

大会秘书：Ms. Wanyun Yu 

电话：15629085791 

电子邮件：wbm@scirp.org 
 

mailto:wbm@scir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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