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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校友风 》的编者要我写序。我曾倡导把校

友们的成就业绩记录在案，使新型一代工商管理者们的风采让世人共赏，

从而推动未来工商管理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创新

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我欣然提笔为《校友风彩》作序。

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创办20多年来，一直努力推动中国MBA教育

改革，致力于为优秀的经济建设实践者们创造继续学习的平台。在实践中

创新，在创新中提高，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经验武装学

员。学院培养造就了万名计的工商高管人才，有的已走上了省级领导岗

位，有的是大型企业的管理骨干，有的自主创业成为民营企业家，有的是

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要员……

校友们创造的业绩，也是学院的宝贵财富，标志着学院办学的成果，

学院为优秀校友而骄傲。定期编汇《校友风彩》是把教学资源变教学价

值，让学院和全体校友共享，发挥交流共进的作用。同时，也会激励在校

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期待《校友风彩》能成为全体

学员和校友的朋友，成为学院一张亮丽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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