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二届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
国际会议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二届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国际会议将于2016年12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145949948.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145949948.html


大会介绍大会介绍

2016第二届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国际会议为广大从事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专家提供交
流平台。会议组委会诚邀全球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参加此次国际会议，就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为主题的相关热
点问题进行探讨、交流，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的发展。

2016第二届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国际会议将于2016年12月11-12日在中国上海召开。上海，简称沪，是中国的直
辖市和中心城市之一，也是中国按行政区划分主城区内人口排名最大的城市。上海市最重要的产业为商贸流通、金
融、信息、制造等，是中国的铁路与航空枢纽，其港口为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上海著名的旅游景点有东方明珠电
视塔、城隍庙和上海博物馆等。

会议主题：会议主题：

经济：经济理论 财务和税务 微观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金融证券 工业经济 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 国际经济 自然
资源经济学等。

管理：项目管理 品牌管理 生产管理 营销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战略管理 财务管理 时间管理等。

社会科学：心理学 社会福利 媒体研究 文化遗产 行为科学 人口研究 行为遗传学 应用人类学 人文科学 教育学等。

会议名称：会议名称：2016第二届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国际会议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16年12月11-12日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中国上海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欢迎参加2016第二届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国际会议（ICEMSS2016），ICEMSS2016将于2016年12月11-12日在
中国上海召开。以下是会议日程信息，供您参考：
（具体日程安排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12月10日 11:00-17:00 报到

12月11日

09:00-12:00 特邀嘉宾演讲

12:00-14:00 午餐

14:00-17:30 口头报告

18:30-20:00 晚宴

12月12日 08:00-18:00 上海一日游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Dr. Tang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Dr. Tang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USA

Biography: Biography: Dr. Tang WangDr. Tang Wang specializes in entrepreneurship, venture capital,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across US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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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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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uodongjia.com/tag/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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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y, Dr. Tang Wang serves a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s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ior

to that, Dr. Tang Wang held the Charles C and John G. Gates Professor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t Michigan Tech’s

Schoo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Dr. Tang Wang has strong and extensive relationship with businesses in various sectors in China

including energy, food, e-commerce and software, real estate, and financial service. He currently holds visiting position 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Nanjing University. His work has been published in leading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ournals such as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and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Meanwhile, Dr. Tang

Wang serves as the senior advisor of Honest Eagle (Shanghai), a fast-growing food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business

specializing in high-end bakery and ice cream products. Dr. Tang Wang received his Ph.D. in entrepreneurship from H. W. Bloch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He also holds master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Topic: Topic: CEO Power and Strategic Choice: A China-US Comparison

Abstract: Abstract: Extant studies on CEO power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discretion-aspect of power and thus
only considered how powerful CEOs can influence others according to their wills.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ttention-aspect of CEO power with respect to how the power shapes CEO’s attention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ttern, which ultimately drive the structural and temporal focus of strategic
choice. Our findings based on newly IPO companies drawn from China and US show that CEOs holding
high power tend to favor high structural focus (narrow the focus of strategic choices). Meanwhile,
powerful CEOs tend to experience less temporal focus (destabilize the focus of strategic choices over
time). We have also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pred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US due to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ower distance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费用（作者）参会费用（作者）

票务类票务类
别别

包含内容包含内容
录用通知15天内缴录用通知15天内缴
费费

录用通知16-25天内缴录用通知16-25天内缴
费费

录用通知25天后缴录用通知25天后缴
费费

A票
参会+版面费+会议资料+礼品+旅
游

1800元 2000元 2200元

B票
参会+版面费+会议资料+礼品+旅
游
+午餐+欢迎晚宴

2200元 2400元 2600元

C票

参会+版面费+会议资料+礼品+旅
游
+午餐+欢迎晚宴
+酒店住宿（两晚）

3400元 3600元 3800元

参会费用（只参会不投稿人员）参会费用（只参会不投稿人员）

票务类别票务类别 包含内容包含内容 2016年11月21日前缴费2016年11月21日前缴费 2016年11月21日后缴费及现场缴费2016年11月21日后缴费及现场缴费

D票 参会+会议资料+礼品+旅游 1000元 1200元

E票
参会+会议资料+礼品+旅游
+午餐+欢迎晚宴

1400元 1600元

F票
参会+会议资料+礼品+旅游
+午餐+欢迎晚宴
+酒店住宿（两晚）

2600元 2800元

G票 参会 免费 免费

注：注：只参会不投稿人员可在会议中做口头报告，注册费用在以上票价（D票、E票、F票）基础上增加500元（口头
报告的主题、摘要等信息将会收录在程序手册中）。

参会费用所含内容说明：参会费用所含内容说明：

1.参会：听取大会主会场报告及分会场报告；  
2.版面费：一篇论文的出版费用（A、B、C票）；  
3.酒店住宿（包含早餐）：酒店住宿两晚（仅C票和F票），会议预计在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召开，预计酒店住宿协
议价为600元/晚；  
4.午餐和欢迎晚宴：大会期间的午餐及欢迎晚宴（仅B、C、E、F票；A票、D票和G票需参会者自理餐费；如需现场
购买，标准为：午餐150元，晚宴200元）；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5.会议资料：胸牌，程序手册，纸质期刊一本（作者文章所发表的一期的纸质版，国内邮寄免费，国外邮寄需加收
邮费）等；  
6.礼品：大会精美纪念礼品一份；  
7.旅游：上海一日游，缴费的参会者在会后可享受免费旅游（如不参加旅游，无退费）。

其他说明：其他说明：

1. 团体购票6张及以上可享9折优惠；
2. 团体购票10张及以上可享8折优惠；
3. 同一作者（第一作者相同）第二篇文章优惠200元。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5日


	2016第二届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国际会议
	会议通知
	大会介绍
	会议日程
	会议嘉宾
	会议门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