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坛背景

论坛主题与议题

西 安 财 经 大 学
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研究院

第五届丝路经济国际论坛（2021）
The 5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Silk Road

Economy（IFSR 2021）

企业管理分论坛
(中国 西安)

2021年5月14-16日

第五届丝路经济国际论坛（2021）拟定于 2021 年5 月14 日-16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

西安财经大学举行。论坛将为“一带一路”研究领域专家、学者搭建交流互通平台， 开

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领域合作与交流。

本论坛旨在探索“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途径，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热忱欢迎致力于“一带一路”研究的相关专家、学者踊跃参加并

提交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共商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前景。

论坛主题：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组织单位

企业管理分论坛议题：

疫情背景下丝路沿线国家/地区如何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后疫情时代丝路沿线国家/地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丝路沿线国家/地区企业国际合作与高质量发展

丝路沿线国家/地区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协同创新

丝路沿线国家/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协同创新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与创新研究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营销管理与创新研究

后疫情背景下中小企业管理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陕西省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高端智库建设

时间与地点

时间：2021年5月14-16日

地点：中国·西安·西安财经大学

主办单位：

西安财经大学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陕西省统计局

承办单位：

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研究院

协办单位：

新疆财经大学丝路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兰州财经大学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

西安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西安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西安财经大学商学院 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

西安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西安财经大学期刊管理中心

企业管理分论坛承办单位：

西安财经大学商学院

西安财经大学期刊管理中心

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代企业管理研究中心

西安财经大学现代会计审计与财务研究中心



议程安排

会议注册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2021年 5月 14日 14:00 -17:00 报到注册 西安阳光城希尔顿花园酒店

2021年 5月 15日

上午

8:30- 9:00 论坛开幕式 图书馆报告厅

9:00-10:20 成果发布会 图书馆报告厅

10:20-10:40 茶 歇 图书馆

10:40-12:00 主旨报告 图书馆报告厅

2021年 5月 15日

下午

12:00-13:00 午 餐 西安财经大学食堂

13:30-14:00 企业管理分论坛注册 图书馆报告厅

14:00-17:30 企业管理分论坛学术报告 图书馆报告厅

15:30-15:40 茶 歇 图书馆报告厅

14:00-17:00 企业管理分论坛-平行论坛1 三教三层商学院会议室

14:00-17:00 企业管理分论坛-平行论坛2 三教三层MBA案例室

14:00-17:00 企业管理分论坛-平行论坛3 三教三层党团活动室

2021年 5月 16日 嘉宾返程

论文提交与评奖

论坛面向广大研究同仁征集与会议主题相关且未公开发表过的论文，论坛组委会

将组织专家对来稿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论文将择优收录在“一带一路”论文集，优秀论

文将推荐到《统计与信息论坛》和《西安财经大学学报》，优先进入外审环节。

（1） 论文内容需紧扣会议主题，接受中文和英文论文。电子版论文（标题为“作者

姓名+论文题目”）、报名表（Word格式）与论文原创承诺书（扫描版），以“作者姓名+参

会论文”为主题发送至邮箱 qyzx3333@126.com。请在主题注明“IFSR2021企业管理分论

坛投稿”字样。论文提交截止日期：2021年5月6日。

（2） 论文设奖：特定奖2名，一等奖6名，二等奖8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12名。

组委会为获奖论文作者颁发荣誉证书。

本论坛免费注册，报名参会者请填写参会回执（见附件），并于 2021年 5月 6日

前发送至以下邮箱：qyzx3333@126.com，邮件主题须注明“IFSR2021企业管理分论坛参



会”。

联系方式

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研究院

网址：http://sczl.xaufe.edu.cn/xshd/sljjgjlt/hyjj.htm

主论坛联络组：

组长：向老师 +86 029-81556640/+8618591916148

成员：白老师 +86 029-81556641/+8618292019690

企业管理分论坛联络组：

组长：舒老师 +86 029-81556353/+8613751873650

成员：王老师 +86 029-81556358/+8618092078675

王老师 +8613991332921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长宁大街360号西安财经大学三号教学楼335室

西安财经大学

西安财经大学商学院

西安财经大学期刊管理中心

现代企业管理研究中心

现代会计审计与财务研究中心

2021年 4月16日

http://sczl.xaufe.edu.cn/xshd/sljjgjlt/hyjj.htm


附件1：

第五届丝路经济国际论坛（2021）
投稿论文格式规范

1.投稿必须是作者原创学术论文，一般不超过 10000 字为宜，请提供 WORD版文件。投稿应

论点突出、方法科学、论据充足、论证严密、逻辑清楚、语言简练。

2.作者信息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如陕西省××市/县人）、

职称、学历、研究方向、单位、邮编、通讯地址、电话、E-mail地址等。

3.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文章的要旨，一般不超过 20个字，必要时可加副

标题。全文标题的层次要分明，节段的序号用一、（一） 1. (1)表示。

4.摘要详细说明论文的研究目的、采用的方法、结果、结论和创新之处。摘要应以提供内容梗

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重要内容。不能写成论文的提纲和引言，

不要出现“本文”“文章”字样。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一般不超过 200字。

5.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体概念的专有名词或词组，一般应选 3～8个。

6.基金项目产出的论文应注明基金项目全称，并在圆括号内注明其项目编号。

7.题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应有英文翻译。

8.论文的开始应有本论题的研究成果综述，指出本文的创新点是什么。

9.参考文献是对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和分析的重要信息源之一，本刊采用顺序编码制， 文末列示

的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在正文引用、参考处按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置于［］ 内以上标

表示。参考文献必须是已经公开发表的、本文参考的最主要的文献。参考文献应该是最新的，

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同一文献在文中多次引用的，用第一次出现的序号标示，但要列出不同

的页码。

参考文献要素要齐全。具体格式示例如下：

（1）专著（包括图书、会议论文集、资料汇编、学位论文、报告、古籍、参考工具书等）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其他题名信息（任选）［文献类型标识］.其他责任者（任

选）.版本项（任选）.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示例：

［1］余敏.出版集团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179-193.
［2］昂温 G，昂温 P S.外国出版史［M］.陈生铮，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
［3］辛希孟.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4］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
［5］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 LBB 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

研究院，1997.
（2）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建议外文刊名后加 ISSN 号），年，卷（期）： 起

止页码.
示例：

［1］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



［2］金显贺，王昌长，王忠东，等.一种用于在线检测局部放电的数字滤波技术［J］.清华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33（4）：62-67.
（3）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示例：

［1］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4）图书中析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
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示例：

［1］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C］//赵玮.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

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471.
（5）电子文献

［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得和访问路径.
示例：

［1］肖钰.出版业信息化迈向快车道［EB/OL］.(2001-12-19)
［2002-04-15］.http://www.creader.com/news/20021219/200112120019.html.
［2］江向东.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处理与图书管理系统解决方案［J/OL］.情报学报，1999，
18（2）：4［2000-01-18］.http:// www.chinainfo.gov.cn/periodical/qbxb99/qbxb990203.
10.注释是对文章篇名、作者及文内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和补充，注释序号用带圆括号

的阿拉伯数字表示。

11.外文文献中主要责任者遵从姓前名后，西方人名可缩写，并省略缩写点。

12.图表必须有简明的名称，不必要的图表公式可省略。公式请用公式编辑器生成，并留意字

母的大小写、正斜体。图表中的英文应翻译为中文，小数点后保留的位数应适当。图表不得使

用截图图片。

13.量的符号应规范，一般都用斜体，认真区分大小写、上下标，但是一些特殊函数应用正体。

自定义的量符号，尽量使用单字符，必须用多字符时，可按照特殊函数处理，均用正体，以免

与几个量相乘混淆。

（其他未尽之信息，请参考《统计与信息论坛》和《西安财经大学学报》要求）



附件2

第五届丝路经济国际论坛（2021）企业管理分论坛

报名表

第一作者

姓 名 E-mail

单位

院系、专业

职称

（教师填写）

/攻读学位

（研究生填写）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导师/推荐专家

（研究生填写）

院系、职称

合作作者

姓 名 单位、院系、职称（教师填写）

/单位、院系、年级（研究生填写）

备

注



附件3

承 诺 书

本人报送参加第五届丝路经济国际论坛（2021）企业管理分论坛的论文题

目是：

本人申明，所报送论文系原创构思并创作，不涉及他人的著作权。如有引

用他人的成果或其他公开的资料（包括网上查阅的资料），必须注明其来源。

本人郑重承诺，遵守规则，以保证学术会议的公正、公平性。如有违反学

术规则的行为，个人承担一切责任。

论文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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