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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代表队在 Ivey / 

可口可乐案例竞赛中获胜  

2007 年度“Ivey-可口可乐杯”商

业案例竞赛于 12 月 2 日在上海举

行了全国冠军总决赛。北京大学勇

夺冠军，中南大学获得优秀陈述

奖，清华大学获得优秀答辩奖。 

进入总决赛的其他四支队伍是： 

  复旦大学 

  四川大学 

  中山大学 

  浙江大学 

这 7 支决赛队伍是通过在北京，上

海，武汉，成都和广州举行的半决

赛获得决赛资格的。 

此次竞赛是由 Ivey 中国校友会举

行的第三次年度竞赛，也是亚洲最

大的学生案例竞赛。中国 29 所大

学超过 800 支队伍共 3200 多名

大学生参加了初赛。 

我们衷心感谢此次竞赛的赞助商：

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渣

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科锐国际

人力资源公司和 Publicitas 

Dialog。特别感谢使我们的竞赛圆

满成功的校友志愿者，裁判和老师

们。 

更多的消息请看官方网站：

www.ivey.com.cn/cc2007 

香港培华教育基金会赞助 IVEY 案例培训班十周年 
 

 

 

 

 

 

 

（从左至右）  

Ivey CFO John 
Irwin, 院长司徒慧

珊, Norman Ho, 

Richard Wong, 
和副院长施洁莲。 

 

院长司徒慧珊于 10 月 10 日在香港与培华教育基金委員 Norman 

Ho，Richard Wong，和基金会总干事何卓桦共同庆祝了培华基金会

对 Ivey-清华案例教学和写作培训班赞助十周年。 

基金会持续赞助的“导师培训”中国区项目已经培训了超过 500 位从

事管理教育的中国老师，对中国老师和学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2008 北京案例培训班 (www.ivey.uwo.ca/ami/Case_Workshops) 

时间：2008 年 7 月 14 – 18 日   讲师：陈时奋教授 

http://www.ivey.com.cn/cc2007
http://www.ivey.uwo.ca/ami/Case_Workshops


 

 

石雅绮（最右边）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代表团成员合照。代表团由副校长徐小薇

和经贸学院院长聂清率队，于 12 月 6 日在伦敦校园进行了一天的交换。 

人物介紹: 

石雅绮博士 

石雅绮博士于 2007 年 7

月加入 Ivey，成为 Ivey

最新的一名亚洲教授。石

博士原籍中国山东省，在

蒙特利尔 Concordia 大

学完成会计学博士学位。

在她接受博士教育之前，

她在华能电力国际公司任

会计。华能是一家,世界领

先的电力公司。 

作为管理会计与控制领域

的教授，石的研究兴趣不

仅仅在于会计学，而是横

跨了企业管治及新兴市场

领域。她目前在进行国际

公司主动信息披露方面的

研究。 

谈到她的学生的时候，她

很兴奋地说：“Ivey 的

HBA 项目是最好的。学生

们非常聪明和友好，我无

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都从他

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

西。” 

Gunnar Hedlund 
Award 2007 

Chris Changwha 

Chung (Ivey Ph.D. 

2006) 获得一年一度的

2007 Gunnar Hedlund 

奖。它授予在国际商业领

域的世界最佳博士论文获

得者。Chung 的论文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Multiple 
Waves of Structural 
Change, Performance, 

and Survival” 提交于

2007 年 12 月在意大利

卡塔尼亚大学举办的第 33

届 EIBA 年度会议。 

这个奖是 1997 年由斯德

哥尔摩经济学院和欧洲国

际商务学会(EIBA)创立

的，授予对未来最具影响

潜力的国际商务方面的论

文。 

Ivey 研究引起世界

范围的注意 

由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发布

的报告“玩具进口和召回

水平之间是否有联系”证

明了美国的玩具召回增速

比它从其他国家进口玩具

的增速更快。与设计相关

的召回比与制造业相关的

召回数目更大，而且增长

得更快。中国制造的玩具

这种趋势不太明显。 

这项研究由 Ivey 教授 

Paul Beamish, 

Manitoba 大学教授 Hari 

Bapuji (Ivey Ph.D. 

2005) 和 Andre 

Laplume 共同完成。三

位作者此前的研究已经表

明，美国大多数的玩具召

回都是由制造公司的设计

错误引起的，而不能归咎

于中国制造商。 

如果希望得到一份报告，

请联系ami@ivey.ca 或

登录www.asiapacific.ca。 

毅伟商业杂志 

Ivey Business 
Journal 
www.iveybusinessjournal.com/ 

三代中国企业家： 

第三代是否会成功？ 

作者：Bing Xiang and 

Bing-Sheng Teng 

这篇文章讨论了富有竞争

力的中国公司出现在世界

舞台上的重要性。这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华人企业家

的出现。 

充分地了解这些个人背

景，成长道路和成功模式

各不相同的企业家是至关

重要的。作者把他们归为

两代人并对两代人的融合

进行了分析。他并指出第

三代企业家的出现。 

你知道吗„ 

►  上海 First Class on 

the Road 

日期:  2008 年 1 月 26 日 

地址:  瑞安大厦 

(No.333 淮海路) 

►  上海校友新年晚宴 

“运动—奥运和我们” 

日期:  2008 年 1 月 26 日 

地址:  Lin Bar & Grill, 

(外滩 5 号)  

Details:www.ivey.com.cn 

►  北京校友新年晚宴 

日期:  2008 年 1 月 27 日 
主题：异国情调 

地点: 云南印象 

联系:lzhou.mba2004@ivey.ca 

►  2007 年 12 月 25

日，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

的朋友和灵感的源泉

Beryl Ivey。院长司徒慧

珊在回忆 Beryl Ivey 时

说，Beryl 的影响在伦敦

社区和 Ivey 将永远被感

受到。毅伟商学院是

Beryl 的丈夫 Dick Ivey

和她的四个孩子中的两个

的母校。Ivey 家族 1995

年的捐款对学院在亚洲的

扩展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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