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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Link 是由位于加拿大安省伦敦市的西安大略大学毅伟管理学院亚洲管理研究中心出版的季刊。联系方式: Gigi Wong (王之琦)  
电话: (519) 661-2112,  传真: (519) 661-3700  Email:  gwong@ivey.uwo.ca

毅伟领导者系列 
 
毅伟香港分校奉上由《南华早报》商业版连载的 8 个系列报道。8 位卓越的、来自香港各个工业部门的商业领导者

和毅伟及《南华早报》的读者们分享他们对领导才能的见解及各自成功的秘诀。若要阅读他们的访谈及在《毅伟商

业杂志》上的相关文章，请访问www.ivey.com.hk
 

 

艰苦历练的学校 
… 关于领导才能、承担风险以及如何升

为高层管理者. 
 
郑裕彤 
主席,  
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 

 

 

隐形领导才能 
… 关于领导才能、战略及如何成功合并

两个公司。 
 
周松岗 
执行总裁,   
香港地铁公司 

 

 

领先时代 
… 关于领导才能，领导者经常陷入的误

区、及如何融入电信行业 
 
梁念坚 
区域总裁,  
摩托罗拉亚太区 

 

 

创造组织能力 
… 关于领导才能、创造组织能力及实施

完成困难的转变. 
 
Jacques Kemp 
执行总裁 
ING 安泰保险/亚太区 
 

 

 

兰贵坊先生 
… 关于领导才能、创造力、以及他本人

如何成为著名的“兰贵坊”先生 
 
Allan Zeman 
主席  
兰贵坊控股有限公司 

 

 

热情源于内心 
… 关于领导才能、他本人的成功秘诀、

以及如若重新来过他将采取的不同做法。

 
郑海泉 
主席,  
汇丰银行 

 

 

头顶多项头衔 
… 关于领导才能、社区服务及平衡多个

相冲突的义务 
 
陳智思 
总裁, 亚洲金融集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

政及立法委员会 成员 

 

 

直面伟大 
… 关于领导才能、他在商学院所学及知

道如何决策的重要性 
 
Andrew Brandler 
集团董事、执行总裁、 
中电集团 

 
《南华早报》是亚洲首要的英文日报，其发行量在香港地区的英文报纸中位居首位      

    香港分校地址: 郑裕彤工商管理学院, 香港湾仔港湾道一号,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第一期 602 室.  联系人: Santa Chan 电话:(852) 28084488  传真:(852) 28084433  Email:  schan@ive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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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演示、演讲 
 

Beamish, P.W. (2006 年 5
月), “减低仲裁人刊物对你的拒

绝率”, “Reducing Your 
Rejection Rate from 
Refereed Journals”, “出版国

际（合作）研究成果以产生影响

力”,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JV) Research 
for Impact”, “设计并管理战略

联盟”, “Designing and 
Managing Strategic 
Alliances”, 西江大学校, 韩国

首尔, 受邀演讲者. 

绝率”, “Reducing Your 
Rejection Rate from 
Refereed Journals”, “出版国

际（合作）研究成果以产生影响

力”,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JV) Research 
for Impact”, “设计并管理战略

联盟”, “Designing and 
Managing Strategic 
Alliances”, 

  
Bell, P.C., (2006 年 1 月), 
“收入管理”, “Revenue 
Management”, “战略运筹研

究”, “Strategic Operational 
Research”, 亚太运筹学研究所

研讨会。菲律宾马尼拉. 全会演
讲. 
  
Beamish, P.W., (2005 年 8
月), “亚洲管理圆桌会议：21
世纪战略研究方向”, “Asia 
Management Roundtable: 
Strategic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管理会议学院，夏

威夷. 

Beamish, P.W., (2005 年 8
月), “亚洲管理圆桌会议：21
世纪战略研究方向”, “Asia 
Management Roundtable: 
Strategic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管理会议学院，夏

威夷. 
  
Neufeld, D.J., ( 2005 年 4
月), “毅伟在教学和研究中对亚

洲的承诺”, 中“Ivey’s 
Commitment to Asia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国
总领事馆, 多伦多.
  
Frost, A.C., ( 2005 年 2 月), 
“高绩效工作场所的多重意义: 
低工资服务中的高绩效工作组

织”,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High Performance 
Workplace?: High 
Performance Work 
Organization in Low Wage 
Services”, AIRAANZ 年会, 
悉尼, 澳大利亚. 
  
Gopal, A., (2005 年 1 月), 
“离岸: 必然的进步还是不能处

理的难题？”, “Offshoring: 
Inevitable Progress or 
Intractable Problem?”, 香港

城市大学, 香港. 

毅伟出版社 

欢迎访问我们的新网址 欢迎访问我们的新网址 
http://cases.ivey.uwo.ca/cases

西江大学校, 韩国

首尔, 受邀演讲者. 

Bell, P.C., (2006 年 1 月), 
“收入管理”, “Revenue 
Management”, “战略运筹研

究”, “Strategic Operational 
Research”, 亚太运筹学研究所

研讨会。菲律宾马尼拉. 全会演
讲. 

Neufeld, D.J., ( 2005 年 4
月), “毅伟在教学和研究中对亚

洲的承诺”, 中“Ivey’s 
Commitment to Asia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国
总领事馆, 多伦多.

Frost, A.C., ( 2005 年 2 月), 
“高绩效工作场所的多重意义: 
低工资服务中的高绩效工作组

织”,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High Performance 
Workplace?: High 
Performance Work 
Organization in Low Wage 
Services”, AIRAANZ 年会, 
悉尼, 澳大利亚. 

Gopal, A., (2005 年 1 月), 
“离岸: 必然的进步还是不能处

理的难题？”, “Offshoring: 
Inevitable Progress or 
Intractable Problem?”, 香港

城市大学, 香港. 

毅伟出版社 

http://cases.ivey.uwo.ca/cases    
 
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 

 
2200 个案例  

-应时的, 简明的, 动态的 -  
80% 含有配套教案  

灵活的检索网站 

免费的案例下载服务 

灵活的配送选择 

向毅伟登记案例 

案例伴侣  
- 教科书、案例匹配 

6 种语言翻译 
- 汉语、日语、韩语、法语、 

西班牙语、俄语  
 

毅伟亚太案例自上次出版以来

又添 22 个新案例，免费毅伟

亚太案例目录下载地址： 
www.ivey.uwo.ca/ami 或发

送电邮到 ami@ivey.uwo.ca

 
9B06M048 
RESINA: 
中国业务运筹管理 
Paul W. Beamish,  
Jordan Mitchell  
配套教案:  8B03C45 
 

Resina 是一家全球的树脂生

产商及表面处理解决方案的供

应商，总部设在芬兰赫尔辛

基，在中国有 3 处加工工厂和

12 个销售代表处。该公司亚

太区领导人需要做一个有关北

京和广东业务的决定。北京的

业务应当继续、关闭还是转移

到其他对大宗液体树脂需求更

旺的地区？广东的业务也面临

相同处境。 

为使业务赢利，他需要考虑本

地需求的浮性、 Resina 北京

的合作伙伴、国内外的竞争对

手、以及为每个业务委派适合

的管理者。 
 
行业:  木材及木制品   
问题:  合资企业、运筹管理、

风险分析、国际管理。 
环境:  中国、芬兰，大型组

织，2005 年  
长度:  24 页   
 
如需帮助寻找适合案例，请联

系我们： 
casesearch@ivey.uwo.ca  

国际管理:  
教科书 & 案例 5/e  
(中文版)  

 
 
作者:   
Paul W. Beamish,  
Allen J. Morrison,  
Andrew C. Inkpen, 
Philip M. Rosenzweig 
 
出版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出版日期:  2006 年 1 月 
ISBN:  7-300-07062-0 

你知道吗… 
 

全新 2006 年 5 月, 毅伟在加拿大伦

敦市迎来了首批“Cross-
Enterprise Leadership™” 
学制 12 月“MBA 课程学员。.  
第三模块“在全球竞争中胜出”

将包括在上海和香港为期一周的

实地考察。 

 

 

一年一度的毅伟－清华案例教学

及编写研讨班将于 2006 年 7
月 3 日－7 日进行。 

 

 

5 月份，上海及北京的校友们分

别主持开始了职业发展演讲系列

及领导者午宴系列。Paul 
Beamish 教授和 MBA 招生及

职业管理执行主任 Phil Hunt 
先生分别为这两个城市的校友们

做了演讲。Beamish 教授也访

问了在长江商学院、汕头大学商

学院、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的同

事们。 

 

 

中国教学项目的团队结束了他们

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及上海外贸

学院的为期一个月的的教学工

作。 

 

 

由毅伟博士生组成的全球教学项

目开始了在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

的教学工作。 

 

 

来自加拿大的行政 MBA 学生结

束了他们在亚洲的实地考察。在

考察项目中他们去了北京、西

安、上海和香港。 

 

http://www.ivey.uwo.ca/ami/Publications/Intl_Mgt5e_China(inChinese).htm
http://cases.ivey.uwo.ca/cases
http://www.ivey.uwo.ca/ami
mailto:ami@ivey.uwo.ca
mailto:casesearch@ivey.uwo.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