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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毅伟的印度团队见面 
 

毅伟决定投资发展一个“毅伟-

印度”团队，这个团队作为我

们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为

毅伟所在的每个市场服务。以

下是学校在未来三至五年的目

标： 

 
研究—在印度成为跨企业项目

发表的领导者 

案例—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印度

案例出版者 

高级管理培训—建立毅伟品牌，

成为印度顶尖管理人员考虑高

级管理培训时的选择 

HBA—在考虑海外教育的大学

生中成为最佳商业教育的提供

者 

MBA—在考虑海外学校的 MBA

申请者中成为首选 

校友—在印度建立更强的校友

网，并且创造与亚洲其它地区

校友互动的机会 

 

在 印 度 孟 买 办 事 处 ， John 

Kallelil 担任印度高级管理培训

发展总监，Varun Narayan 担

任 战 略 联 盟 总 监 。 另 外

Narayan 作为我们在印度发展

毅伟品牌的带头人，他将领导

创立毅伟印度案例出版，教师

发展，招生工作和校友关系。 

 
Deepthi Murthy 在毅伟加拿

大校区担任印度项目经理，协

助毅伟印度战略行政总监 Ariff 

Kachra。 

香港毕业典礼 
 

5 月 22 日，在香港的西安大略大

学毕业典礼上，西安大略大学校

长 Amit Chakma 授予 Wilfred 

Ng, BA’85 名誉博士学位，以示

荣誉。Wilfred 是香港的杰出领

导者和慈善家。27 位 EMBA 学

生在同一天和他们的家人朋友参

加毕业庆典。 

 
毅伟商学院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真

正的遵循了案例教学的原则。 
Grace Zhou, Croplife China 

 
毅伟的案例主要聚焦在亚洲，这使得
整个学习过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非

常有价值。 
Jeremy Youker, Otis Elevator (HK) 

 
毅伟的 EMBA 是有创新和互动的，

所以整个学习过程不会陷入理论知识
的困境中。 

Patrick Tsie, Qualcomm International 

 
作为加拿大有影响力的杂志，

毅伟商业杂志双月刊（IBJ）提

供商业思考与管理实践，这些

文章对于经理人处理各种问题

都非常重要：创新，领导力，

知识管理，和其他问题。经理

人必须理解更深更多来管理他

们的公司，使其取得成功。经

过仔细挑选的 23 篇毅伟商学院

文萃的文章被分为 7 个不同的

主题，这些文章都和中国经理

人相关。这本书以中文出版，

并且以适当的价格出售。 

 
 中国与印度 

 CEO 与董事会 

 领导力 

 创新与知识 

 人力资源 

 全球化 

 最佳实践 
 

想阅读更多，请登陆：
www.ivey.uwo.ca/ami/Publications 

 

 

 

在伦敦: Ariff Kachra & Deepthi Murthy 

在孟买: John Kallelil & Varun Narayan 

欢迎来到毅伟印度办事处： 

Regus, Trade Centre, Bandra Kurla Complex, 
Mumbai 400051  电话: +91-22-40700349 

http://www.ivey.uwo.ca/ami/Publications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

中心与毅伟的首个

案例登场 

 
由中国教授写的关于中国

企业的案例中，毅伟和中

国管理案例分享中 心

（CMCC）已发表了第一

个 CMCC-IVEY 案例。

请登陆 www.iveycases.com 下

载。 

 
9B11M038 

河北大午集团： 

在中国建立第一个 

“家族企业立宪制” 
Yuping Du (杜玉平) 
教学笔记: 8B11M38 

 
这个案例分析了由大午集

团创始人孙大午创建的

“家族企业立宪制”。这

是中国至今为止唯一的一

种体系。这种体系使的集

团在几乎致命的挑战中有

幸存的可能。这个案例从

孙大午面临的挑战开始：

一个刚当选的董事会成员

提出了加薪的要求；一些

经理质疑这种立宪制度；

并且一些外部专家和记者

对于集团的选举心存猜疑。

这个家族企业的拥有者面

对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在家

族企业的继承和管理方式

上，是否能解决内部的矛

盾和外部的猜疑。如果可

以，又会如何解决呢。 

 

学科：综合管理，企业家， 

国际 

问题：企业战略，人力资

源管理，企业治理，应变

管理，企业成长，企业持

续性，家族企业，董事会

和管理职务 

行业：农业 

场景：中国，1985-2008 

长度：10 页 

 

亚洲商业案例 

 
在 2011 年 6 月出版的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亚洲

商业 案例中， Hubert 

Pun 潘兆銘教授研究了

设计亚洲供应链上游和

下游的本质。 

 

阅读更多，请登陆： 
www.asiapacific.ca/asia-business-
cases 
 

你知道吗… 
 

►  毅伟暑期商业课程 

毅伟香港校区为高中生

开设了一个和大学衔接

的暑期课程。这个课程

由来自加拿大的教授授

课，学生们通过毅伟著

名的案例教学对其有一

个初步的了解。这个课

程包括了金融学，市场

学，企业行为和综合管

理的基础知识。学生们

将会在活跃的课堂气氛

中学习；发现真正的商

业问题，做出管理决策，

并且主张和实施这些决

策。 

 

想了解更多，请登陆：
www.ivey.com.hk/summer-business-
program/ 

 

►  追踪您最喜爱的毅伟

教授到亚洲去： 

www.ivey.com.hk/alumni/ 
professor.html 

►  Paul Beamish 包

銘心教授被邀请加入加

拿大亚太基金会（APFC）

的亚洲未来团体。这个

团体由亚洲国家会议基

金会（NCA）提供支持

并为加拿大政策革新提

供思想领导力来应对亚

洲的崛起，并且对亚洲

的重要性做出评定来帮

助加拿大实现未来的繁

荣。包銘心教授也是加

拿大亚太基金会的重要

成员。 

 

►  Michael Roberts

是毅伟综合管理学的一

位博士生，他也是亚太

基金会在加拿大的 5 位

研究成员之一。他的研

究将会对基金会新创立

的亚洲国家基金会有所

贡献。 

 

Roberts 对韩国非常了

解，他会对海外回国人

员和在新兴市场的跨国

企业中得到国外新知识

的这个课题有更深入的

研究。 

http://communications.uwo.ca/ 
western_news/stories/2011/May/ 

 
近期来自中国的访客问者:(左) Paul Beamish 和 Eric Morse 欢迎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代表团; 

(中间) Rod White 欢迎暨南大学院长; (右) Nottingham 商学院在中国的院长 Carl Fey（右边第二位）和毅伟博士学生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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