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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 2004 项目小组 

后排从左至右: 
Rob Drew (MBA1), 
Vanessa Aiello (MBA2), 
Derek McNeil (MBA1), 
Kevin Cohen (MBA2),  
Rob Dennison (MBA2), 
Lisa Cleary (MBA1) 
 
前排从左至右:   
Michelle Lum (MBA1), 
Anthony Yik (MBA2), 
Francois Girard (MBA1), 
Zack Curry (MBA2) 

金融时报排名 – Ivey 
EMBA 香港第一,亚洲第二 
 
在今年(2004)金融时报的全球

MBA 课程调查中,主办者提供了

前 100 名学校的三年来的平均成

绩,以供读者参考。Ivey 的三年平

均水平在第 23 名,展示了我们的

MBA 课程质量的一贯性。Ivey 是
唯一一所连续五年内排名保持在

前 35 名的加拿大商学院。在以下

网址可以看到中英文的详细内容: 
www.ivey.uwo.ca/ami/News_page.htm 
 

对 2000 年的 MBA 毕业生进行的

调查显示,尽管毕业时的经济形势

不好,毕业生的平均薪酬与入校前

比较上涨了 165%。Ivey 商学院的

院长 Carol Stephenson 说:“我为

Ivey,为我们的学生,教授和职员们

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开

展了新的课程,扩展了博士学位的

项目,由此也扩展了我们的商业研

究能力,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加强我

们的招生工作,使得我们能吸引到

最优秀的学生。我们所作的一切

使得 Ivey 能继续在世界最优秀的

商学院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

地。” 

 

Ivey 香港分校的副校长 Kathleen 
Slaughter 教授进一步指出:“2004

年一月 Ivey 在香港的 MBA 课程正

式开始,标志着 Ivey 对在亚洲地区

的发展所作出的承诺和信心。” 

香港分校 MBA 课程 
正式开始 
 
今年的 1月 25 日是个值得纪念的

日子,香港分校正式迎来了第一批

的 MBA 学生。这批学生中有 31% 

为女性,平均年龄 28 岁,有着平均 5

年的工作经验。  

 

“我们决心为我们香港分校的学生

提供最好的课程,就如我们过去 55

年来一直在北美所实行的那样,让

学生获得最大的收获。”Ivey 香港

分校的副校长 Kathleen Slaughter 
教授说。从 1998 年来,Ivey 在香港

开设的 EMBA 课程一直享有盛名

(2003 年 10 月的金融时报将之排在

全球第 12 位)。Ivey 在亚洲大约有

近 600 位校友, 他们对 Ivey 在香港

分校开设 MBA 课程做出了很大的

支持。这些校友在亚洲各地的商界

都担负着重要的职位。  

 

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者的支持。你们

是 Ivey 在亚洲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教学项目 (CTP) 
 
每年的五月,10 名 Ivey 的 MBA 学生

来到中国,应用案例教学的方法给当

地的中国学生授课。今年已经是这个

由学生组织的中国教学项目开始的第

十年了。  

 

CTP 的简化课程通常是为期 3 到 4 周, 

涵盖了组织行为学,市场学和公司战

略的基本内容。   

 

CTP 的项目小组是由来自 Ivey 的

MBA 课程的第一和第二年的学生组

成的。在担负教学任务之外,第二年

的学生会承担项目协调的工作。这些

学生都是从 Ivey 近 500 个 MBA 学生

中选取的。这个项目提升了 Ivey 在

中国的形象,也给学生提供了最好的

国际研修和生活经历。  

 

CTP 感谢 William Fuller 长期以来的支

持。同时,CTP 也要感谢案例竞赛的

赞助公司 AMR Technologies Inc.。 
(http://groups.ivey.uwo.ca/chinateaching) 
 

http://www.amr-ltd.com
http://groups.ivey.uwo.ca/chinateaching


 

 

我们的案例 
 
Ivey 校友会的香港分会于 2

月 27 日举办了“案例之

夜”。40 位校友和学生参

加了这项活动。 

 

市场学教授 Dr. Niraj Dawar
主持了这次的案例讨论。本

案例题为“中国的可乐之战:
未来就在于此”。本案例获

得了 2003 年的欧洲案例竞

赛的中国国际竞争公司类的

最高奖。 

 

运营学的教授 Dr. Robert 
Klassen’s 编写的案例 

“Electrosteel Castings 
Limited”在 2003 年的亚太

案例竞赛上得奖。本竞赛是

由香港管理发展中心主办

的。今年是 Ivey 连续第五

年在该竞赛上获奖。 
 

案例的韩文版 
 
我们的 Ivey 案例除了有简

体及繁体中文版以外,现在

也有韩文的版本。请访问
www.ivey.uwo.ca/cases 
 
请来我们的网站登记,以获

得我们每季度的简报。我们

的简报包含了与您的地区或

关心的话题有关系的案例。 

 

9B02D016 
ELECTROSTEEL 
CASTINGS LIMITED 
Klassen R ; Bahl N 
日期:  05/26/2003  
教案:  8B02D16  
相关材料:  7B02D016  
 
Electrosteel Castings Limited, 
是位于印度的一家公司。近

四十年来,该公司是印度最大

的铁管生产商。虽然今年来

的业绩增长可观,但是总体经

济增长的放慢,以及竞争的加

剧,使得公司感到市场压力巨

大。 

公司的 CEO 认为,向国际市

场的扩展是公司未来的发展

的必然要求,也会为新的过程

技术的投资提供资金。管理

层经过仔细的研究,将可能的

国际市场确认为欧洲或东南

亚地区。 
 

由于资金有限,公司只能在这

两个市场中选择一个,而且只

能在建立一个新的市场办公

室或是一个新的工厂之间选

择一个。在国外建立一家工

厂也是一个很诱人的选择。

这有利于降低费用,改善客户

服务,并在当地以本地厂家的

面目出现。 管理层得知外国

的竞争对手正在考虑类似的

步骤,所以必须立即做出决

定。(我们提供关于铁管制造

过程的录像带。产品号

7B02D016。) 

行业:  金属制造业   
主题:  运营管理,资本投资,国

际业务,工厂计划 
环境:  印度 / 法国 / 越南, 

  大企业,2001 年 
长度:  18 页 

最近的研究出版物 
 

作者: Delios, Andrew and 
Paul W.  Beamish.  2004.   

“重新评价合资企业的表现:  
世界范围的日本国外分支机

构”,国际管理评论,44(1):  

即将出版。 

 
摘要: 通过对 27,974 家国外

分支机构的分析,我们发现,

传统上有关合资企业的存活

率和财务表现的理解大有可

以商榷之处。同时,我们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这些合资企业

的行为,以及他们为什么可以

存活,为什么全资子公司的

“撤出率”与合资企业基本

相当,以及为什么合资企业的

财务表现一般不低于全资子

公司。  

主要结论: 我们发现合资企

业的存活率及期望的财务表

现与全资子公司相当。控股

合资企业与非控股或者股份

的企业相比,存活率高出

50%。 

 

Andrew Delios 是新加坡国立

大学商业政策系的教授。 

 

如需 Ivey 关于亚洲相关范围

的研究结果,请与我们联系: 
ami@ivey.uwo.ca 或访问
www.ivey.uwo.ca/ami  

 

你是否知道… 
 
三十多位 Ivey 的教授经常性

的前往亚洲,在香港分校的

MBA 以及 EMBA 课程教课。 
他们同时也会指导本地区的

案例编写,并进行有关研究。  

 
Glenn Rowe 教授最近完成

了对中国石油和中国联通的

高层的对话。他将编写两则

有关中国企业的案例。  

 

去年十月,Michael Pearce 
教授在北京的国家会计学院

为一批财经行业的管理人员

提供了针对高级管理人员的

培训。 

 

同在去年秋天,Ivey 的校友, 
位于多伦多的“全国公关公

司”的高级合伙人 David 
Weiner 在清华大学为 MBA
学生讲授了商业信息交流

学。 

 

请留意 Ivey 管理人员培训系

列讲座。本系列讲座的目的

是在于帮助管理人员熟悉目

前的商业发展趋势和主要论

题。这一系列的为期一天的

讲座覆盖了很广泛的商业话

题。Ivey 的教授们运用知名

的案例教学法来主持这些讲

座。 

 
如有询问,请联系 Miranda 
Wong:  mwong@ivey.com.hk.  
 

www.ivey.uwo.ca/ami
www.ivey.uwo.ca/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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