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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伟新生背景多元 
 

今年八月，毅伟的暑期节目迎

来了 126 位来自 22 个国家的

MBA 及 HBA 新生。延续毅伟一

贯传统，这批新生拥有多样化

的文化、地区和职业背景。  

 

暑期节目帮助来自其他国家的

新生了解加拿大和毅伟。  

毅伟职业管理将在中国

增开办事处 
 

中国公司即将开始 2005/2006

招聘季节。自三年前开办上海

职业管理办事处以来，顾心一

已帮助 80 余位毕业生在中国找

到高水准的工作。  

 

胡衍菲，MBA'04,最近加盟上海

办事处。在顾心一产假期间，

胡衍菲将负责上海办事处的工

作。2006 年 1 月，她将赴北京

开办北京毅伟办事处。胡衍菲

在中国和加拿大有 12 年工作和

教育经验。她拥有毅伟 MBA 学

位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经济

学学士学位。 

胡衍菲曾在道琼斯公司旗下亚

洲华尔街日报从事市场拓展方

面的工作，还在加拿大路透社

担任过记者和编辑。在

Technomic Consultants 

International 任职高级顾问

期间，她为财富 500 强公司提

供中国业务咨询。胡衍菲的丰

富经验无疑将为更多的毅伟学

生带来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她

的 email 地址为 

clara.hu@ivey.com.cn 

中国将首次举办毅伟

“路上课堂”!   
 

毅伟将在中国首次举办“路上

课堂”：请加入我们！ 

(详情将于近期公布.) 

 

毅伟将参加 MBA 亚洲展

会： 
 
毅伟的代表将向您介绍加拿大和香

港的课程。  

 

东京 

四季酒店(Chinzan-so)2005-11-04 

 

汉城  

汉城 JW Marriott 2005-11-07 

 

香港 

香港会展中心  2005-11-12 

 

上海 

浦东香格里拉  2005-11-15 

 

北京 

嘉里中心酒店  2005-11-17 

 

请至www.topmba.com注册。 



 

 

最新出版作品 
 

Wang, H., Huang, H., 

Bansal, P., 2005,“经

济危机时期什么是决定成

败的因素? 实验性知识和

群体联系的重要性”,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2: 
89-106. 

 

Chung, C., Beamish, 

P.W., 2005, “新兴市

场机构改革对外国分支机

构性质及生存的冲击”,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January, 42(1): 35-

62. 

 

Beamish, P.W., 

Delios, A., 2005 “

销售中国：向后看和向前

看”,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 1 (2): 309-313 . 
 

 
 

Beamish 和 Delios 的

文章是在黄亚生新书 

“销售中国：改革时代的

外国直接投资”特别研讨

会上的发言. 

你可以到 

www.blackwell-

synergy.com/toc 

/more/1/2  

下载 MOR 最新文章。 

管理与组织评论 (MOR) 
是中国管理研究会 

(IACMR)官方出版物。 

www.iacmr.org/ 

 

AIB Best Paper 
Award 

毅伟教师和博士生 4 年中

第二次联手赢得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IB)年度最

佳论文奖。 

由 Temple 大学 Fox  商
学院赞助的 2005 大奖颁

发给周长辉和 Tony S. 

Frost – "跨国公司分
支机构的知识外流与内
流"。  
 
周长辉 (PhD 2002)是北

京光华管理学院的助理教

授。  
 
Tony Frost 是毅伟副教

授。  
 

Making Our Case 
 
9B04M043 

CNPC 重组和

PETROCHINA 的上市 
Rowe WG 
Teaching Note: 8B04M43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CNPC)  是中国最大国有

企业之一。它的开采，加

工和营销资源需要从油田

服务和供应资源中分离出

来。该案例描述了围绕该

集团分支机构中石油

（PetroChina）首次公

开发行发生的种种事件，

包括国际国内环境和竞争

对手情况，并探讨了何种

战略才能保证中石油的国

际竞争力。 

行业 :  油气开采    
主题 :  首次公开发行， 
重组，战略，分支   

背景: 中国，大机构, 

2000   

长度 :  21 页 

 

9B05M044 

香港移动电讯业的竞

争与变化 
Frost TS; Goodwin N 
Teaching Note: 

8B05M44  

 

这个讲义分析了 2005 年

3 月香港电讯业解除监管

后的图景。近年此行业被

看作解除监管和自由企业

的典范，为消费者提供低

价高质的服务。但是，运

营商面临严逡的行业情

况。激烈竞争导致利润下

降，破坏性创新技术

（disruptive 

technology），大陆的

新的市场机会及香港的新

对手都是运营商需要应对

的问题。学生将从中了解

行业结构的决定因素，行

业监管的目的和机制，公

司采取的市场和非市场战

略等。  

 
行业：电讯    
主题 :  市场结构，竞争，

管理行业变化，电信技

术   
背景:  香港，大机构 , 

2005   
长度:  15  页  
 

你知道吗… 
 

♦    毅伟/西安大略 
年度晚宴  

日期: 

2005 年 10 月 7 日 

地点: 

香港 Aberdeen Marina 

Club 

联系人: 

Evan Hung at 

ehung@ivey.com.hk  

 

♦    Homecoming 2005 
加拿大伦敦  

9 月 30 日–10 月 2 日 

 

2005 年是所有尾数为 

'5 或 '0 的班级团聚的

年份。10 月 1 日将于伦

敦会议中心举办怀旧晚宴

和舞会。

www.ivey.uwo.ca/home

coming/  

 

♦   MBA2001 毕业生

Ting (Tim) Fan 创建

的 CAbridge 

Communications 最近提

名 Red Herring 亚洲

100 家私有公司。. 
www.redherring.com/ 

rhasia100 

让我们祝贺 T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