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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新教授的加入 

Ivey 欢迎 14 位新的全职教授在

这个夏天加入 Ivey 大家庭。我们

高兴地看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与

亚洲有着各种联系。 

Yoo Hee Kim 是运营管理学的

助理教授。Kim 对于公司运营及

供应链策略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特

别感兴趣。在她攻读博士学位之

前，Kim 在韩国的服装业担任供

应链经理的职位。 
www.ivey.uwo.ca/faculty/Yoon_Hee_Kim.htm  

Lynn Imai 是组织行为学的助理

教授。Imai 的研究方向跨文化企

业行为，特别是在谈判这个领

域。Imai 来自日本的

Kamakura。 
www.ivey.uwo.ca/faculty/Lynn_Imai.htm  

Hubert Pun 在 Ivey 所教的课

程是管理科学。Pun 的研究关注

的是供应链管理（渠道结构，激

励准则，外部采购）和医疗运营

（病患分流）。Pun 出生在香

港，在温哥华成长。 
www.ivey.uwo.ca/faculty/Hubert_Pun.htm  

Ning Su 毕业于中国的复旦大

学。Su 研究的是从采购客户和服

务供应商这两个对立的立场来探

究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全球采购。 
www.ivey.uwo.ca/faculty/Ning_Su.htm  

 
 

IVEY 中国代表处 

我们同样欢迎 Rebecca Zhou 

(MBA 2006)加入 Ivey 担任中

国业务拓展总监的职位。 

从 Ivey 毕业后，Rebecca 在北

京的联想和 IBM 工作过，并且她

为 Ivey 北京校友会提供了许多

支持。在读 Ivey MBA 课程之

前，Rebecca 曾是 The China 

Retail Management LDC 的咨

询师，并且在摩托罗拉（中国）

担任高级市场执行的工作。她毕

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外贸英语

系。 

Rebecca 的联系方式如下： 

Ivey 上海代表处 

上海市遵义路 100 号 

虹桥上海城 A 座 2606 室 

电话：8621-62370345 

传真：8621-62370345 

邮箱：rzhou@ivey.uwo.ca 

Rebecca 接替了 Clara Hu 的

工作。我们也欢迎 Clara 回到

Ivey London 校园开始攻读她的

博士学位。在 Clara 与北京和上

海校友的努力下，Ivey/可口可

乐中国商业案例竞赛取得了巨大

成功。Ivey/可口可乐案例竞赛

从一个区域竞赛发展成了全国性

的赛事，去年的竞赛更吸引了超

过 2500 人参与。我们祝福

Clara 在博士课程上取得成功，

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她能在学

术领域有重大的贡献。 

发展中国家教育者 

免费使用 IVEY 案例 

Ivey 在 7 月宣布了发展中国家

教育者免费使用 Ivey 案例行

动，保证全球发展最缓慢的发展

中国家可以使用 Ivey 案例进行

教学。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 2000 美

元的 39 个国家的大学教授可以

免费使用 Ivey 案例。这 39 个

国家中来自亚洲的有阿富汗，孟

加拉国，柬埔寨，缅甸，尼布

尔，和塔吉克斯坦。 

“学生们将会从 Ivey 案例中获

得商业的基础知识，在公司中能

提高管理的质量，并且有益于这

些国家的经济，”Elie 

Chrysostome 教授说道。Elie 

Chrysostome 是纽约州立大学

战略管理和国际商业学的副教

授。他最初来自于贝宁。贝宁也

是这 39 个国家中的其中一个，

现在他们可以免费使用 Ivey 的

案例了。 

想了解 39 个国家的完整名单，

请查询：
www.ivey.uwo.ca/media/2010/100719.htm 

请将此信息转发给正在这些新兴

经济体教学的同事们。 

想了解更多具体信息，请联系

Greg Yantz：gyantz@ive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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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案例 
www.iveycases.com 
 

9B10D005 

格兰仕的运营战略 
Stephen (Chi Hung) Ng, 
Barbara Li, Xiande Zhao, 
Xuejun Xu, Yang Lei   
教学笔记: 8B10D05 

 
从顺德小镇的一家生产羽

绒商品的工厂开始，格兰

仕集团已转型成为世界级

的微波炉生产商，在 2003

年全球百分之五十的微波

炉由格兰仕生产。这个案

例描述了格兰仕使用的竞

争战略和营运战略，使其

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公司

从一开始就以成本为主

导，明确了自己的竞争战

略。格兰仕制定并执行了

将生产力从发达国家转

移，并且充分利用其生产

力的规模经济，这些措施

帮助格兰仕取得了低成本

的优势。 

 
学科：综合管理，市场

学，运营管理，企业家，

国际 

问题：运营战略，竞争战

略 

行业：电子业，电子设备

供应 

场景：中国，2003 年 

长度：17 页

9B10M041 

GENICON: 外科手术设

备进入新兴市场 
Allen H. Kupetz, Adam P. 
Tindall, Gary Haberland 
教学笔记: 8B10M41 

 
一个公司想要发展国际业

务所要面对的最主要问题

是下一步该怎么走。

GENICON 公司就面临这

样的抉择。GENICON 是

一家生产和分销腹腔镜手

术设备的美国公司。虽然

美国的微创手术市场一直

是全球最大的，但是在可

预见的未来，国际市场的

增长速度快于美国市场。

GENICON 公司已经进入

超过 40 个国家的市场，并

且对一些发展迅速的新兴

市场充满信心。巴西，俄

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

国家都有潜在的发展机

会。 

 

学科：综合管理，市场

学，企业家，国际 

问题：国际贸易，新兴市

场，企业营销，国际扩张 

行业：其他生产业 

场景：巴西，俄罗斯，印

度，中国，2010 年 

长度：13 页 
 

你知道吗… 
 

►  即将到来的演讲: 

Paul Beamish 将于 9

月 20 日，21 日在加拿大

的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演讲 

 蒙特利尔银行杰出演讲者

的公开演讲—“合资” 

 太平洋地区论坛议程—

“使用国际代理人的最大

优势” 

 研究生研讨会—“实行国

际化制度” 

 

10 月 6 日，在安大略省的

万锦市, Kathleen 

Slaughter 将在港加商会

的商业座谈会上发表题为

“香港：您的亚洲商业平

台”的演讲。 

►  22 位从 Ivey 毕业的博

士正在亚洲的 15 所大学工

作 

 
中国和香港： 

 北京大学 

 中山大学 

 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日本： 

 一桥大学 

 

印度尼西亚： 

 印尼大学 

 

韩国： 

 高丽大学 

 中央大学 

 蔚山大学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沙巴大学 

 

 

新西兰：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11 月 4 日 

— 全球 IVEY 日— 

重新联系，重新发现 

你事业的起步点 

和塑造你生命的良朋。 

还在寻找全球活动的场址吗？ 

请登陆：www.iveyday.ca 

或联系：alumni@ivey.uwo.ca. 

. 

亚洲各地校友会主席 
**请联系您当地的校友会** 

 
北京 

 David Jiang, MBA '04 
djiang.mba2004@ivey.ca 

 Judy Liu, MBA '05 
jliu.mba2005@ivey.ca 

上海 

 Colin Bogar, HBA '05, MBA '08 
cbogar.mba2008@ivey.ca 
 Sunny Guan, MBA '01 
sguan.mba2001@ivey.ca 

香港 

 Mark Staudenmann, MBA '05 
mstaudenmann.mba2005@ivey.ca 

印度 

 Parag Saigaonkar, MBA '94 
psaigaonkar.mba1994@ivey.ca 

新加坡 

 Chet Choon Woon, MBA '94 
cwoon.mba1994@ive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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