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进入第三个

年头。 尽管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每一

名师生早已练就强大的适应能力和

应变能力，但挑战依然存在，其中

就包括维持学院全球校友的联系。  

在跨境旅行举步维艰之际，作

为中欧在国内唯一一个用英语沟通

的校友会，中欧校友会上海国际分

中欧校友会
上海国际分
会线上线下
联络沟通 
关爱无疆

会（CAIC）团结校友的使命和作用

越发凸显。

中欧校友会上海国际分会副会

长丁慧灵说：“2020 年初，我们曾

在网络研讨会上与 Pascal Lamy 教

授探讨‘新冠病毒对世界贸易的影响’

等话题，在会上我们发现，参加会议

的海外听众非常多。”  

即使校友们能够再次线下见面，

CAIC 也始终保持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 例如，2021年 12月，在《经

济学人》发布《2022 年世界展望》

报告的当天，经济学人智库中国区

总监 Mattie Bekink 与校友一起参加

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校区举

办的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数

百名校友也以视频的方式参加了这

一活动。

“数字化还能让我们对校友们

的需求做出快速反应。 当上海突然

收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很

多人意外被封时，我们就举办了一

场在线讲座，帮助他们消除焦虑。” 
中欧校友会上海国际分会副会长、 
Global EMBA 2013 级校友丁慧灵

说。

“事实上，无论是通过微信还

是其他渠道，中欧校友会上海国际分

会都坚持为校友和学生提供一个分享

知识、联络沟通的平台，无论他们身

在何处。”

中欧校友会上海国际分会顾问、

Global EMBA 2019 级校友 Laetitia 
Domange 说：“很多校友因为我们

提供的平台找到了各种问题的解决方

案，甚至成功应对新的职业挑战，他

们为此常常向我们表示感谢，我们非

常高兴。” Laetitia Domange 希望

大家不要羞于求助，并号召大家加

入中欧校友会上海国际分会的领英小

组，和校友们保持联系。“中欧校友，

关爱无疆。”他补充道。
中欧校友会上海国际分会副会长丁慧灵
（Global EMBA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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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校友总会第四届理事会届中调整完成，

常务副会长选举揭晓

2021 首届中欧校友公益年会成功举办

中欧校友总会第四届理事会

2021 年四季度工作会议于 10 月 23
日在南京举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

长汪泓教授、院长助理李瑗瑗女士、

校友关系事务部主任傅丹阳等学院老

师，以及中欧校友总会名誉会长田明、

会长赵笠钧，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

近四十位理事现场出席会议。受疫情

影响，部分理事未能现场参会，在线

参与了理事会选举表决。

中欧校友总会会长赵笠钧代表

常务理事会向理事会报告了这一阶段

总会各方面的工作，包括组织建设、

社会责任、校友服务、商务平台、学

院联动、秘书处的工作等，并与大家

分享了下阶段重点工作。

本次理事会工作会议是一次非

常重要和关键的会议，在本次会议上

进行了校友总会第四届理事会成员的

届中调整及常务副会长选举工作，并

进行了各专业委员会相关主任 / 联席

主任人选的调整。

理事会届中调整  

为了校友会工作的传承和发展，

基于实际运行情况不断调整和充实理

事会力量，本次理事会工作会议根据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总会章程》

相关规定，进行了理事会届中调整，

包含理事的退出和增补、常务理事的

增补、监事的增补。各环节都经过了

严格的投票、监票和计票程序。根据

过去一年的参会出勤情况，5 位理事

经调整退出；经线上线下投票，增补

12 位理事和 2 位常务理事：EMBA 
2006 级商羽、EMBA 2013 级秦轶；

增补 1 位监事 EMBA2010 姚伟国。

常务副会长选举  

为了促进中欧校友总会的管理

和发展有序进行，根据《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校友总会章程》，总会第四届

理事会拟在任期的第二年（2021年）

完成常务副会长的选举工作。

在 2021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中

欧校友总会年度工作会议上，正式宣

布中欧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公开选拔

工作启动。经过几个月的推荐、自荐

及与相关人选约谈，并最后经常务理

事会议讨论确定及学院审核，推选李

文（EMBA 2010）、邹志文（EMBA 
2006）、商羽（EMBA 2006）三位

校友为常务副会长候选人，提交本次

理事会工作会议进行正式的选举。

三位校友分别发表了竞选演说， 
随后进行了现场投票。最终，李文校

友高票当选中欧校友总会第四届理事

会常务副会长。在本届任期内李文校

友将配合、协助会长工作，并在本届

任期届满时自动转任下一任会长。

2021 年 11 月 13 日，由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与中欧校友总会联合主

办、中欧校友爱心联盟承办的“2021
首届中欧校友公益年会”作为今年“中

欧校友返校日”的开场活动，在中欧

上海校区隆重开幕。

中欧欧方院长迪帕克·杰恩教授连

线为返校日活动致开幕辞。他欢迎大

家重新回到校园参加今年的校友返校

日活动，并为大家介绍了中欧的全球

化品牌战略，希望能和校友们一起，

将中欧打造成为一所享有全球声誉、

并深受世人尊敬的商学院。

首届中欧校友公益年会旨在整合

中欧公益力量，创建更具影响力的平台，

使校友群体与企业成为中国公益的积

极践行者、价值传播者、模式创新者，

推动社会的进步。活动对践行公益的优

秀校友、校友企业、校友组织、校友公

益机构展开表彰，挖掘优秀公益项目案

例，推动中欧公益的可持续发展。

活动既有对中欧校友以往公益践

行成果的呈现与总结，也有对公益模

式的探讨与交流，它引领与开启了未

来中欧公益与社会责任新发展规划，

并呼吁更多校友及校友企业积极参与

公益实践，为推动社会发展持续贡献

力量。活动当天还举办了中欧校友公

益成果展览并发布了《中欧校友影响

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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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有你，合力同行——
教育发展基金会授予
多位校友荣誉称号   

2021 年 11 月 13 日，在年度中

欧校友返校日期间，中欧教育发展基

金会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校区举

行“感恩有你，合力同行”校友表彰

仪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中欧

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汪泓教授，中

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助理、中欧教育

发展基金会联席秘书长刘湧洁为获奖

校友和集体颁奖，众多中欧校友与教

职员工代表在现场一同见证了这一温

馨时刻。

中欧教育发展基金会自 2005 年

成立以来，许多同学、校友及教职员

工都积极参与年度捐赠。截至 2021
年底，已有近 27000 人次参与捐

赠，共有 174 个班级累计捐赠 190
次，41 个校友组织累计捐赠 60 次。

2021 年，共有 21 个班级和 16 家校

友组织参与捐赠，捐赠人数为 9223
人。

他们的慷慨支持，成为中欧发

展的不竭动力。为了向各方捐赠者们

致谢，中欧教育发展基金会自 2019
年开始设立“助力中欧杰出伙伴”与

“助力中欧温暖伙伴”荣誉称号，已

有近 60 个校友、班级或校友组织获

得这两项殊荣。2021 年又有 42 个
校友和集体被授予这两项荣誉称号。

蔡芳新
（CEO2019 级）

陈龙
（AMP2005、EMBA2020 级）

杜军红
（CEO2008 级）

潘龙泉
（CEO2008 级）

隋国栋
（EMBA2016 级）

徐永安
（EMBA2003 级）

张维
（CEO2008 级）

2021 年度“助力中欧杰出伙伴”

荣誉称号获得者
 白中琪（EMBA2005 级）

 陈兴无（EMBA2020 级）

 陈智海（EMBA1998 级）

 崔建华（EMBA2004 级）

 罗黎明（DIMP2005 级）夫妇

 金波（EMBA2006 级）

 罗大铖（EMBA2011、AMP2009 级）

 彭德镇（SHS2016 级）

 姚伟国（EMBA2010、LCP2012、
CELC2013 级）

 朱建元（EMBA2006 级）

 总经理课程 5 班

 EMBA 2018 级北京 3 班

 EMBA 2014 级上海 2 班

 金融 MBA 2018 级

 Global EMBA 2018 级 DMT 班

 Global EMBA 2018 级 SMT 班

 卓越服务 EMBA 2019 级

2021 年度“助力中欧温暖伙伴”荣誉称号获得者

 MBA 1999 级

 MBA 2020 届

 中欧校友总会

 中欧校友会安徽分会

 中欧校友会重庆分会

 中欧校友会南京分会

 中欧校友会南通分会

 中欧校友会宁波分会

 中欧上海校友会

 中欧校友会上海长宁分会

 中欧校友会上海嘉定分会

 中欧校友会上海陆家嘴黄浦分会

 中欧校友会四川分会

 中欧校友会苏州分会

 中欧校友会无锡分会

 中欧校友会浙江分会

 中欧校友会 AMP 俱乐部

 中欧校友餐饮生态协会

 中欧上海校友会亲子俱乐部

荣获 2021 年度“助力中欧杰出伙伴”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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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报！ 13位中欧校友登榜
“福布斯中国杰出商界女性 100”

3 月 3 日， 福 布 斯 中 国 发 布

2022“中国杰出商界女性 100”榜单，

13 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下简称

“中欧”）校友上榜，其行业涵盖了

电器制造、医疗健康、生物制药、零

售、新能源、高新科技等。

中欧院长汪泓教授代表中欧全

体师生员工向上榜的女性校友表示热

烈祝贺。她表示：“杰出商界女性榜

单的发布体现了中国商业的多元化和

丰富度，表明了女性在商业领域的影

响力正进一步凸显。这些杰出商界女

性是优秀榜样，将激励更多女性不断

努力向上，实现自我价值。”汪泓院

长强调，近年来，中欧女性校友比例

不断增加，占 26000 多名中欧校友

的 27%。

据介绍，本次评选中，福布斯

中国在聚焦企业运营规模与质量等衡

量指标的同时，再度引入创新力维度，

对候选人进行量化分析与综合打分。

榜单不仅关注女性企业家执掌企业所

创造的收入、利润等财务数值，也注

重女性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和带来的影响。

从总体统计数据来看，今年 100

位上榜者平均年龄 51 岁，60% 拥
有硕士（包括 MBA）及以上学历，

25% 拥有海外求学经历，所管理企

业的总市值超过 11 万亿元。在地域

上，上海和北京是拥有最多上榜者的

城市，合计占比将近一半。与去年相

比，今年的商界女性榜单上有 35 个

新面孔，而来自医药、科技、零售三

大领域者占据其中一半。

另外，跨国企业女高管也是该

榜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成为跨

国企业最重要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

而有着中国背景的女高管不仅在企

业的对华业务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

用，其在全球业务中的影响力也因中

国市场的出色表现而逐渐提升。

透过这份榜单，可以看到中国

女性在商业领域的非凡成就，她们更

加自信和自强，也有能力和智识，让

世界见证中国无与伦比的“她”力

量。作为一所扎根中国的国际化商学

院，培养兼具中国深度和全球广度、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导者是中欧的

使命。中欧未来将继续致力于为女性

提供前沿的管理教育，用知识的力量

提升女性领导力，赋能她们开启更广

阔的事业前景和人生追求。

荣获 2021 年度“助力中欧温暖伙伴”校友个人及集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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