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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中欧校友入选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
先进模范人物
2020 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在深圳经济
特区建设中，涌现出一大批勇立时代潮头、锐意改革创
新、敢于实践探索的先锋模范，发挥了突出的示范引领
作用。2020 年 10 月 11 日，深圳市委和深圳市政府决
定对 40 名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
进模范人物进行表彰。中欧校友陈志列（EMBA2004，
研 祥 高 科 技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局 主 席）、 高 云 峰
（CEO2010，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赵卉洲（EMBA2009，艺之卉时尚集团创始人、

从左到右：陈志列、高云峰、赵卉洲

首席设计师）成功入选。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教授代表中欧全体师生

中欧人的骄傲和楷模。

向入选的三位校友表示热烈祝贺。汪泓院长表示，这是

18 年来，中欧深耕华南地区，目前在华南地区拥

三位校友的大喜事，也是中欧的大喜事。她指出，作为

有 3000 余名校友，在深圳拥有 1800 余名校友。其中，

中欧校友群体的杰出代表，三位入选校友充分体现了中

100 余位校友担任上市公司的主要领导职务。作为一所

欧人“认真、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他们勇于开拓、

亚洲领先、世界一流的商学院，中欧一直致力于商业知

敢于拼搏，专注自身领域、攻克技术难关、创新经营模式、

识的创造和传播，积极促进企业家之间的交流互动，助

引领行业发展，在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取得了突

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持续为华南企业家的创新转型

出贡献，是深圳经济特区建设者的优秀代表，也是全体

出谋划策，贡献智慧。

两位中欧校友荣获“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
2020 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也是全面建

新奖五个奖项。其中奉献奖从社会帮扶主体中产生，表彰

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这场脱贫攻

各类社会组织、非公有制企业和公民个人中的扶贫先进典

坚战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为表彰先

型。

进、树立典型，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汇聚决战决胜磅礴伟

两位获奖校友

力，2020 年 10 月 16 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

是积极投身脱贫攻

了《关于表彰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的决定》，两位中

坚的中欧企业家校

欧校友娄竞（EMBA2005）、姚小青（CEO 领导力课程

友 群 体 代 表。 中 欧

2013）荣获“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

一直致力于培养具

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活动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有 企 业 家 精 神、 积

组主办，在“十三五”脱贫攻坚期间每年开展一次。全国

极承担社会责任的

脱贫攻坚奖设奋进奖、贡献奖、奉献奖、创新奖、组织创

领 导 者， 是 国 内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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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将商业伦理列为必修课程的商学院。在中欧负责建设和

欧国际工商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白皮书》，分析和探索企业

运营的“中国工商管理国际案例库”中，共收录了 70 余

社会责任及企业可持续发展，倡导更多中欧人关注和投身

篇企业社会责任主题案例。此外，中欧还连续三年发布《中

社会责任事业。

八年执着坚守，中欧加冕“戈十五”挑战赛五冠王

2020 年 10 月 1-4 日，“第十五届玄奘之路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许定波曾 4 次踏上戈

戈壁挑战赛”在甘肃和新疆交界的莫贺延碛戈壁举行，来

壁，对于此次胜利，他自豪地表示：“这是中欧同学对理

自 45 所院校的 66 支参赛队伍，共计 3507 名选手同场竞

想坚持的胜利，是新老戈友传承的胜利，是中欧同学对价

技。最终，经过激烈角逐，中欧戈 15 战队 EMBA A 队在

值坚守的胜利，也是大家坚持实践‘认真、创新、追求卓

时隔 8 年之后摘得桂冠，成为该赛事第一支五度夺冠的商

越’的中欧校训的胜利！我为同学们感到骄傲，作为一个

学院战队，成就了“五星中欧”的美名；中欧戈 15 战队

老戈友也倍感自豪！”

MBA A 队首次出征便旗开得胜，荣获 MBA 组冠军；中欧

在这项赛事中，中欧战队曾创造自己的荣耀：从第

戈 15 战队老戈友 A 队同样告捷，强势夺冠。此外，中欧

四届到第七届，所向披靡，连续四次荣获冠军。自那之后，

戈 15 战队还喜获最佳风范奖、最佳组织奖、戈 15 公益大

成绩虽有所起伏，但大家并没有放弃对戈壁挑战赛的执

使特别奖、戈 15 公益励行奖、沙克尔顿奖和组委会综合

着。这次，中欧戈 15 战队终于圆梦，阔别 8 年重回荣耀

大奖等重要奖项。

之巅。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教授向中欧戈 15 战队表

至此，经过近 15 个月的备战，中欧戈 15 战队交上

示热烈祝贺。汪泓院长说：“值此国庆中秋佳节，我们迎

了一份圆满的答卷。中欧力量，超越梦想。本次夺冠，证

来了这个令所有中欧人振奋的好消息。时隔 8 年夺取 3 冠

明了中欧精神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备战期间，中欧戈

殊为不易，这是中欧战队不忘初心、坚守正道、锐意进取、

15 战队还在中欧戈友会与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

厚积薄发的结果。感谢校友的精心组织和刻苦备战。大家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联合发起的公益活动中，用跑步行

在比赛中团结一心、坚韧不拔，最终喜夺冠军，践行了中

动兑换公益基金，筹集善款支持莫高窟防风治沙工程，积

欧认真、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笔宝贵财

极践行社会责任。未来，中欧人将继续传承和发扬这种精

富，为中欧人继续前行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

神，为学院发展、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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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校友组织
中欧校友总会 2020 校友代表大会暨
第四届理事会换届大会成功召开
中欧校友总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名单
会长：

赵笠钧

副会长

张红、池洪、熊帆、谢鸣、
张峰、夏国新

秘书长：

陈智海

联席秘书长： 傅丹阳
常务理事：

杜海波、冯红健、焦胜、李文、
潘龙泉、钱晓华、汤松榕、
韦飞燕、邢波、徐恵娟、姚伟国、
周海斌、朱炎、邹志文

2020 年 7 月 25 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总会 2020 年度
校友代表大会暨第四届理事会换届大会隆重召开。学院领导及近
200 位海内外校友代表通过线上线下参会方式相聚一堂，共商校
友工作，共叙校友情谊，共话未来发展。
中欧校友总会第三届理事会会长田明作中欧校友总会工作报
告，总结和回顾总会过去三年的工作。第三届校友总会理事会将
“服务校友、回馈中欧、奉献社会”确定为校友总会宗旨，构建
了第三届校友总会组织架构，开启了中欧校友工作新局面。

中欧校友总会第四届理事会委员会职务
组织建设委员会  
主任：谢鸣
联席主任：吴竹平、刘敏
商务平台委员会
主任：张峰
联席主任：林大湑、曲向军

本次大会表彰了在抗疫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校友企业、校友个
人、校友组织、校友班级及抗疫工作团队，并颁发了相关奖项。
根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总会章程》，会议通过线上线

社会责任委员会
主任：焦胜
联席主任：李文、钱晓华

下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校友总会第四届监事会成员和理事会成

校友服务委员会
主任：姚伟国 联席主任：邹志文、邓三红

员。李瑗瑗、汤期庆、黄反之 3 位校友担任校友总会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并选举李瑗瑗担任监事长。选举赵笠钧等 77 名校友担
任校友总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并选举赵笠钧为第四届理事会会
长，选举张红、池洪、熊帆、谢鸣、张峰、夏国新 6 位校友担任
副会长，选举陈智海校友担任第四届理事会秘书长，傅丹阳担任
联席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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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校友总会第四届理事会
2020 年四季度理事会工作会议圆满召开
的体现。学院将把国家战略、区域战略与学院自身发展战
略结合起来，在文化建设上秉承“合”文化建设，在人才
战略上追求校友与学院的共同成功。汪院长希望校友们胸
怀家国、志存高远，通过持续的学习和奋斗，在人生与事
业的蓝图上描绘出壮丽景象。
中欧校友总会会长赵笠钧代表第四届理事会向院长汪泓
教授、中欧荣誉退休院长李铭俊教授以及名誉会长田明的莅
临表达了衷心的感谢。随后，赵会长代表校友总会第四届理
中欧校友总会会长赵笠钧和名誉会长田明向学院现任院长汪泓教授和荣
誉退休院长李铭俊教授颁发名誉会长称号证书和荣誉会长称号证书

2020 年 10 月 23-24 日，中欧校友总会第四届理事
会 2020 年四季度理事会工作会议在苏州清山会议中心举

事会对校友总会工作发展做出布置，表示本届理事会将围绕
“服务校友，回馈中欧，奉献社会”的宗旨展开工作，将强
化服务与赋能两个功能，规范三项治理，分工协作做好四个
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并推动五项重点工作。

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荣誉退休院长李铭俊教授、院长助理刘湧洁老师、院长助

根据校友总会章程，中欧校友总会授予现任院长汪泓

理兼院办主任李瑗瑗老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总会赵

教授名誉会长称号，授予荣誉退休院长李铭俊教授荣誉会

笠钧会长、名誉会长田明，以及校友总会理事会、监事会、

长称号。赵笠钧会长向两位院长颁发证书，田明名誉会长

副秘书长等近 80 名校友出席会议，此次会议对校友总会

向两位院长献上鲜花表示致敬。

未来三年校友工作的发展具有非凡意义。
本次理事会工作会议确立了未来三年新的工作目标与
这是汪泓院长上任以来第一次参加校友总会理事会工

发展方向，校友总会将坚定地以“服务校友、回馈中欧、

作会议。汪院长在致辞中表示，中欧校友分布在全国乃至

奉献社会”为宗旨，在学院的指导下，秉承“认真、创新、

全世界的各行各业中，是非常具有企业家精神，具有爱心

追求卓越”的校训，与校友组织加强沟通交流，扎实务实

与活力的一个群体，也是中欧凝聚力、领导力与智慧成果

地把校友工作落到实处，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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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叙母校情 共话新发展
2020 年中欧校友代表座谈会召开
的数字化转型及终身学习平台的
打造等”问题展开讨论。
第三场圆桌讨论由中欧副
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教授主
持。长三角投资（上海）有限公
司董事长池洪（EMBA1997）、
安徽省文化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曹杰（EMBA2007）、
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田
明（EMBA2005）、浙江三花智
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亚
2020 年 11 月 6 日， 时 值 中 欧 建 院 26 周 年 之 际，

波 （EMBA2003）等四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家校友

2020 年中欧校友代表座谈会在上海校区召开。学院管理

围绕“中欧如何发挥智库优势，更好地服务长三角高质量

团队、教授代表和 20 余位校友代表齐聚一堂，畅叙昔日

一体化发展”等议题发表了观点。

师生同窗情谊，共话时代变局之下商学院的价值和使命。
本次活动由中欧经济学教授、副教务长朱天主持。

座谈会上，汪泓院长代表学院授予黄钰昌教授会计学
终身荣誉教授称号，以表彰其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所做出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教授在致辞中代表学院全

的杰出贡献。之后，中欧欧方院长、市场营销学教授迪帕

体师生员工欢迎校友们回家，并向大家介绍了学院近年来

克·杰恩（Dipak Jain）对座谈会作总结发言。他表示，相

取得的办学成绩、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重点工作方向。她

信在管理层的坚强领导下，在教授、员工、学生和校友的

强调，中欧的发展离不开校友们的关心和支持，期望大家

同心合力之下，中欧将继续勇攀高峰，实现更多的价值创

立足自身领域，服务国家战略，持续传递中国声音，讲好

造和更大的发展目标。

中国故事，为学院在高端人才输出、新型智库建设、发挥
中国和欧洲之间文化经贸交流平台作用、推动国家和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首场圆桌讨论由中欧管理学教授、副教务长忻榕主持，
汇添富基金董事长李文（EMBA2010）、艾尔建美学全球
副总裁王炜（EMBA2012）、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张红（EMBA2001）三位校友围绕“产学研融合加速
知识创新”的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在中欧市场营销学教授、副教务长王高的主持下，馒
头商学院创始人王欣（EMBA2010）、DTise 联合创始人
兼 COO 唐海荣（GEMBA2011）、西安新路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韩军（EMBA2005）三位校友围绕“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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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昌教授被授予会计学终身荣誉教授称号（从左至右：马磊书记、
汪泓院长、黄钰昌教授、张维炯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