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全日制

MBA 课程全球百强排行榜单中，中欧连续两年位居全球

前五。

突破与发展

2020 中欧大事记 

2  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全球 EMBA
课程百强榜单中，中欧 Global EMBA 课程跃居全球第二，

连续三年稳居全球前五。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前所未见的新冠病毒，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经济逐渐从疫情阴霾中回暖，

国家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中不断破局。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1 年新年贺词中所说：“平凡铸就伟大，

英雄来自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

回顾过去一年，每位中欧人同样了不起！面对疫情挑战，中欧抗疫发展“两手抓”，奋勇向前不停歇。一

方面，中欧三洲五地的师生员工“合”力抗疫，保证教学工作顺利开展；中欧教授从各自领域出发，通过主流

媒体和在线活动为企业复产和经济复苏建言献策；众多中欧校友也积极行动，为抗击疫情贡献一己之力。另一

方面，学术研究取得新成果，持续创造和传播前沿知识；师资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教授的加入带来新气象和新

生机；学院发展取得新突破，在英国《金融时报》2020 年全球 EMBA 和 MBA 课程百强榜单中，中欧分别位列

全球第二和全球第五……我们无法细数取得的每一份成就、达成的每一个目标，但当回顾过去一年的点滴经历，

尤其是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我们就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岁寒知松柏”的含义，见证中欧作为一所国际一

流商学院的潜力、活力和实力。

如今，我们站在了“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这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之年。作为一个连接中国与欧洲乃至世界的平台，中欧必将不辱使命，继续为推动中国经济

发展和全球商业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46

TheLINK 2021  第一期

中欧大事记



3  经上海市政府慎重遴选和全面考察后推荐，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理事会全体通过，汪泓教授受聘担任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院长一职，李铭俊教授由于年龄原因届满卸任。

4  三大洲五地师生员工“合”力抗疫。中欧校友不仅捐

1  2020 年，有 5 位新教授先后加入中欧，他们分别是

会计学教授戴维（David Hendrik Erkens）、经济学教授

张爽、战略学教授何今宇、战略学助理教授郭薇，以及战

略学讲师李世莹（Sae Young Lee）。

2  终身荣誉教授樊景

立再次名列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
“高被引科学家”榜单

（经济和商业），其学

术成果被引用次数高居

全球前 1% ；运营及供

应链管理学教授赵先德

当选决策科学院院士，

并获评亚洲供应链管理

领域最具影响力学者之一。

3  会计学教授黄钰昌

获得 2020 年度“中欧

教学名师奖”，并成为

中欧授聘的第四位“终

身荣誉教授”；战略学

副教授张宇、管理学教

授忻榕获得 2020 年度

“中欧优秀研究奖”；金融学与会计学教授赵欣舸、经济

创新与研究

学教授朱天、管理学教授忻榕荣获中欧“15 周年服务奖”。

4  创业学教授方睿哲（Rama Velamuri）所著论文下载

量入围社会科学研究网“企业社会责任”类别前十；管理

学副教授庄汉盟（Daniel Han Ming Chng）、皮鑫博士、

赵丽缦博士共同开发的案例获得“2019 年 EFMD 案例写

作大赛企业责任类最佳奖”。

5  中欧成立了智库研究项目基金、卓越服务与领导

力实验室，并新建 4 个跨学科研究中心：中国与世界

（China and the World）；企业社会责任 / 可持续发

展 (CSR/Sustainability)； 数 字 时 代 管 理 (Digital Age 
Management)；卓越服务 (Service Excellence)。

中国与世界：本研究领域借力中欧的校友资源，为中欧教

员、院外学者及实务工作者提供一个包容开放的平台，推

动从全球和比较的视角对中国的商业、经济及体制等诸方

面开展合作研究，实现知识的整合和创新，以此增进对中

国和全球问题的理解。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领域致力于研究企业

如何满足社会各界的期望，减少自身对社会和环境的不利

影响，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力量。我们的目标是成为

中国乃至亚洲创造和传播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前沿

知识的领航者。

款捐物，还活跃在抗疫一线。据不完全统计，抗疫期间，

中欧校友个人和企业捐款捐物累计超过 17.59 亿元。中欧

校友总会因在抗疫中的优秀表现，荣获了“2020 中国社

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向光奖组委会奖”。

5  经过多方、多轮充分讨论，学院制定了“十四五”战略

规划并获理事会批准。“十四五”期间，学院将牢牢把握办

学战略机遇期，继续巩固全球管理教育第一阵营的地位；主

动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规划，助力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性发展规

划；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打造促进中国和欧洲经济、文化交

流的平台；在办学中全面贯彻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成为全球最受尊敬的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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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管理：本研究领域致力于推动有关科技对商业和

社会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相关问题的探讨。我们尤为感兴趣

的是研究公司和政府创建怎样的框架和机构来利用好科技

的积极方面，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其负面影响。我们重点

关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但也鼓励对以往科技

转型（例如工业革命）的成因和后果的探究，从历史角度

理解新兴的商业实践和社会转型。

卓越服务：本研究领域致力于创造和传播有关服务管理和

营销的最佳实践知识，目的在于帮助企业提升服务质量，

促进服务创新，由此提高服务生产力。我们采用宽泛的服

务定义，包括传统服务行业、以服务为产品的企业 , 以及

传统制造业的服务转型。

6  中欧与毅伟商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毅伟案例库中

以中国主题为主的中文案例将加入由上海市政府资助、

中欧领衔创建和运营的“中国工商管理国际案例库”

（ChinaCases.Org）。这项合作旨在通过案例库扩建和

服务升级，全力支持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院校和机构的

案例教学。随着毅伟案例库中文案例的上线，“中国工商

管理国际案例库”收录案例的数量和质量都将得到进一步

提升，收录量将达到 2,500 多篇，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

中国主题案例库。

7  首批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自主开发和选送的 40 篇中国

主题案例在哈佛商学院出版教学资源平台正式上线。这也是

自 2019 年 11 月中欧与哈佛商学院出版教学资源平台结成

合作伙伴关系之后该项目的最新进展。自此，未来将会有越

来越多经由严格的案例评审标准筛选并依据国际读者角度

修改、编辑和排版的高质量中国案例被哈佛商学院出版教学

资源平台收录上线，走入众多国际商学院的教学课堂。

1  12 月 4 日，“智荟中欧 2020”第六届欧洲论坛落下

帷幕，逾 3000 人通过“云端”参与了论坛活动。与会嘉

宾就中国与欧洲在诸多领域的合作展开热烈探讨，讨论主

题包括科学技术创新、汽车产业发展、金融领域变革，以

及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等。本届论坛以线上形式举

办，分设瑞士站、德国站、法国站和英国站四个“云会场”，

这在论坛历史上尚属首次。

课程与活动

2  疫情期间，中欧连续举办了 “云思享”“首席说”“F
师说”“合 Talk”“V 论坛”“TEDxCEIBS”等系列云端

分享活动，并在线上进行开学指导。其中，“合 Talk”吸

引了百万量级的观看人次。

3  MBA2020
届举行云毕业

典礼。该届毕

业生就业数据

逆势走强，毕

业 后 三 个 月

内 签 约 率 为

91.4%。此外，

2022 届新生在

上海校区和苏黎世教研基地上演开学“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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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欧校友总会 2020 年度校友代表大会暨第四届理事

会换届大会召开，近 200 位海内外校友代表通过线上线下

参加本次会议。

2  中欧戈 15 战队在时隔 8 年之后摘得桂冠，成为该赛

事第一支五度夺冠的商学院战队，成就“五星中欧”的美名。

3  由校友关系事务部策划组织的全球校友云聚会举行。

自 2018 年起，校友关系事务部陆续举办了多场海外校友聚

1  汪泓院长和朱晓明、陈

威如、向屹、白果等教授参

加 2020 年上海管理科学论

坛，共话数字经济时代管理

变革。

2  汪泓院长接受澎湃新闻

专访，就“上海人才引进问题”发表观点。她认为，高校

要在人才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上海市引进人才的

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一点。

3  时任院长李铭俊教授做

客央视财经频道，探讨“新

时代中国管理教育的使命和

机遇”和“中国企业战‘疫’

后新机遇”等多个话题。

校友动态及荣誉

智库影响力

会活动，今年由于疫情，海外校友聚会活动移至线上进行。

4  3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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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位校友荣获“2020 年全国脱贫攻

坚奖奉献奖”。

5  汪泓院长分别与深圳校友、北京校友和南京校友代表

座谈；此外，学院管理团队还与资深校友举行了座谈会。

6  分享投资联合创始人黄反之校友代表分享投资向中欧

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100 万元，支持中欧财富管理

研究中心的研究与发展，这是分享投资自 2011 年以来第

六次向中欧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

7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白金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

经理蔡芳新（2019 全球 CEO 课程学员）以个人名义向中

欧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200 万元，支持中欧教学研

究和活动。

4  《2020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企业社会责任白皮书》荣获中

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

颁发的“2020 向光奖”（年度

研究奖 TOP3商业向善方向）。

5  中欧携手金桥开发区发布

《金桥 30 年经典案例选编》，

共同见证浦东金桥开发区 30 年的发展历程。

6  中欧参与或助力了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2020 国

企专题研修班开班式、上海市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以及

浦东 - 中欧经济管理人才高级研修班等活动。

内容来源：中欧院长办公室

中欧市场与传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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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研究

校友

Global EMBA 
全球第

MBA 全球第

携手全球3大案例库3 5大
洲

地
办
学

2020 年《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掌舵人校友遍布全球

国家和地区

24000  位 12位

70位近

连续6年

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
学者榜单“商业、管理、会计”

领域位居

哈佛、毅伟、欧洲案例交流中心
开展合作

榜首

全职教授 ，星光熠熠

500
线上直播活动

上市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或总裁

顶尖商学院与中欧建立
MBA 交换学生合作 

国际师资占比高于

收录中国主题案例

60%

全球运营

注：以上数据截至 2020 年底

40所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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