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案例名称 学校 作者

1 《我们约会吧》：将约会进行到底（A、B） 湖南大学 朱国玮，曾薇

2 A超市的服务质量管理困境 东北财经大学 陈福军，李春玲

3 D信息服务公司的“快速通道法”员工晋升 东北财经大学 孙劲悦，朱昕

4 GMGS案例：信息系统与企业竞争优势 中国政法大学 朱晓武，闫妍

5 HQ公司重组风波：组织沟通策略的成功运用 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宝巍，李萍

6 H电器公司的并购战略 东北财经大学 田明君，王剑锋

7 JL集团公司的战略困境与战略调整 北方工业大学 张立章

8 SM公司个人股东转让股权引发的税务纠纷 郑州大学 宋霞，陈琪

9 TCL电话机，探索逆水行舟的生存法则 中山大学 周延风，王辛元，黄光

10 TESIRO通灵：为自己，更为下一代珍藏 南京大学 高丽娟，赵伟，韩顺平

11 TX公司视频会议系统的选型与实施 大连理工大学 曲刚，王高峰，王远

12 阿利茄汁面:利己 利人 利天下 郑州大学 王千，王苗苗，王毅敏

13 半年成功上线的SAP 中国人民大学 王伟，毛基业

14 北京电视台的品牌建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黄劲松，张明立，经春

15 病出来的商机——晓芹“海参”的财富人生 大连理工大学 雷善玉，马为骁

16 博视公司服务运营面临的新挑战 天津财经大学 霍宏

17 出人意料的组织变革 山东大学 张晓峰

18 从“虾国”到“国虾”：国联水产的战略转型 北京大学 于鸣，方瑜仁，彭泗清，杨东宁，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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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从产品制造到文化创造——万事利的商业模式创新 浙江大学
王世良，冷正阳，窦军生，薄秋实，章重远，张
钢

20 从利基到蓝海：W公司的商业模式创新 中央财经大学 周卫中，李肖旭

21 大家为什么离我而去？——房地产公司老板的困惑 大连理工大学 李明斐，穆健，李艳言

22 大有公司：2009年激励制度的变革 福州大学 卢长宝，曹红军

23
当别人都离开了，为什么它还在持续发展？——来自中美合作的南京金丝利喜
来登酒店的经验

南京大学 刘洪，严慧，Raru Chen，David Lo

24 迪卡侬某体育用品超市的人力资源配置 深圳大学 潘燕春

25 飞利浦家庭影院河北市场渠道策略 河北工业大学 刘宏，郑会波

26 服务产业化：三洋冷链发展的新引擎 大连理工大学 崔淼，苏敬勤，张竟浩

27 国美PK苏宁：类金融模式的风险与创新 大连理工大学 姚宏，魏海玥

28 国美电器门店战略与经营业绩 内蒙古大学 陈胜蓝

29 国色天乡乐园：以变应变的成功服务模式 西南交通大学 官振中，任建标，李伟，郑晓

30 海博网络有限公司：通讯行业一株璀璨绚丽的昙花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武欣，杨梅英，梁晶晶，欧阳桃花

31 汉王科技该何去何从？ 南开大学 薛红志

32 杭州智谷公司八零后员工外派引发的人才流失 浙江工业大学 李攻，夏建胜

33 恒通电子有限公司高管股权激励方案设计 西南交通大学 周嘉南，黄登仕

34 宏大公司的资产核算——债权包的风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潘立新，于颖

35 湖北周黑鸭食品有限公司：为走向全国做准备 华中科技大学 田志龙，龙晓枫，熊琪

36 华康酒业集团公司的税收困局 华中科技大学 陈平路

37 华丽转身：沈阳机床集团(SMTCL)的海外营销体系重构 东北大学 郁培丽，田海峰，黄祎，李世杰，李锋

38 基金中的基金 北京师范大学 伍燕然，张吉良，潘可



39 吉利控股收购沃尔沃轿车 重庆大学 陆静

40 嘉培：生产模式变革的困境 汕头大学 林泉，黄晓华

41 建龙集团收购通钢股份的悲剧之台前幕后 东北大学 王世权，李宁清

42 江淮-安凯联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毕功兵, 陈强强, 梁樑

43 江南光电的困境与选择 南京大学 姜宁

44 将放心进行到底——喜民乐百姓厨房战略定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宋伟，郝增亮

45 九州通医药集团案例 复旦大学 胡建强，胡可嘉

46 开心仁瓜子：装满开心赢天下 郑州大学 周修亭，毕赛赛，孙娅

47 康美制药公司的上市选择 中央财经大学 王玉霞

48 科隆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模式、路径变化与股权结构调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欧阳桃花，杨梅英，徐志，丁玲，姚唐

49 可儿的困惑与出路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谢佩洪，魏农建

50 酷讯网垂直搜索营销战略转型与模式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 江林，张雅丹，何训

51 联想：借船出海——机会还是陷阱？ 天津大学 郭焱，杨鸿泽

52 鲁信（美国）有限公司与美国凯伦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广东商学院 谢雄伟

53 煤炭矿井重点工程网络计划决策系统建设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李四福，诸克军

54 面向大批量定制的服务系统改善：A餐饮集团的实践 浙江工商大学 陈觉

55 欧洲假日国际酒店公寓的重新定位 华南理工大学 赵翔，刘志超，江露

56 奇正藏药：特色医药领域的领导者 兰州商学院 管新帅，王妍

57 企业导师制的是与非：N集团导师辅导制度推行前后 东北大学 李世杰，李凯，孙新波

58 让“红透”品牌红透中国——中国第一龙虾品牌的成长与烦恼 南京大学 史有春，李娜，史闻达

59 三鼎家政：问鼎家政之路 郑州大学 孙学敏，常英，王杰



60 三鹿集团的沉沦 河北工业大学 王云峰，许长勇，傅惠敏

61 厦门本田汽车4S店 厦门大学 郭霖，王桎峰

62 设施布置原理与方法在生产车间布置中的应用——滨海文具公司生产车间布置
案例

天津财经大学 张英华，凌培全，朱三藩

63 四维-约翰逊——一家中国运钞车企业的海外并购之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李自杰，张泽龙

64 苏宁电器：从全国连锁到家电零售龙头 河海大学 杨恺钧，鲍永安，张阳

65 天津金茂集团竞争优势的获取与延续 南开大学 周建，李鋆，李华宾，陈晓燕

66 天立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山寨手机产业供应链 暨南大学 左小德，沈杨杨，雷红，王宁

67 田亚创业历程:从下岗工人到行业精英 长沙理工大学 彭新宇

68 通领科技：海外专利保卫战 华东师范大学 侯仕军

69 危机来临，恒丰纸业能否真正“恒丰”？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莉，于渤，Fang Wan

70 武行长的领导风格 东北财经大学 孔文，程云

71 乡村基：中式快餐的领跑者 重庆大学 江积海

72 项目经理的去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周勇

73 协同之道：盾安的民爆行业系列购并案 浙江工商大学 程兆谦，李晖

74 携程旅行网（Ctrip.com） 上海外国语大学 范徵，赵衍，杜娟，曹姝婧，朱吉庆

75 新创组织的破茧化蝶——研华公司创建DMF的思与行 中国人民大学 王凤彬，陶哲雄，李彬

76 新兴铸管集团治理转型：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的双重驱动 南开大学 武立东，王凯，黄海昕

77 “烟”王归来   “橙”名天下 昆明理工大学 段万春，王新丽，于东平

78 一个科研人员的CEO之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黄攸立，王雷，李强

79 运城制版集团创业发展和变革之路 河北工业大学 蒋石梅，王云峰，卫永新

80 韵酒：一个新产品的市场开发决策 华中科技大学 贺远琼，张俊，杨锟鹏



81 折现率？折现率……折现率！——德润股份有限公司LED项目折现率测算 中国人民大学 王建英，支晓强，荆新

8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的eSRM服务定价优化 电子科技大学 陈旭，李铮，邱凌，丁懿超

83 中国化工的国际化 清华大学 李东红，李蕾

84 中航工业成飞的每周一星和“戴高帽子”的管理艺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皇甫刚，肖春锦，张素芳

85 中建国际设计顾问有限公司CCBM(ERP)系统实施 华东师范大学 许鑫，俞飞

86 中粮包装：2000—2010年间的组织结构演化 浙江大学 邢以群

87 中盛公司引进总经理风波 吉林大学 孙文美，于桂兰

88 中小型制造企业斯达公司的精益生产之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吕萍，谢波

89 中药企业国际化——天士力药业集团跨国远征案例 南开大学 许晖，戴标，纪春礼，郭净，孙鑫

90 重庆小天鹅火锅连锁经营之路 重庆工商大学 黄钟仪

91 走过危机：2009，中联重科在迪拜 长沙理工大学 蓝茵茵，梁向东，杨海余

92 “种子、化肥、永业生命素，一个都不能少！”——永业生命素的营销 内蒙古大学 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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