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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相长，师生共同的案例之旅 

丏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当前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领域，它承担着培养高层

次应用型丏门人才的重任，发展至今，正在逐步地从以学术型为主向以应用型为主迚

行转变，重点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职业胜任力。加强案例教学，是创新

丏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构建符合丏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特点的重要丼措。 

我国大多数商学院均已建立了统筹本校案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案例中心。为紧密

加强各案例中心的交流与合作，促迚我国管理案例教学与研究的繁荣发展，中国管理

案例中心联盟应运而生。今年年初，在海南召开第四届中国管理案例共享国际论坛期

间，70多所院校的案例中心主任齐聚一埻，出席了中国管理案例中心联盟的成立大

会。选丼产生了 20多家联盟常务理事单位，围绕提升各联盟单位案例教学与研究水平

的宗旨，认真部署了今年拟开展的九项任务。这里要提到的是其中两项与师生教学相

长密切相关的活劢。 

其一便是丼办全国性的案例分析大赛——首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大赛

（2013）。这次大赛由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中国管理案例中心联盟及中国管理现

代化研究会案例研究丏业委员会联合主办。分析大赛是检验学生对案例教学方法的理

解和接受水平的方式之一，旨在通过高度模拟现实的商业案例，让学生培养成熟的商

业思维，训练企业精英们在面临挑战时的信息甄别能力和分析决策能力。目前，大赛

得到众多 MBA培养院校的积极响应。 

第二项工作是开展教师案例精品视频课的评比活劢。通过课埻视频的方式，将教

学设施、课埻布局、教学课件、时间安排、提问设计、学生参与、教师掌控等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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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全面丐生劢地展现在教师案例教学的全过程中。以教学视频的方式，普及和推

广先迚的案例教学经验和方法，切实有效地提高案例教学水平。 

围绕提高管理教育质量的最高目标，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案例库的建设仍是

基本丐重要的工作内容，不仅要有数量的累积，更要有质量的保证。今年，建设国际

案例库、建立与欧洲案例交流中心（ECCH）的联系，组细案例中心主任赴毅伟交流学

习、第四届全国百篇优秀案例评选活劢等等，各项工作均已陆续启劢。其中，尤为可

喜的是第四届百优案例评选活劢受到了国务院学位办和社会基金的关注与支持。大量

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然而前行的路上有梦想指引，有志同道合者陪伴，一

路辛苦亦一路欢乐……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2013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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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业国际的海外上市治理感知 （编号：CPGN-0032）   

案例作者：姜涛 

案例单位：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文摘要：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中小民营企业的难题，寻求海外开放、公平的

资本融资市场是民营企业解决融资瓶颈的另一条蹊径。本案例以永业国际为样本，描述了其

海外上市的动因、背景和过程，重点讨论了永业国际通过何种方式合理规避了商务部针对民

营企业海外上市的“十号文”限制规定，另外还分析了永业国际在美国上市后针对美国资本市

场做空机制的一次“大作战”及其对美国资本市场规则的适应与感知。 

中文关键词：公司治理；永业国际；海外上市；2012百优案例 

■ 企业年金的投资困局（编号：FAM-0109）    

案例作者：杨长汉 

案例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MBA教育中心 

中文摘要：X 集团 44.5亿元的企业年金委托四家专业投资管理机构进行多元化组合投

资。2010年、2011年平均投资收益率没有达到合同业绩基准即三年定期存款利率 4.2％的水

平，也低于同期 CPI的水平，甚至出现了 2011年投资亏损 1.17%的情况。集团公司和职工对

此十分不满。为此，X集团企业年金理事会提出用企业年金投资于三年以上的定期存款以实

现 4.2%的投资目标，而 X集团企业年金投资管理机构坚持认为必须采取组合投资、分散投资

才能实现长期保值增值的目标。到底是采取定期存款的方式还是组合投资的方式，这是 X集

团企业年金乃至所有企业年金、养老金、机构投资者正在急切探究的问题。 

中文关键词：企业年金；投资政策；定期存款；组合投资；资产配置；2012百优案例 

 

http://www.cmcc-dut.cn/batch.download.php?itemid=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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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富达家具公司销售部经理的离职与聘任（编号：HRM-0069） 

案例作者：荆炜 

案例单位：兰州商学院 MBA教育中心 

中文摘要：民营企业要想突破经营管理瓶颈，就必须引进、培养、使用高素质的管理人

才，但就目前民营企业在实际经营中所遭遇的瓶颈以及诸多管理和市场难题，如何正确获取和

使用人才呢？本案例通过讨论兰州富达家具公司销售部经理的离职和继任人选的抉择，引导案

例的阅读者思考民营企业如何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开发机制、录用机制、使用机制。 

中文关键词：人才聘任；胜任能力；绩效薪酬；2012百优案例 

■ “七年之痒”——长城钻探在 A 国本地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编号：

HRM-0077） 

案例作者：王雪莉，路峭等 

案例单位：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文摘要：长城钻探是中国石油旗下的专业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近年来公司海外

项目的主要技术和管理人员从中方派遣，发挥了人才优势并快速抢占市场。随着海外市场不

断扩大，人力资源短缺、人工成本攀升、东道国使用当地人员限制、外派人员安全风险增

加、跨文化冲突等问题日益严峻，人力资源问题逐步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瓶颈。为实现总承

包商目标，公司加快发展海外市场，实行人员本地化是国际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国

情和企业性质的不同，缺乏跨文化管理的人才、经验和资源，公司希望找到更为完善的本地

化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本案例适合于MBA、研究生、本科生以及企业管理人员在《跨文化人

力资源管理》课程上讨论使用。本案例描述了公司背景、东道国概况、气测人员本地化现

状、竞争对手、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等方面内容。通过使用本案例，学生可以将人力资源 

 

http://www.cmcc-dut.cn/batch.download.php?itemid=859
http://www.cmcc-dut.cn/batch.download.php?itemid=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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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理论与企业实践相结合，更好地理解相关知识，思考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中文化差

异、属地人员管理、外派管理人员的甄选和培训等方面的关键点。 

中文关键词：长城钻探；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文化差异；员工本地化；中国企业国际

化；2012百优案例 

■ 东软嵌入式事业部的跨国并购之惑（编号：STR-0157） 

案例作者：欧阳桃花，田宏斌等 

案例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文摘要：进入 21世纪后，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成为海外直接投资的热点问题。成立

于 1999年的东软嵌入式事业部是东软集团（Neusoft，1991年创建）的核心事业部之一，主

要承接诺基亚（NOKIA）的手机软件外包业务。2008年底，诺基亚外包业务策略发生重大调

整：两年内将手机软件外包服务提供商的数量控制在 3家,而位居第五的东软嵌入式事业部

或将出局。外部环境突变促使东软嵌入式事业部选择跨国并购？该企业如何从事跨国并购？

跨国并购能否助东软嵌入式事业部走出困境？ 

中文关键词：跨国并购；企业全球化；手机软件外包；2012百优案例 

 

 

登录门户网站 http://cmcc.dlut.edu.cn（教育网）或 http://www.cmcc-dut.cn (公网)

后，通过用户名和密码，可全文查看案例正文和案例使用说明。 

  各 MBA培养院校授课教师可通过该校 MBA中心负责人统一提交个人相关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电子邮箱、研究方向）至 cmcc@dlut.edu.cn。   

请各位老师获取登录网站的用户名和初始密码后及时修改登录密码并做好备份，以免遗

忘。 

http://www.cmcc-dut.cn/batch.download.php?itemid=899
http://cmcc.dlut.edu.cn/
http://www.cmcc-dut.cn/
mailto:至cmcc@dl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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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案例中心联盟在海口成立 

为进一步推动和繁荣我国管理案例教学和案例研究，加强各管理案例中心的交流与合

作，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管理案例教学与研究中心和部分

院校管理案例中心 1月 18日海南海口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管理案例中心联盟”，近 70所院

校的管理案例中心主任参加了案例中心联盟成立大会。 

 

中国管理案例中心联盟会议会场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管理案例中心联盟的章程，选举产生了大连理工大学、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20 所院校的管理案例中心为常务理事单位。大连理

工大学被选举为案例中心联盟第一届理事长单位，管理与经济学部部长苏敬勤教授当第一届

理事长，朱方伟副教授担任秘书长。  

会议还讨论了联盟成立后将开展的九项工作，征集了与会单位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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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案例中心联盟成立后，将举办案例教学与研究的交流与培训，组织国内外学术

研讨会，探索和分享案例开发的方法、规律和经验，共同提升各联盟会员的案例教学与研究

水平。 

 

第四届“中国管理案例共享国际论坛”(2013) 

在海口召开 

2013年 1月 19日，由全国 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中国管理现

代化研究会管理案例专业委员会和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主办，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承办的“第四届中国管理案例共享国际论坛”（2013）在海口举行。论坛吸引了来自海

内外 300多名参会代表与嘉宾。开幕式由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常务副主任、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副部长朱方伟副教授主持。 

 

 

第四届中国管理案例共享国际论坛会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二处处长冯芷艳研究员，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副

理事长、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案例分委员会召集人、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赵曙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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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全国 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主任、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

学部部长苏敬勤教授，海南大学副校长傅国华教授分别作了开幕式致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二处处长冯芷艳研究员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 MBA教指委案例分委员会召集人、 

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赵曙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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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负责人、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部长苏敬勤教授 

  

 

海南大学副校长傅国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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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邀请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周长辉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部长苏敬

勤教授，台湾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卢希鹏教授、周子铨教授，哈佛商业出版社东北亚区王云珍

经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欧阳桃花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学院潘善琳副

教授，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井润田教授作了专题学术报告。 

会议还邀请了管理学领域关注案例题材期刊主编与参与人员进行会话交流《管理世界》

期刊编辑部尚增健主任、《南开管理评论》期刊程新生副主编、《管理学报》期刊吕力副主

编、《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期刊朱方伟副主编依次对各自的期刊作了简要的介绍，并详细

解答了与会老师提出的问题。 

 

 

与管理学期刊主编对话 

1月 20日开展的五个分论坛分别围绕“案例研究方法与理论”、“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国

际化”、“教学案例采编与教学方法交流”、“案例中心建设与共享探讨”四大主题进行了

讨论交流和总结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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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分论坛讨论会场 

 

论坛期间还召开了中国管理案例中心联盟会议，案例中心主任联席会议。 

本次论坛与会代表纷纷表示通过此次会议不仅得到了学术界专家学者的指点，也获得了

与同仁深入交流的宝贵机会，对案例研究和教学工作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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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论坛共收到来自海内外近 80所院校的 147篇参会稿件，包括案例研究论文 59篇，

教学案例 75篇，案例教学与研究方法论 13 篇。为保障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标准，论坛程序委

员会制定了严格的论文评审制度，采取外审与内审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 35名外审专家及

14 名内审专家对参会稿件进行评审，并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最终论文集共收录 126篇稿

件，其中，案例研究论文 48篇，教学案例 66篇，案例教学与研究方法论 12篇。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 

在海口成立 

为进一步推动和繁荣我国管理案例研究，加强各高校教师在管理案例研究的深度沟通与

交流，促进案例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经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中国管

理现代化研究会管理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 1月 19日在海南海口正式成立。 

大会通过投票选举产生了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周建教授等 25位老师当

选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管理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选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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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9日上午，管理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在海口召开了第一届委员会会议并选举清华大

学仝允桓教授、南京大学赵曙明教授为名誉主任，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苏敬勤教授

为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毛基业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欧阳桃花教授、厦门大学沈艺峰

教授、浙江大学吴晓波教授、北京大学周长辉教授为副主任委员，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

学部朱方伟为秘书长，南京大学史有春教授、清华大学王雪莉副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王淑娟

副研究馆员为副秘书长。 

会上，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石谷山主任代表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对管理案例专业委

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他认为管理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中国管理案例教学与研

究水平的提高，对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同时，石谷山

主任对当选的委员们也表示了衷心的祝贺。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石谷山主任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将组织开展各种案例研究学术活动，

搭建案例研究交流合作平台，提升我国教师案例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推动企业管理水

平的提高和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 



 

- 12 -                  

统一规范 分散建设 共同参与 资源共享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工作劢态■  

2013 年第 1 期■ 

共享新闻 

  

附件： 

1.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名单（按音序） 

董大海、范徵、郭霖、胡国柳、金润圭、井润田、景奉杰、刘洪、毛基业、欧阳桃花、

潘善琳、沈艺峰、史有春、苏敬勤、汤谷良、王瑞华、王淑娟、王雪莉、吴晓波、 

谢康、邢以群、张丽华、周建、 周长辉、朱方伟 

2.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管理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担任职务名单 

名誉主任：仝允桓、赵曙明  

主    任：苏敬勤 

副 主 任：毛基业、欧阳桃花、沈艺峰、吴晓波、周长辉 

秘 书 长：朱方伟 

副秘书长：史有春、王雪莉、王淑娟 

 

 

首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2013）”筹备协调会 

在大连召开 

 

2013年 2月 16日，由大赛主办方之一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及承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共同组织的首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大赛（2013）”第一次筹备协调会在大连理工大

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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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有全国 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负责人、大连理工大

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部长苏敬勤教授，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常务副主任、大连理工大学管理

与经济学部副部长朱方伟副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案例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王

淑娟副研究馆员、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案例中心主任金润圭教授及 MBA中心教师项远。 

 

 

筹备协调会会场 

此次精英赛是一次案例分析大赛，参赛各院校以小组形式组队，参赛队员为在读 MBA学

员，选派 4人对案例进行现场评析。与会人员对大赛的参赛形式、赛制规则、评审规范、会

议保障、组织流程、职责分工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讨论，并形成了初步意见。参会代

表认为本次大赛较以往其他大赛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群众基础好，可以广泛动员；二是关注

社会经济热点；三是选取的分区赛和决赛案例来源于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对共享中心的

案例库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四是促进案例中心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家一致认为，通

过大赛可以有效地提升 MBA学员运用管理知识的能力和水平，检验案例教学成果，此外还可

以搭建全国 MBA培养院校间及与港澳台商学院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有利于提升合作企业和各

参与院校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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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次会议，与会人员对本届大赛的基本问题做了全面梳理，在此基础上，还将召开

多次筹备协调会对未尽事宜进行研讨。 

 

关于举办首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2013）的通知 

为了推进和繁荣中国工商管理教育，检验案例教学成果，加强商学院间的交流与合作，

拟在全国 MBA培养院校中举办首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2013）。通过对社会经济热点案例

的分析与讨论，高度模拟现实商战，提升 MBA学员的综合分析与决策能力。本次大赛由中国

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中国管理案例中心联盟及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管理案例研究专业委员

会联合主办。 

一、比赛形式：本次大赛分为校园突围赛、分赛区晋级赛和全国总决赛三阶段。 

参赛院校提交《参赛回执》（见附件 1）后自行组织完成校园突围赛，比赛案例由各参

赛院校自行确定。 

分赛区晋级赛。每所院校进入分赛区晋级赛的名额不超过 2支队伍，分赛区承办院校的

晋级名额不超过 3 支队伍。 

全国总决赛。与分赛区比赛形式一致，比赛案例由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案例库提供。 

每支参赛队伍选派 4人参加现场答辩，全队人数不超过 10人（含教练）。 

二、时间安排：大赛自 3月份开始启动，5月中旬前结束校园突围赛，6月中旬前结束

分赛区晋级赛。9 月 20日举办全国总决赛。详见《首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2013）比赛手

册》（见附件 2）。 

三、分赛区承办单位申请：凡有意申请承办分赛区晋级赛的院校请填写《分赛区承办方

申请书》（见附件 3）并阅读《承办细则》（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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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赛不收取参赛费。由各 MBA培养院校自愿报名参赛，参赛院校请于 3月 31日前

将《参赛回执》发至：mcase@dlut.edu.cn  mcase@ecnumba.com 

大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淑娟 胡芬 项远   电  话/传真：0411-84708349,84707226/021-62233658 

 

附件 1：参赛回执 

附件 2：首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大赛（2013）比赛手册 

附件 3：分赛区承办方申请书 

附件 4：承办细则 

 

关于推荐中国管理学青年奖候选人的通知 

中国管理学青年奖评选活动由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发起,旨在奖励在管理学领域做出

突出贡献的青年工作者（见附件 1）。根据研究会要求，各专业委员会推荐 1名请奖人。具

体通知如下： 

申报者应具备的条件 

在报名截止日未满 45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在管理理论、方法中有创新突破，取得标志性成果，达到国际国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

学术成果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申报工作要求 

填写《中国管理学青年奖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2）发送至 mcase@dlut.edu.cn。 

同时，请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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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管理学青年奖候选人推荐表》一式 21份，其中原件 2份、复印件 19份。表中

推荐单位意见由被推荐人工作单位填写。 

2. 附件材料一份（装订成册）。 

以上材料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3年 4月 10日。 

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淑娟 胡芬  联系电话：0411-84708349/84707226 

通讯地址：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 2号大连理工大学南门科技园 C座 316室中国管

理现代化研究会管理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邮编：116024 

 

附件 1：《中国管理学青年奖评选章程》 

附件 2：《中国管理学青年奖候选人推荐表》 

 

关于第四届“百篇优秀管理案例”评选活动 

即将启动的通知 

 “百篇优秀管理案例”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三届，得到了案例研究界同仁的广泛参与

和高度认可，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案例的开发，全国 MBA教育指导委员

会委托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将在近期继续承办第四届“百篇优秀管理案例”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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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备受关注，不仅得到了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

公室）的支持，还受到了社会基金的关注。关于评选活动的形式、内容等事宜正在协商和讨

论中，各院校可提前准备案例，以便活动启动后能够及时提交。商讨事宜确定后会将评选活

动的通知及时发布到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网站。 

 

 

多所院校参观访问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北京交通大学 

3月 19日，北京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来到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进行交流与访问。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案例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王淑娟副研究馆员接待了来访教

师。 

此次访问，主要交流了学科案例库的建设问题。北京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就目前案例工

作开展的情况简要地作了说明，并表述了建立财务学科案例库的困难和问题，如，企业财务

案例素材的保密性致使案例开发受到限制；相对于管理学科财务学科案例类别单一；案例工

作缺少制度和政策上的支持„„。通过听取来访老师的困惑，王主任首先介绍了中国管理案

例共享中心成立及案例库构建的过程。其次，对案例工作人员配备、建立案例库的资金渠

道、运营方案、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学院的支持力度等建立案例库需要重视的关键要素

进行了交流。 

 

两位老师表示，通过这次访问得到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为今后的工作开展指明了努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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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 

3月 25日，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案例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王淑娟副研究馆员接

待了从上海财经大学专程来访的三位教师。 

 

 

 

座谈中，王主任介绍了近期开展的首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同时透露了即将启动的第

四届“百篇优秀管理案例”评选活动筹备情况，并诚挚邀请上海财经大学的教师与 MBA学员

参与不同形式的案例大赛。上海财经大学的教师表示，在积极参与活动的同时，还希望能够

通过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这个平台邀请国外的案例研究专家做教师培训，以便提高教师案

例开发与案例教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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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上，来访教师简要介绍了本校案例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希望借鉴中国管理案例共享

中心建设经验，推动上海财经大学案例中心建设。王主任认为，上海财经大学拥有比较适合

案例工作长期发展的有利条件，如，上海财经大学的金融、会计属于财务学科领域的优势专

业，招聘案例工作人员的预设编制配备合理、学校案例工作的开展得到 MBA教育中心的大力

支持等。但王主任表示，想要使案例中心工作持续性发展，还应该考虑三个方面，一是领导

重视案例中心建设。二是政策和制度的支持。三是有稳定的工作团队。 

来访教师认为此次访问不虚此行，受益匪浅，由衷感谢王主任传授的宝贵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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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刊物的学术导向，《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重点征收案例研究论文及案例教学与

研究方法论论文。 

重点征稿类型： 

 案例研究论文：以中国本土的优秀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中国背景下管理理论成果； 

 案例教学与研究方法论：管理案例研究与教学方面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等研究成果。 

 

投稿方式： 

请发电子版稿件至 mcase@dlut.edu.cn 或 glcase@126.com，以“投稿”为邮件标题，稿件

（word 文档）以附件形式发送。本刊实行双匿名审稿制度。稿件评审结果一般在收到稿件的

一个月内通知作者。 

 

本刊系双月刊，由教育部主管，大连理工大学主办，于 2008 年元月创刊并双月发行。已

列为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会刊，全文收录至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4-1692，国内统一刊号：CN 21-

9202/G，邮发代号：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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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并购国营企业的企业文化融合影响要素研究 

——东方希望并购蓬威石化案例分析 

（2013 年第 6 卷第 1期） 

卢小丽，成宇航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  116024） 

摘要：由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融合成为影响企业并购成功与否

的关键。本文以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后的企业文化冲突为切入点，通过对民企和国企

企业文化的特征识别，剖析二者融合后企业文化存在的关键问题，识别出民企并购国企

后影响企业文化融合的关键要素为文化特质、领导行为与员工行为。并以东方希望集团

为案例，通过对东方希望集团并购蓬威石化后产生的一系列企业文化冲突进行分析，揭

示这些要素对企业文化融合的作用机理，为提升民企并购国企的文化融合提供参考和借

鉴。 

关键词：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企业并购；文化融合；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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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机床跨越式裂变的战略变革之路 

（2013 年第 6 卷第 1期） 

戢守峰 1，董凌云 2，岳美思 1，李佳 1
 

（1.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沈阳 110004； 

2.沈阳机床集团 总裁办，沈阳  110027） 

 

摘要：本文描述了沈阳机床集团由低落到登顶世界机床之巅的跨越式裂变的战略变革之 

路。从曾经辉煌的沈阳机床集团发展境遇和始于重组搬迁的裂变分析开始，系统全面地 

剖析了沈阳机床集团的跨越式创新发展战略，如自主高端产品的 R&D、战略性普通机 

床的 OEM 和“4S”店的独特模式等。本文提供了一个如何针对国有大型企业跨越式裂 

变过程中的能动型战略变革问题制定大型企业的战略变革策略的决策参考。 

关键词：沈阳机床集团；能动型战略变革；代工生产；“4S”店；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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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境下案例教学中大学生学习障碍调查 

（2013 年第 6 卷第 1期） 

施 丹 ， 郏 扬 荻 ， 张 园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本文针对案例教学中学生参与热情与投入程度不高的现状，以 556 名本科生为研

究对象，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识别出中国情境下案例教学中大学生面临的主要学习障

碍及其对不同阶段学习者参与行为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我国现有本科教育的

资源条件约束，从社会文化心理、授课对象差异、案例教学流程等方面提出了克服案例

教学中大学生学习障碍、促进参与行为的对策建议，以提高西方案例教学在我国本科课

堂中的适用性。 

关键词：案例教学；学习障碍；大学生参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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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者可以登录本刊网站(http://cmcc.dlut.edu.cn)查询稿件处理状态。 

如果您想向共享中心案例库投稿、将贵校的案例工作开展情况与我们共享，

或对本通讯有任何意见建议，请发送到 cmcc@dl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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