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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演讲嘉宾包括 ：

约迪 · 柯乃尔 (Jordi Canals) 教授

西班牙 IESE 商学院院长，商学院未来与管理

未来研究领域全球领先思想家

艾伦 · 海索科恩 (Allen Hazelkorn) 教授

爱尔兰多柏林技术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研究与

企业中心主任，经合组织 (OECD) 高等教育机

构管理项目高级咨询顾问。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 
www.efmd.org/events

高等教育机构与商学院的目的、

绩效与影响力 

本次会议旨在推动对高等教育机构与商学院

转型的研究与对话，聚首管理、高等教育以

及其他相关领域学者脑力激荡，共商改革与

发展大计。

会议主题包括 ：

•  高等教育机构与商学院的领导力

•  绩效评估与决定因子 

•  高等教育机构与商学院的影响力

•   创新与创业精神

•  兼并与战略联盟 

•  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

巴黎，5 月 23-24 日，2013 年 
由巴黎第九大学主办

2013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高等教育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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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点

我们热忱欢迎各位读者对

《全球聚焦》提出宝贵意见，

并就未来希望探讨的话题提

出建议。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您的

意见和想法发送给欧洲管

理发展基金会的麦修伍德

(Matthew Wood)：

matthew.wood@efmd.org

商学院正在缓慢费力地调整自己的战略与模式，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

巨大挑战。这些调整是必要的，同时也经常是痛苦的。如同冰山和冰川移动，

商学院在调整的过程中不停地发出吱吱声和呻吟声。

本期《全球聚焦》将着重探讨战略变革的三个关键领域：全球化、可持续发展

以及管理教育中国模式的崛起。

在封面故事“变革之事” （详见第 8 页）一文中，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加斯 •

萨罗纳 (Garth Saloner) 教授为读者详细解读了为什么斯坦福将可持续发展同时

作为商业目标与教学方法。

他在文章中指出，“世界上一些最主要的问题，如教育、环境可持续发展、医

疗健康、国家治理以及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等问题，不仅仅是技术挑战，它们同

时也是商业、领导力和管理挑战。我们从事管理教育的人都清楚，今天的学生

渴望解决这样的社会挑战。”

同样来自北美商学院的保尔 • 达诺斯 (Paul Danos) 对此深有同感。他长期服务

于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多年担任院长一职。在他领导下，塔克商学院正

在积极探索拓展学生亲身体验全球化的各种机会（详见第 24 页）。

在他看来，“实现学习体验全球化的两个最有效的工具涉及商学院两个最基本

的组成要素：学生和教授。就学生而言，全球化的关键不仅在于班级的多元化，

更在于为每一个人提供相互学习、相互分享的机会。而从教授角度而言，重要

的是他们不仅需要始终站在各自领域的最前沿，而且善于在课堂中启发学生进

行不同观点和思想的碰撞。”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著名学者成思危教授就中国及世界管理教育的未来提出了自

己独到的见解（详见第 28 页）。

他指出，中国未来最需要的管理教育是以人为本、以开发人的创造力为核心的

教育。

在他看来，中国首先必须认识到人才是其最宝贵的财富。其次，中国需要通过

培训提高人的技能和素质。（“没有高素质的员工就没有高素质的企业，”他说。）

最后，组织需要建立共同的价值观，成为每个员工的行为指南。

我们衷心希望本期的文章能使读者有所启发，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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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 200 页，
读者可从欧洲管理
发展基金会网站

免费
下载本书及配套
练习册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在此荣幸地宣布，与工业生产力和可持续发展中心、GSE 研究

中心、产品生命研究院以及绿叶出版社共同打造的《可持续发展商业》第 2 版及配

套练习册（共 30 页）现正式出版发行。 

《可持续
发展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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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以上各个领域更多信息，以及它们对

可持续发展影响、企业如何受益于可持续发展，

请登录欧洲发展基金会网站，免费下载《可持

续发展商业》第 2 版及配套练习册。希望您能

从中获得启发，有所收获。

  ww.efmd.org/sustainablebusiness

以上两本出版物的电子版可从欧洲管理发展基

金会网站 (www.efmd.org) 免费下载。如需个性

化印刷版（即在本书封面上印上采购单位名称），

可通过绿叶出版社以成本价购买。《可持续发展

商业》及配套练习册旨在帮助商学院、商学院学

生、企业管理者与员工通过不断改进自己的产品

提高经济收益。

本书的大背景是什么？可持续发展确切指哪些

内容？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指出一个残

酷的现实：整个世界处于一种短期思维包围中。

人类今天面临的众多问题揭示，允许个人或组织

随心所欲（不考虑未来结果）将使所有人为此付

出沉重的代价。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

已经开始醒悟，产生如此多的垃圾、污染物和其

他可避免的成本既不是人类的自由，更不是人类

的基本权利。

根据这一逻辑，我们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不

可持续发展的流程或行为将被课以重税或成为

非法行为。用商业语言，这意味着经济损失甚至

更糟的破产。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可持续发展是“绿色经济”

的同义词？

答案是，那些远见卓识的环保主义者曾经发起了

无数运动，旨在唤醒公众的意识，警醒短期思维

的恶果。然而，从更广范围看，可持续发展不仅

仅是环境问题。毫无疑问，环境对我们每个人都

很重要，因为每家企业（以及每个人）所需的资

源都来自环境。但是，狭隘地理解可持续发展

中的环境因素 — 尤其对于企业而言 — 是片面

的、短视的行为。这好比认为蔬菜是健康的全

部。我们必须意识到，商业可持续发展也包括

法律、财务、经济、工业、社会、物质（科学）

以及行为等多个领域。

更让人混淆的是，以上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语

言、习惯和文化，在商界和学术界很难形成统一

（参见图 1）。

然而幸运的是，我们也达成了一个普遍共识：我

们必须消灭浪费，必须延长资源生命周期。简单

地说，在商业环境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以上

这两项内容。从商业角度而言，可持续发展就是

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降低包括未来支出在内的费

用，提高盈利率、竞争力和企业寿命。

这些支出包括短期思维成本、与浪费相关的问题

与成本、原材料和资源不足的溢出成本、产品与

生产流程设计不当造成的成本、气候变化（如财

产损失与庄稼歉收）成本，以及失业和就业不足

成本等等。

 

可持续发展涉及多个领域。

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语言和发展动因。

物
质
与
自
然
科
学

经济

产
业

人类行为科学

金
融

法律与法规

社
会
科
学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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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EQUIS（欧洲质量

改进体系）与 EPAS（欧洲

课程认证体系）认证

EQUIS 认证

德国欧洲商学院 (EBS Business 
School)，德国欧洲工商大学 (EBS 
University)，德国 

里尔 - 巴黎 IESEG 管理学院，
法国

管理、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
科隆大学，德国

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
商学院，韩国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中国

舒利克商学院 (Schulich School 
of Business)，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加拿大

圣彼得堡大学 (St. Petersburg 
University) 管理学院，
俄罗斯

Thammasat 商学院， 国立法政大学
(Thammasat University)，泰国

EPAS 认证

MBA 课程
科廷商学院，科廷大学 (Curtin 
University)，澳大利亚

本科课程专业：
金融管理与市场营销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萨拉热窝大学
(University of Sarajevo)， 波斯尼
亚和黑山共和国

商业管理本科课程
汕头大学商学院，中国

MBA 课程
经济与管理学院，
塞浦路斯大学 (University of 
Cyprus)，塞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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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恭贺以下商学院在
2012 年获得 EQUIS 和 EPAS 认证

国际贸易硕士课程
国际商务 — 中欧商业硕士课程
国际关系学院，
布拉格经济大学，捷克共和国

国际市场营销管理硕士课程
拉普兰达理工大学 (Lappeenrant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商学院，
芬兰

国际商务本科课程
商业与服务管理学院，于韦斯屈
莱大学 (JAMK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芬兰

商务管理本科课程
雷克雅未克大学 (Reykjavik 
University) 商学院，冰岛 

国际商务硕士课程
萨尔福商学院，萨尔福大学
(University of Salford)，英国

管理专业硕士课程理科硕士：
管理课程（在线）
 – 银行与金融服务管理硕士课程
 –  持续经营、证券与风险管理硕士

课程
 – 保险管理硕士课程
 – 国际市场营销管理硕士课程
 –  项目管理硕士课程
波士顿大学大都会学院 (Boston 
University Metropolitan College)，
美国

全球管理 MBA 课程
南森 - 威尔斯研究院 (Nathan 
Weiss Graduate College)
肯恩大学 (Kean University)，美国

欧洲质量改进体系 (EQUIS) 与课程认证体系 (EPAS) 2012 年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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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必须变革，才能更好地服务学生与社会，

加斯萨罗纳 (Garth Saloner) 说

变革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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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这样看问题的视角与商学院院长、行

政管理者甚至教授的日常思维明显不合拍。在

许多方面商学院感到困惑与不安。阴魂不散的

全球经济危机以及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使商学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内部，我们面临着课程设置的压力，面对学

生不断变化的需求我们需要及时作出调整。我

们还面临着新的竞争与市场环境的变化，今天

与 10 年前相比已经天壤之别。我们提供的课程

其投资回报率也受到了质疑，这一传统的商业

模式正受到在线教育的严重挑战。

然而，即使面对如此众多的挑战，我对管理教

育的作用和前景依然充满信心与期许。对于我

们斯坦福大学而言，消灭贫困这一挑战应该成

为我们使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战略

变化以及我们相信应该解决的问题与过去几年

我们一直持续进行的课程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如果没有课程设置的改变，我们也就

不会考虑设立斯坦福发展经济创新研究院。

课程设置改革的启示

我们于 2006 年启动课程改革。那一年的 2 月，

我的前任决定成立一个特别任务组，由我领衔。

他要求我们在 5 月提交一份建议书，因此留给

我们的时间很紧。 

就
在一年前，位于美国加州的斯坦

福大学商学院作出了一项不寻常

之举，决定成立旨在帮助消灭贫

困的研究院。说它不寻常，是因

为大多数人不会将消灭贫困这样的话题与商学

院联系在一起。然而，当我们开始筹建斯坦福

发展经济创新研究院时，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

利用我们的创业学与管理学科，帮助人类解决

贫困问题以及全球其他迫切需要解决的挑战。 

世界上一些最主要的问题，如教育、环境可持

续发展、医疗健康、国家治理以及食品和饮用

水安全等问题，不仅仅是技术挑战，它们同时

也是商业、领导力和管理挑战。例如，医疗健

康不仅仅是发明新药或者新医疗设备的问题，

而且也涉及包括医院、医疗体制以及健康提供

机构的创新等问题。 

我们从事管理教育的人都清楚，今天的学生渴

望解决这样的社会挑战。21 世纪接受高等教育

的学生，他们来到斯坦福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挣

钱的本事，而且还希望产生影响。他们希望自

己生活得更有意义。他们将我以上描述的挑战

看作是机遇，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我

也相信我们能给学生提供解决这些挑战的技能。

这是令人激动的前景，也是我每天努力工作的

动力。

21世纪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

他们来到斯坦福不仅仅是为了

获得挣钱的本事，而且还希望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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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的起因是部分教授对学生在

教育体验方面的参与度不足而深感

忧虑

通过课程改革我们在努力成为

变革推动者的同时，我们认识

到我们提供的教育得到了拓展，

能更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学生在

未来生活中自身也成为变革推

动者

课程改革的起因是部分教授对学生在教育体验

方面的参与度不足而深感忧虑。一个非常突出

的问题是学生背景的高度差异化。他们中有一

部分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一些早期工作经

验，准备继续往商业方向发展。但是也有另一

部分人，他们从未想过读商学院，就读前只是

在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美国和平志愿者或者美国

支教联盟工作过。

准备往商业方向发展的学生就读前已经学习过

或者实践过我们准备传授的知识，而另一类学

生则对管理或商业缺乏扎实的基础。问题在于

我们招收的学生是一个多元化的团队，而我们

的课程设置却是千篇一律的。

令问题更加糟糕的是我们课程教学的前后次序。

如果我将它比作建造一所房子，我们通常先从

打地基开始（经济学、统计学、组织行为），然

后是砌墙（财务、市场营销、金融），最后是屋

顶（综合管理话题）。这也是他们中许多人来商

学院求学渴望学习的主要科目。

我们在认真调研后决定对课程设置进行重大改

革。首先，我们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先从屋顶

入手，这对于我们所有教授而言是一个重大的

概念转变。 

我们断言，学生在学习综合管理问题时可能会遇

到许多挑战，然而正是在这一痛苦的挣扎过程中

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在“地基”和“墙”两方面

的不足，所以在这些课程的后续学习中将更有动

力。最后的结果证明我们的打赌赢了。 

为了应对学生知识层次的差异，我们还提供了

许多选项，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背景和工作经

验选择合适的基础课程。

屋顶包括旨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学

生需要每周分析一个商业案例，明确自己的立

场和观点，并在辩论过程中接受同伴的各种提

问。而我们的领导力实验室课程则要求学生扮

演特定的角色，为其指定的个人导师将对其表

现进行评估。学生在第一学年还将参加全球学

习之旅，强化其跨文化体验。

我们提出并实施的许多想法并没有完全实现预

期的效果。例如，我们为两年级学生最后一个

学期增加了一门必修课，培养其综合分析能力。

虽然反应良好，但是我们最终决定削减课时，

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到底是怎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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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与斯坦福发展经济创新研究院的

关联

回顾课程改革整个过程，我发现我们已经在许多

方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我们事前未

曾料到的，而且这一切来得是如此的自然。这在

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在推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不仅我们自身成为变革的推动者，而且

我们提供的教育也在帮助学生成为未来的变革

推动者。

我们的课程基础依然十分重要。对于我们而言，

一个 MBA 毕业生不掌握财务、会计、战略、运

营这些核心理论框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

我们希望我们的毕业生能应对当今世界最复杂

的问题，那么他们必须掌握至少三项技能。

首先，他们必须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我

们传统课程一直强调的领域。

其次，他们必须找到解决之道，这是一种创造性

能力。传统的管理课程在这一方面通常比较欠

缺。我们在课程改革中借鉴了设计思维中如何驱

动创新的理念。

第三，与寻找解决之道相关的能力是执行力，这

需要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得以实施。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特别强调最基本的领导技能，如自我意识、

性格以及跨文化交流等。

将以上三种技能（分析问题、创新能力和个人领

导力）置于 MBA 课程最核心的位置，使学生超

越了我们以往教学的内容。来到斯坦福之前，他

们每个人都是具有高潜力的个体，而现在通过学

习他们不仅掌握了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知识与技

能，而且也成为改变世界的积极推动者。这就是

我们一直提倡的“改变生活、改变组织、改变世

界”的真实含义。 左起依次为：

加斯萨罗纳院长主持与葡萄牙总统席尔瓦 (Anibal Cavaco Silva) 的对话。席尔瓦总统受邀于 2011 年访问

斯坦福大学。

加斯萨罗纳院长在 2011 年斯坦福教授代表大会上发言

照片提供：琳达西塞罗 (Linda A. Cicero)⁄ 斯坦福大学新闻中心  

加斯萨罗纳（与儿童合影）— 访问印度普那 (Pune) 市 Akanksha 中心，该中心为当地贫困儿童提供

教育支持

变革之事　作者：加斯萨罗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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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自己作为管理教育者角色的思维转变重

塑了我们的战略。当时看似有违自己使命的课

程改革方向今天看起来完全是人间正道。我们

关注的问题包括环境、教育、全球健康与可持

续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和理念我们创建了斯坦福

发展经济创新研究院。如果我们认同自己的角

色是培养有能力应对当今世界最重大的问题、

能推动社会变革的领导者，那么成立斯坦福发

展经济创新研究院就应该成为我们使命的一部

分。当我在思考领导力时，我想到的是如何成

功应对全球贫困以及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重大

挑战。那些对世界作出重大影响，那些重新定

义自己的业务甚至行业，那些创造出新的商业

模式的领导者给予了我无穷的鼓舞和力量。

这些领导者有一些是我们的校友，有一些是其

他学校的校友，还有一些甚至没有接受过正

规的管理教育。给我影响最深刻的一位校友是

MBA91 级的科迈克 • 林奇 (Cormac Lynch)。他

在投行取得巨大成功后，创办了一家国际组织

(Camara)，致力于用科技改善全球贫困人群的

教育和生活技能。

这家于七年前在爱尔兰多柏林成立的国际组织，

开设了在线学习中心，为非洲、爱尔兰以及加

勒比海地区 1650 所学校的 45 万名贫困儿童免

费提供数字技术普及服务。现在，Camara 为

这些学校安装了 3.5 万台电脑，培训了 5000 多

名教师，教会他们如何使用技术。

另一位校友是 MBA08 级的简 • 陈 (Jane Chen)，

她是一家非营利企业 (Embrace) 的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该企业主要生产低成本、便携式育

婴箱。她是在访问了非洲、了解到全球每年有

2000 万新生儿体重严重不足、400 万新生儿在

出生第一个月由于身体脂肪严重不足而无法调

节自身体温不幸夭折时，她毅然决定投身这项

伟大的事业。

Embrace 公司销售的便携式育婴箱使用一种凝

胶状液体，通过沸水加温后灌入改装的婴儿睡

袋中，使婴儿的体温保持在恒温的 37 度。今天，

这些特殊的婴儿箱仅售 200 美元，是普通婴儿

箱 20% 的成本，挽救了印度、非洲和其他许多

国家婴儿的生命。

众所周知，变革推动者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

来自每一种背景的人。亚马逊公司的首席执行

官杰夫 • 贝索斯 (Jeff Bezos) 是另一个例子。他

并不是商学院的毕业生，但是他创办了亚马逊

公司，先是在网上销售图书，逐步扩大到销售

各种产品。在他的领导下，亚马逊已经成为全

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商，从而成为全球网络销售

的典范。

从这些领导者身上我获得了无穷的力量，他们

使我对我们在社会中的角色更有乐观。我们的

责任就是培养变革推动者。此外，他们也为我

们树立了强大的榜样，如何重塑自己，重新找

到自己。我个人认为我们确实存在这样的机会，

我们应该有强大的动力去重塑自己。

450k
Camera 开设了在线学习中心，为非洲、爱

尔兰以及加勒比海地区 1650 所学校的 45 万

名贫困儿童免费提供数字技术普及服务

35k
Camara 还为这些学校安装了 3.5

万台电脑，培训了 5000 多名教

师，教会他们如何使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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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加斯萨罗纳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菲利普奈特

(Philip H Knight) 教席教授。

首先，我们的学生都是 21 世纪的学生，他们希

望成为变革推动者，希望我们提供这样的能力。

他们就读商学院是为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我们面临整个行业发生重大变化的挑战，

要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注重创新。

我们无需站在高处就能看到无数深陷泥潭的企

业，面临消费者需求变化或者经济环境的变化

它们却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产品或商业

模式。

从书店到音像零售店，从银行到汽车制造商，

我们看到美国、欧洲以及世界许多地区的企业

纷纷倒闭破产。我当然不希望商学院也成为其

中不幸的一员，与那些企业一样面对社会不断

变化的需求却不愿做出任何改变。商学院传统

的商业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不远

的将来我们将看到巨大的变化。网络教育也许

就是其中一个。

 

商学院传统的商业模式正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看到
巨大的变化。网络教育也
许就是其中一个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 • 海尼西 (John Hennessy)

将它形象地描述为一场海啸正朝着我们汹涌而

来。我们可以驾驭它，就像美国一些商学院正

在做的那样，我们也可能被无情地吞噬。

第三，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关心、关

注和帮助。当我们谈论社会需要创新、需要能

引领创新的领导者时，我们头脑中闪现的是那

些我前面提到的真正英雄。作为商学院，我认

为我们必须从中汲取教训，并应用于我们的实

践中。

变革有时会令人难受，但是正是通过这一过

程我们每个人 — 学生、教授、企业和组织 

— 实现转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保持竞

争力。

好消息是，一旦我们获得成功，我们的毕业生

就能成为为世界带来积极变化的领导者，而我

们就是为他们提供这种能力的机构。

照片从上至下依次为：

斯坦福商学院奈特管理中心“副词之墙”

萨罗纳向学生介绍肯尼亚 Equity 银行总裁詹姆斯芒吉 (James Mwangi)。

他受邀参加萨罗纳教授撰写的该银行小额贷款业务的案例讨论

加斯萨罗纳在加纳海地角参加户外游

加斯萨罗纳参加全球学习之旅，与加纳 Ahaf 矿区的 Kenyase 村酋长

Nana Kofi  Minta Gyeabour 合影

变革之事　作者：加斯萨罗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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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与爱墨瑞得出版社恭贺
2012 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奖者！ 

2012 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奖名单

跨学科会计研究
赞助单位

《会计、审计与责任杂志》 

获奖者

玛丽 - 索莱尔 • 特莱姆布雷 (Marie-Soleil Tremblay) 博士
“公司治理的三个维度：
力量博弈、控制错觉与性别多元性”

国家行政学院，加拿大

人力资源管理
赞助单位

《人力资源评论杂志》

获奖者

苏 • 麦尔豪 (Sue Mulhall) 博士 
“凯尔特之虎，不为人知的故事：社区就业者成功
案例分析”

多柏林技术学院，爱尔兰

知识管理 
赞助单位

《知识管理杂志》

获奖者

安妮特 • 邓海姆 (Annette Dunham) 博士
“老龄化劳动力的知识管理：组织记忆与辅导”

迪肯大学，澳大利亚

管理与公司治理 
赞助单位

《管理决策杂志》 

获奖者

安特里亚 • 阿培德瑞 (Ansreea Apetrei) 博士
“组织管理的标准化与适应性：跨文化视角”

Alexandru Loan Cuza 大学，罗马尼亚

健康管理
赞助单位

《卫生组织与管理杂志》 

获奖者

伊芙琳 • 康奈丽森 (Eveylyn Cornelissen) 博士
“加拿大医疗系统如何合理实施社区医疗优先策略：
评估合适度、实施与影响力”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赞助单位

《国际物资流通与物流管理杂志》

获奖者

普鲁索特汉姆 • 拉尔 • 米娜
(Purushottam Lal Meena) 博士

“供应中断与供应商满意度风险条件下的采购决策”

印度理工学院，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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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与生产管理
赞助单位

《国际运营与生产管理杂志》 

获奖者

阿萨德 • 梵尼奇钦猜 (Assadej Vanichchinchai)
“质量管理与供应链管理关系：泰国汽车产业分析”

斯巴顿大学，泰国

市场研究
赞助单位

《欧洲市场营销杂志》

获奖者

纳迪亚 • 阿布 • 纳布特 (Nadia Abou Nabout) 博士
“通过搜索引擎优化实施营销战略”

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德国

信息科学
赞助单位

《纪录杂志》 

获奖者

菲利克斯 • 布特诺伊 (Felix Portnoy) 博士
“如何避免人们避开广告：影响互联网广告认识的
因素”

北卡罗来纳大学，美国

教育与领导战略
赞助单位

《教育管理杂志》 

获奖者

安吉拉 • 乌里克 (Angela Urick) 博士
“美国教师流动与学校领导者关系：多层次分析”

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美国

领导力与组织发展
赞助单位

《领导力与组织发展杂志》

获奖者

梁新光博士 (Shin-Guang Liang)
“谁展示诚信领导力、什么时候它发挥作用？诚信
领导力的先例、边界条件、流程以及结果的多层次
分析”

国防大学，中国台北

联合获奖者

施拉格 • 杰纽斯 (Shelagh K Genius) 博士
“如何利用健康信息：引领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阿尔伯特大学，加拿大

酒店管理
赞助单位

《国际当代酒店管理杂志》

获奖者

王杰 (Jie Wang) 博士
“应对突发事件：澳大利亚酒店业战略危机规划
分析”

昆士兰大学，澳大利亚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以及其他入围优秀

博士论文，请访问网站：

www.emeraldinsight.com/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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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表现
相互协调的质量改进服务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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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使命是推动和促进欧洲以

及世界的卓越管理教育。这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因为目前全球拥有 13000 多所商学院。在

过去四十年，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在满足其成

员组织需求的基础上推出了各种服务，践行其推动全球管理

发展的使命。这些服务包括组织各种会议和研讨会分享最佳

管理实践，推出认证和其他发展服务帮助商学院持续提高质

量。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充分利用各个成员组织的经验和专长。

作为对整个管理教育的责任，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使命并

不局限于其 800 个成员组织，我们愿意与任何组织分享质量

发展的专业知识。

质量服务体系

在过去十五年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质量服务部推出了认证服

务。这些服务旨在通过建立国际标准和相应的评估提高高等

教育机构的管理教育。达到标准的机构将获得相应的认证和

国际认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认证在全球得到了商学院

潜在学生、企业雇主以及媒体（通常是其排名的进入门槛）

的广泛认可。正是在认证的过程中商学院为了达到相应的标

准而持续改进其质量。这样的改进通常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认证过程非常严格，包括自我评估、同行评估以及改进建议

等。如果获得通过将授予相应的认证。同行评估基于成员组

织高层管理者的专业知识与智慧。在认证过程中他们将花费

大量的时间与接受认证的机构分享其知识。这是一个双向学

习的过程，也是双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开始。对于欧洲管

理发展基金会而言，它加强了网络建设，推动了整个管理教

育的发展。

克里斯 • 格林斯坦德 (Chris Greensted)
解释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推出的三个质
量改进体系 (EQUIS/EPAS/EDAF) 现在已
经设计成为相互协调的产品组合

13k
据了解，目前全球
拥有 13000 多所
商学院

尖峰表现　作者：克里斯格林斯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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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在 1997 年推出了欧洲质量

改进体系 (EQUIS)，对商学院的质量进行综合评

估。只有严格达到标准的商学院才能获得认证。

这些标准包括商学院的治理结构与战略、资源、

教授与研究、学位课程与学生、高层经理培训以

及国际拓展等内容。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EQUIS 认证充分尊重机构与文化的多元性，不

相信世界上存在所谓的“最佳模式”。EQUIS 认

证标准涉及商学院开展的所有活动，因此十五年

来仅有 140 所商学院通过认证也不足为奇了。正

因为如此，EQUIS 认证被认为是商学院质量评

估、质量改进以及认证的全球领先体系。EQUIS

认证将一如既往坚持其卓越标准，因此，认证商

学院的数量不会迅速增加。预计在未来 5-10 年

将保持在 200 所之内。

与此同时，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关注到一些商学

院虽然未能获得 EQUIS 认证，但它们开设了许

多优秀的课程。基于这一事实，欧洲管理发展基

金会在 2005年推出了欧洲课程认证体系 (EPAS)。

这一认证旨在对某一个管理学位课程或系列课

程的设计、实施以及毕业生产出进行深度评估。

这一类课程通常由商学院开设，但是 EPAS 认证

同样接受其他类型组织提供的相关商业课程，如

医疗和工程管理等。EPAS 认证过程注重课程设

计的合理性，确保课程能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

因此，EPAS 认证的评估内容包括教授质量与教

学质量、学生学习体验以及最终的毕业生质量。

认证的关键是学术深度与学习严谨性、对国际商

务与管理的适用性以及质量保障系统的可靠性。

迄今为止，共有 60 家机构的 80 个课程获得了

EPAS 认证。考虑到全球有许多非常优秀的课程，

我们预计未来 5-10 年这一数字将翻一番甚至翻

两番。

考虑到 EQUIS 和 EPAS 认证涉及的学校仅有 500

多所，这一比例在全球商学院中非常低。因此，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在 2001 年推出了“跨国界

商学院院长项目”(EDAF)，旨在帮助处于任何

发展阶段的商学院进一步提高其管理水平。由于

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来自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商学院正在苦苦挣扎。它们有

时会忽略将帮助其提高质量的必要因素。外部指

导或战略建议不仅对商学院自身而且也对它们

所在的大学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同行评估过程

中，EDAF 根据相关商学院的战略目标对其进行

诊断，并提出相关改进建议。评估结束后 EDAF

将提供为期三年的辅导，帮助相关机构的管理层

实现其战略目标，最终获得认证。辅导老师将以

协商的方式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庞大的商学

院院长、副院长网络中挑选。整个评估和辅导过

程将由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实行全程监控。目

前有五家商学院作为试点对象进入 EDAF 评估流

程。EDAF 同时向成员组织和非成员组织开放。

基于这一性质，申请加入 EDAF 体系的商学院没

有数量限制，唯一的制约因素是愿意担任顾问或

辅导老师的人数。

140
EQUIS 认证标准涉

及商学院开展的所

有活动，因此十五

年来仅有 140 所商学

院通过认证也不足

为奇了

x3
迄今为止，共有 60

家机构的 80 个课程

获得了 EPAS 认证。

考虑到全球有许多

非常优秀的课程，

我们预计未来 5-10

年这一数字将翻一

番甚至翻两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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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服务产品组合

三个质量改进体系 (EQUIS/EPAS/EDAF) 现在已经设计成

为相互协调的产品组合。一方面，每一个体系自成一体，

其质量改进流程针对商学院的不同侧面。另一方面，三个

体系又相互协调。例如，进入 EDAF 体系的商学院既可以

将它作为自身发展轨迹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未来获得

EPAS 课程认证，甚至最终获得 EQUIS 认证的发展方向。

根据申请，EDAF 可以提供差距分析，指出哪些领域需要

改进以获得认证。同样，进入 EPAS 认证体系的商学院既

可以只寻求课程认证，也可以瞄准最高层次的 EQUIS 认证。

差距分析也是 EPAS 认证流程的一个部分，相关机构将获

得相应的建议。

原则上图标中的箭头方向可以反向。例如，获得 EPAS 认

证的商学院可以利用 EDAF 流程帮助其评估与 EQUIS 认证

的差距，获得相应的指导。同样，基于 EPAS 评估的价值，

获得 EQUIS 认证的商学院可以通过 EPAS 对某一个课程如

博士课程进行深度评估。当然，这需要对欧洲管理发展基

金会成员组织刚刚通过的政策作出相应的改变，允许通过

EQUIS 认证的商学院申请 EPAS 认证。最后，我们热忱欢

迎 EQUIS 和 EPAS 认证的商学院成员（作为其履行社会责

任的一部分）在提供顾问、辅导老师以及资助部分 EDAF

成本方面有所作为。

基于这一结构，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和质量服务部推出了

一系列相互协调的质量改进与发展产品组合，适用于每个

发展阶段的商学院或机构。参加这些活动的商学院将受益

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成员组织的智慧与专业知识。欧洲

管理发展基金会欢迎来电、来函咨询。

了解更多信息，登陆官网 www.efmd.org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和质
量服务部推出了一系列相
互协调的质量改进与发展
产品组合，适用于每个发
展阶段的商学院或机构

有关作者

克里斯 • 格林斯坦德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高级顾问。

尖峰表现　作者：克里斯格林斯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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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不是旁观者。在未来十五年，新
兴市场将不再是你销售产品的地方；新崛
起的本土产品与公司将与你竞争市场

新兴国家的
人才培养

诺华制药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 分享新兴

市场人才培养与管理的最新研究与‘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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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合格毕业生数量

与企业需求之间存

在的人才短缺在

10-25% 之间。例如，

印度去年毕业的工

程师为 60 万人，

但仅有 12.5 万人符

合企业需求

新兴国家的人才培养

诺
华制药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最

近在瑞士巴塞尔组织了一场领导

力与人才发展的研讨会。与会嘉

宾分别来自不同行业与企业商学

院的高管。他们分享了新兴市场领导力与人才发

展的最佳实践。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以推动企业学习与发展

组织不断追求卓越为己任”，理查德 • 斯特劳布

(Richard Straub) 说。斯特劳布是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公司服务与欧盟事务部总监。“为什么今

天的研讨会很重要？因为调查告诉我们，学习

与发展在许多企业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

们必须消除人们对它的误解，展示它对企业的

巨大价值。”

而这正是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主要演讲嘉宾包

括奥纬咨询负责领导力发展的斯蒂芬 • 莱恩斯密

斯 (Stephen H Rhinesmith) 博士、诺华中国商

业大学主任贝蒂 • 刘 (Betty Lau)、阿尔卡特 - 朗

讯大学高级副总裁维克特 • 艾格奈丽尼 (Victor 

Agnellini)、诺华制药企业公民经理麦克 • 福尔

斯特 (Michael Fuerst)、领先企业学习 (Head 

Corporate Learning) 的弗兰克 • 沃特曼 (Frank 

Waltmann)，以及部分从事新兴市场人才招聘与

培训的专家。他们分享了有关金砖国家以及其他

新兴经济领导力发展的最新研究与第一手经验。

2012 新型市场经济与人才趋势

在探讨金砖国家时，我们发现一些关键因素对新

型经济的企业和学习组织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在研讨会上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趋势。

新型市场不是旁观者。在未来十五年，新兴市场

将不再是你销售产品的地方；新崛起的本土产

品与公司将与你竞争市场。在未来二十年新兴国

家的 GDP 将翻一番，5 亿人口将在 2025 年前迁

至城市中心。城市化、创新与教育这三者之间高

度相关。根据预测，这 5 亿人口将在全球舞台同

时成为资源与竞争者。

现在新兴市场需要领导者。新兴市场目前正面临

着人才危机。根据沃特曼的观点，造成这一原因

有两方面的因素：

•  全世界对人才与领导力的投资刚刚开始收获，

人才管道尚未建立。

•  合格毕业生数量与企业需求之间存在的人才短

缺在 10-25% 之间。例如，印度去年毕业的工

程师为 60 万人，但仅有 12.5 万人符合企业需

求。尽管领导力发展培训正在各地兴起，但目

前的培训资源与能力远远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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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的员工流动率很高。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如何留

住人才仍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企业需要认真思考

如何长期吸引、激励好员工的问题。也许你会感到吃惊，

但是数据告诉我们，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吸引和留住人

才靠的绝不是薪酬和奖金。

今天，组织有许多方式激励优秀的员工。如果你是企业学

习组织的一员，你从中可以获得很多启示。以下为诺华制

药专家推荐的“最佳实践”，他们用以解决诺华制药面临

的许多挑战。

新兴经济体国家吸引与留住人才的因素

2008 年开展的一项为期八个月的调研，对 20 多家全球企

业的上百名高管进行了采访，了解新兴市场吸引与留住人

才的关键要素（道格拉斯 • 雷迪、琳达 • 希尔和杰 • 康格，

“在新兴市场打赢人才争夺战”，《哈佛商业评论》，2008 年

11 月刊）。

他们发现有四个关键因素超越了薪酬与奖金：

• 公司品牌

• 公司提供的机会

• 超越利润之外的追求

• 持续成长的文化

公司品牌

“当公司品牌与个人成长以及职业发展联系在一起时，尤

其那些愿意将员工发展成为领导者的企业对优秀人才最具

吸引力，”斯蒂芬 • 莱恩斯解释说。“他们希望加盟的公司

是在全球舞台竞争的成长性企业，因此他们可以帮助企业

进一步发展。如果不是这样的企业，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

是一种浪费。”这是关键。

机会

新兴国家的人才希望挑战性的工作、持续的培训与发展，

以及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同时，企业提供的工作必须通向

职业发展的更高岗位。“如果他们看不到持续的学习过程，

感觉不到企业以学习为中心，你是无法吸引真正的优秀人

才，”斯蒂芬 • 莱恩斯补充说。“这一点在中国尤为突出，

其他金砖四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也很重要。” 

优秀员工得不到晋升机会，他们总是选择不停的跳槽，这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解决这种“频

繁跳槽”问题。工资上限可以适当调整，每隔半年调整一次。

此外，岗位名称也可以调整，加上“资深”等头衔，使员

工感到职业在不断发展。

辅导是另一个巨大问题。“许多新兴经济体国家都是等级

文化。以老带新是一种流行的职业发展方式，”斯蒂芬 • 莱

恩斯说。“如果企业不设计类似的辅导项目，你就处在不

利的竞争位置。”

目的

新兴市场的人才也希望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人生的目的

和意义，或者找到重新定义国家与世界经济的新的商业模

式。“他们将帮助弱者看作是自己的使命，提倡全球公民

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价值观，”斯蒂芬 • 莱恩斯解释

说。“这种现象随处可见。例如，当诺华制药向穷人捐赠

药品时，年轻人就趋之如骛。”

成长文化

最后，企业的文化对人才很重要。“研究显示，新兴市场的

人才希望自己加盟的公司能名副其实、按照绩效实行奖罚、

团队成员相互关照、关注人才成长。在这样的企业中他们

知道自己是公司成功是否的决定因素，”斯蒂芬 • 莱恩斯说。

“说到底，他们希望看到公司认真实施自己的人才战略。”

最佳实践：领导力发展战略

研讨会上，我们分享了好几个最佳实践案例。第一个案例

是渣打中国银行，他们在发展人才、留住人才方面采用分

步规划的方法。从特殊技能培训着手，尔后是管理培训与

发展，最后是全球网络／领导力发展。因此，公司学习是

关键成功要素。

“人才高速公路”包含六个阶段：员工甄选、文化适应、技

术培训、专业与管理发展、抗压任务培训，以及专业发展

与绩效管理。

诺华中国商业大学主任贝蒂 • 刘与我们分享了另一种最佳

实践。诺华制药在中国投资巨大，因此人才管理十分关键。

研发中心、生产设施和员工薪酬方面的总投入高达 25 亿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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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战略基于三个基本点，”贝蒂 • 刘解释说。“首先，

通过传统但是世界一流的培训与在职学习。其次，安排人

才接受挑战性任务训练，明确其职业发展道路。最后，帮

助员工建立相互之间的联系，向经验丰富的同事和其他专

业人士学习。”

阿尔卡特 - 朗讯大学也在研讨会上分享了如何培训与发展

新兴市场人才的经验。阿尔卡特 - 朗讯大学在全球设有 22

个培训中心，它根据公司战略对企业员工进行商业技能与

知识培训。

阿尔卡特 - 朗讯大学开设的“个性化学习环境下战略人力

资源规划”课程采用多种学习方法，包括利用低成本学习

资源（主要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学习）、将发达国家专业知

识与最佳实践传授给新兴市场，以及将专业发展作为员工

激励的方法等。这一课程由岗位分析、制订发展计划、准

备认证申请、接受严格的认证过程四个步骤组成。

最后，诺华制药分享了最新推出的学习课程“创业与创新

领导力课程”。这是针对新兴市场专门开设的、基于行动

学习的课程。诺华制药企业公民经理麦克 • 福尔斯特解释

说，课程期间学员将以小组形式从课堂被带到一个陌生的

市场环境，对医疗健康领域某一个社会问题提出创新性商

业解决方案。

课程分为三个阶段：项目准备、项目实施以及反思分享。

课程的目标是提高学员成功应对跨文化多元性挑战的能

力，加深对市场以及患者需求的理解，为特定市场提高创

新性商业解决方案。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一课程是一个使

学员与公司同时受益的创新实验室。

最佳实践：代沟与文化意识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人才培养与员工管理需要对文化与代沟

问题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理解力。根据塔玛拉 • 埃里克森

(Tamara Erickson) 的最新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人

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儿童时代共同经历的事件是形成一代

人共性的基础。总体而言，老一代人表现出更多的民族差

异性，而年轻人则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而呈现出更多的

全球性。在不同环境下经营需要考虑这样的代沟特征。

此外，在金砖国家以及大多数新兴市场，不充分了解政府

针对私有部门制订的相关法规与政策是很难完成工作的。

公司在制订人力资源计划时还需考虑特定国家在性别方面

的文化法律与规范（例如旅行限制以及对儿童／老年人保

护等）。

结论

通过组织本次研讨会，诺华制药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推

动了相关对话，展示了领导力发展与学习组织如何对新兴

市场经营的企业产生积极影响。

未来十年的商业环境仍将是巨大的挑战，人才短缺以及对

熟练工人的竞争依然突出。然而有数据表明，良好的领导

力品牌在新兴市场是一种竞争优势，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才

十分重视个人与职业发展。因此，清晰地表达公司的企业

文化、品牌、机遇与使命，你将有更多机会培养并留住具

有全球视野、熟谙经营之道与政府关系的领导者。

然而，需要牢记人才短缺只是暂时的。随着受过良好教育

的工人不断增加，短缺问题将逐步得到缓解。今天重视教

育与人才发展，为新兴市场经济的下一波激动人心的变革

积极准备是可取和明智的。 

清晰地表达公司的企业文化、品牌、机遇与使命，
你将有更多机会培养并留住具有全球视野、
熟谙经营之道与政府关系的领导者

新兴国家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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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达诺斯 (Paul Danos) 探讨商学
院如何通过一些简单的举措推进学生
的全球化

学生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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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商学院管理者最为关心的是如何确保课程与全球快速的商业发展

保持一致。在早期，通常的作法是提供相关的国际贸易课程或经营环境课程，

但在今天这是远远不够的。

许多商学院还尝试过其他课程，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商学院最有效的全球化

工具有三个：学生自身、一支重视教学与研究的师资队伍，以及一个提供各

种全球化体验（如参观、交流与项目）的中心。

由在世界各地有过工作经历的学生组成的群体将丰富课堂学习体验，以独特

的方式改变各自的思维。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是全日制课程最有价值的特点，

学生每天生活、学习在一起。

在全日制课程中，注重学生群体的多元性、选择能带来相关体验的学生是提

高全球化体验的重要途径。学生入学后，帮助学生分享各自的全球化经验与

文化差异是商学院另一个重要角色。团队任务、学习小组、住读安排以及学

生在课堂的学习方式对经验与知识分享是关键。

每一所商学院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学生学习期间都深深打上了各自的印记。

学生吸收并反思商学院的主流文化，如开放性、友谊、分享、良性竞争、职

业操守、互相帮助、课堂参与等。这些特质共同组成商学院独特的文化，提

高每个学生的学习体验。同样，学生将自己的个性与知识传递给同伴。

全
球化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值得每个想了解世界的人加

以关注的现象。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世界，这是商学院每

天的功课，因此我们无需在这里赘述全球化对商学院院长

的重要性。过去几年曾经访问过中国、印度或巴西的人都

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对这些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些国家的内生增长以及跨境贸易的拓展在可见的未来将极大地提高社会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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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顶尖商学院，30%-40% 的学生来自其他

国家，在两年全日制的学习过程中他们将有许多

机会分享不同的商业与文化体验。其他国家的商

学院，国际学生的比例差异很大，有些商学院比

例很高，有些商学院则以本土学生为主。无论在

何种情形中，国际学生都希望尽可能多地学习本

土文化与商业实践。

加强相互学习的关键在于挑选最有意思的学生，

为他们营造分享的氛围。在塔克商学院，我们的

建筑设有学习区和社交区，鼓励学生进行互动。

学生在学习中建立起终身的友谊，这对于他们应

对 MBA 紧张的学习生活以及未来复杂的全球经

济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推动学习体验全球化的第二个驱动力是一支重

视教学与研究的教授队伍。尽管在讨论全球化时

经常被忽略，但是教授研究（即探究未知世界，

寻找不同企业、行业和经济体的共性）使商学院

成为全球商业实践的主要场所。我还不知道有哪

一项活动比追求各自领域最前沿的知识更能使

教授与全球化保持同步。

此外，教授是否积极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也反

应了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或者跨文化经历，这对

营造真正的全球化学习体验至关重要。这里不存

在着“统一的标准”。 40%
在美国顶尖商学院，

30%-40% 的学生来

自其他国家，在两

年全日制的学习过

程中他们将有许多

机会分享不同的商

业与文化体验

我还不知道有哪一项
活动比追求各自领域
最前沿的知识更能使
教授与全球化保持
同步

教授必须了解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对课堂参与

的不同体验。有些国家的教育制度强调开放式讨

论，甚至在课堂中直接表达不同观点。而另一些

国家，这样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教授必

须找到合适的方法鼓励来自这些国家的学生积

极参与学习体验，分享自己的经验，学会质疑他

人观点。

同样，在跨文化课堂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交

通规则”。对于小组作业、团队活动以及知识产

权，学生必须对相应的规范达成共识。

推动全球化学习体验的第三个要素是设立相应

的专业中心，或者集中相应的人力与资源。中心

工作人员与教授、企业管理者以及学生开展紧密

的合作，了解领导全球经济所需的知识、技能与

经验，帮助商学院确定相应的教育目标与发展

战略。

中心负责与校友、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全球同

类 MBA 课程建立联系，通过合作共同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教育体验。

塔克商学院提供的全球化课程内容丰富多彩：

有的课程由自己教授授课，有的课程聘请海外

教授；有与全球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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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有与海外商学院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

有各种论坛与研讨会，邀请全球领袖，聚焦特

定国家、地区或全球主题。

在塔克商学院我们还鼓励学生从进入校园第一

天开始就制订全球化教育计划，确保实现其目

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

辅导。

辅导从讨论学生职业发展目标着手，了解哪些全

球化体验对于学生感兴趣的行业是有帮助的。学

生自身的背景以及就读前的海外经历也是我们

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讨论塔克商

学院提供的课程特点，哪些特色能提高学生的全

球化学习体验。

我们还帮助学生设计“量身定制的”全球化教育

课程，如独立项目、“迷你”实习等。塔克商学

院向毕业的校友和其他商务人士提供全球经济

课程。这一类课程为商务人士与学者提供了平等

对话的机会，拓宽各自的视野。从这些互动中获

得的有益经验将在 MBA 课程中进行推广，确保

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与实践相结合。

总之，学习体验全球化的两个最有效工具与商学

院两个最基本的组成要素相关：学生与教授。 

总之，学习体验全球

化的两个最有效工具

与商学院两个最基本

的组成要素相关：学

生与教授

就学生而言，全球化的关键不仅在于班级的多元

化，更在于为每一个人提供相互学习、相互分享

的机会。而从教授角度而言，重要的是他们不仅

需要始终站在各自领域的最前沿，而且善于在课

堂中启发学生进行不同观点和思想的碰撞。

最后，商学院还需要设立相应的专业中心、集中

相应的人力与资源，确保 MBA 课程始终注重全

球化学习体验。如果商学院能做好以上三件事，

就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全球化学习环境，使他们

能跟上世界日趋复杂的变化。

有关作者

保尔 • 达诺斯是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劳伦斯 •

惠特默 (Laurence F Whittemore) 工商管理教席教授。自

1995 年起，他一直担任该学院院长至今，是目前全球顶

尖商学院中担这一职务最资深的院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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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需要
金字塔

成思危是中国最著名的管理教育专家。

他说，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人力资源，

而打破金字塔型组织架构、充分授权是关键 

成思危教授接受本刊编辑

乔治 • 贝克斯塔夫 (George Bickerstaff e)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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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哲学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东西方在文化与传统方面存在着

差异，因此中国不能照搬西方

模式

成
思危教授是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金融

学家和管理学家。同时他也是著名的化学

工程师以及复杂性科学和虚拟经济等方面

的专家（参见下一页图框）。

成思危教授目前还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自

2001 年成立以来，该学院不断探索前行道路，在理论和实

践上密切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在教学和科研上结合

自身特色拓展研究领域，向着成为“有国际影响的、国内

一流的研究型管理学院”的目标不断努力。

成思危教授作为首任院长对管理学院的国际化起到了关键

作用。他推动了管理学院与世界各地商学院建立了战略联

盟。中国商学院，他说，“必须走国际化道路”。

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但与此同时他

也是一个国际旅行者，具有丰富的国际经验。他在美国求

学的经历对他影响颇深。

“文革”（1966-1977 年）动乱结束后不久，成思危远赴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求学，并于 1983 年获得 MBA

学位。

学成回国后，他正赶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他积极投身于这

场史无前例的经济与社会大变革。他应用复杂性科学（研

究复杂性系统以及各子系统与系统架构的关联性）研究中

国的经济改革。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以及

民建中央主席期间，他向中国最高领导层提出了许多改革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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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美国的求学经历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改变了他的

职业生涯。当时，他已经是中国化学工程领域以及硼砂工

业（硼砂是许多洗涤剂、化妆品以及搪瓷釉生产使用的矿

石）著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现在，他将这一激情与管理

教育结合在一起。

“我改变了主意，”他说，“我决定从工程转向管理，因为

我知道管理比科学与技术对中国更加重要。”

事实上，他在随后的许多年一直同时扮演着这两种角色。

但是，他常常在深思，西方的管理方法如何在中国环境下

发挥作用。

“三十年前，中国企业还不知道 MBA 是什么。现在几乎每

个人都知道。但是坦率说，管理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

尊重，”他说。

“我希望能把西方管理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以及西方

现代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管理学院的目标。

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是我们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但是这需要两方面都作出调整。

“西方管理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不同。中国的哲学更加注

重以人为本。东西方在文化与传统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

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与此同时，他坚定地认为，科学家与工程师应该学习管理。

“他们中多数人不懂管理技能，”他说。他们最欠缺的技能

是领导力、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以及战略。

在谈到中国管理目前的总体需求时，他说中国的商学院

（包括他所在的管理学院）应该包括两个主要方向：金融

与创业。

尽管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崇尚经商，但是成思危教授认为，

当前创业技能尤其是风险资本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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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是他个人的“圣战”。他是中国风险资本第一人，被

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在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认为，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

“在我看来，管理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管理中有科学原理，

我们需要学习与掌握。但是另一方面，管理是艺术，来自

实践。”

管理必须与文化相联系，必须释放人的创造力。

他认为，未来最重要的

是中国需要以人为本以及

以人的创造力为核心的

管理。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他说，我们必须认

识到人是我们最宝贵的资

产。其次，我们必须做好

人的培养，提高他们的技

能。（“没有一流的员工就

没有一流的公司，”他说。

第三，我们必须建立组

织中每个成员共同的价

值观。

“最后，我们需要授权，

让每个人在工作中拥有一

定的权力。他们不应该对

上司唯唯诺诺。他们应该

具有一定的灵活度，组织不应该像金字塔。”

当问到他对中国未来以及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责

任的看法时，他的回答简单明了，透露出他的

一颗现代和年轻的心（他已是 78 岁高龄）以

及丰富的人生阅历。

“简而言之，管理基于人。这是管理的未来。”

成思危教授

成思危教授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

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中心主任。

1998 年至 2008 年期间他担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

员会副委员长。1952 年 – 1954 年在华南工学院学

习；1954 年 – 1956 年在华东化工学院学习；1956 年 – 

1957 年任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技术员；1958 年

至 1973 年任化工部华北设计研究分院、天津化工

研究院技术员、专题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1973

年至 1981 年任石化部石油化工科研院技术员、化

工部科研总院（科技局）化工一处、无机化工处

工程师。

他曾留学美国，并在 1983 年从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4 年至 1988

年任化工部科技局工程师、总工程师；1988 年至

1993 年任化工部科研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1993

年至 1994 年任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兼科研总院总工

程师；1996 年至 2000 年任全国自然科学基金管理

科学与工程主任；自 2000 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大

学管理学院院长；2003 年起任国际金融论坛主席；

2000 年起任民建中央主席。

成思危教授出版过 30 多种学术著作，有中文和英

文两种语言；在各类学术杂志上发表过 120 多篇

文章。他的学术观点与思想在学术界和业界具有

很大的影响。例如，他提出的概念“三个基础、

三个层面、三个领域”已经成为中国管理学科发

展最重要的战略。他也是中国复杂性科学、虚拟

经济和风险投资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国内

外享有盛誉。

2006 年至 2010 年成思危教授还担任中国管理现

代化研究会会长；1998 年至 2001 年任世界银行学

术顾问。



32 
www.efmd.org/globalfocus

大卫 • 格莱森 (David Grayson) 详细描
述英国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 (Cranfield 

School of Management) 如何将可持续发
展融入商学院实践中

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商学院实践中

近
年来有关管理教育是否真正

满足需求的争论不绝于耳。

2012 年 6 月，由联合国责任管

理教育原则组织 (UN PRME)、

全球责任领导力项目 (Global 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itiative) 以及世界商学院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 (World Business School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资助

的《50+20 报告》在众多国际商学院学者的

共同努力下正式向全球发布。该报告指出了

商学院面临的巨大改革挑战。 

2007 年，在我 50 多岁时，我选择加盟英国

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成为其全职教授队伍

中的一员。根据官方公布的新闻，我受聘领

衔刚刚成立的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直到最近

几年我才真正意识到，成立企业社会责任中

心也是为了推动克兰菲尔德的变革，将可持

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入研究、教学、咨

询和组织实践中。

有的
           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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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50+20 报告》提出的观点。我们克兰菲尔德的经

验（包括积极的和负面的）或许能对同样希望在可持续发

展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有所作为的其他商学院带来一定的

启迪和借鉴。

商学院需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重点

里约热内卢 20+ 会议期间发表的大量报告提供了充分的证

据，表明全球可持续发展危机仍在不断恶化。这也更加凸

显了企业必须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经营模式。

企业无法也不应该试图单枪匹马去解决这些挑战：政府、

国际组织、公民社会、公民以及消费者都应该积极参与其

中。然而，企业负有特殊的责任，必须确保未来提供的产

品与服务以及未来的经营模式能让在本世纪中将达到 90

亿之巨的庞大人口更好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这意味着商学院需要变得聪明，帮助企业将可持续发展融

入自己的实践中。尤其是，商学院不应将企业可持续发展

与市场相对立，而是帮助企业通过创业活力与创新推动可

持续发展。

每个部门的管理者都应该在思维、行为和技能等方面将可

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指导原则。克兰菲尔德的校董弗

兰克 • 霍威茨 (Frank Horwitz) 和我在《全球聚焦》杂志

2010 年 02 刊第 4 期中对我们学校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活动

进行了讨论（“将责任管理教育融入商学院实践中”）。在

过去的两年我们不断加以深化。

克兰菲尔德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我们发布了《克兰菲尔德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绿

叶出版社，2012 年），有 30 多位教授和博士研究生从不同

管理学科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学术讨论。

就我所知，这是商学院第一次尝试组织不同学科领域的专

家学者撰写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的

教授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那些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教授。

建立这样的平台可以帮助各个学科的教授进一步思考可持

续发展将如何改变其特定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在此基础上

开展更多的项目研究与合作。

有的放矢 : 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商学院实践中　作者：大卫格莱森

企业负有特殊的责

任，必须确保未来

的产品与服务以及

未来的经营模式能

让 90 亿人口更好

地生活在同一个地

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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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为 13 个章节，每个章节的要点可以从

我们学校的网站上浏览和下载：http://www.

som.cranfi eld.ac.uk/som/dinamic-content/

media/knowledgeinterchange/booksummaries/

Cranfi eld%20on%20Corporate%20

Sustainability/Summary.pdf

活动延伸

同样，我们设立了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网站和

“管理专题”栏目，展示学校在关键领域的跨学

科研究，这也是公众了解我们教授在可持续发展

方面开展的众多研究项目的主要窗口。

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发相关的教学案例，探讨

公司对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将如何改变其采购、

生产、创新、市场与销售、人力资源、战略以及

产品“融合”。

所有案例由某一特定管理学科领域的教授和／

或博士研究生在 Doughty 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的

统一协调下完成的。与《克兰菲尔德可持续发展

报告》一样，这一项目最初的想法来自那些以前

并没有参与过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的教授，但他们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可以对他们各

自的学科领域带来协同增效。

让商务人士参与其中

在《50+20 报告》发布前，我们已经开始尝试邀

请领先企业的相关人员，包括企业社会责任和企

业可持续发展两方面的专家和管理者，帮助我们

设计可持续发展项目。我们还与企业社会责任联

盟以及部分领先企业开展合作，提高研究项目的

相关性，推进研究成果的传播，帮助设计相关研

究课题。

《50+20 报告》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是商学院应该

敞开大门，让企业与公民社会的实务者参与到学

校的教学与研究活动中，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积

极尝试的事情。引起更大争议的是聘用实践教授

(professor by practice)。

克兰菲尔德和其他一些商学院一直欢迎处于职

业生涯中期甚至晚期的商务人士转向学术之路。

从商界投身学界一定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与争议。

就我们而言，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学院董事弗兰

克 • 霍威茨以及他的前任强有力的支持。弗兰克 •

霍威茨是一位工作非常投入、非常有思想的支持

者。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在 2012 年永远离

开了我们。

如果要将《50+20 报告》提出的建议付诸实施，

全球的商学院需要聘请更多的实践教授。对于像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这样受人尊敬的组织，它应

该起到带头的作用，推出速成发展课程，帮助那

些从商界即将走上教授岗位以及新近加入教授

队伍的人弥补在学术方面的不足。

例如，为频繁跳槽的年轻学者开设的“国际教师

课程”在学术界颇受好评。对于那些新聘用的实

践教授，我们可以开设类似的国际辅导课程。

对于像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这样受人尊敬的组织，

它应该起到带头的作用，

推出速成发展课程，帮助

那些从商界即将走上教授

岗位以及新近加入教授队

伍的人弥补在学术方面的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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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大卫 • 格莱森是英国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 Doughty 企业

社会责任中心主任。有关克兰菲尔德可持续发展战略，

请阅读学院“2012 责任管理教育原则最新通讯”。

14
德勤发布的报告

《可持续发展：首席

财务官走向前台》

收集了来自 14 个国

家的 250 家企业首

席财务官的观点，

这些企业平均年收

入高达 120 亿美元

（74 亿英镑） 

记住“深喉”的忠告：追踪钱迹

年长的读者一定会记得水门事件中绰号为“深

喉”(Deep Throat) 的告发者。他提醒《华盛

顿邮报》调查水门事件的记者鲍勃 • 伍德沃

德 (Bob Woodward) 和卡尔 • 伯恩斯坦 (Carl 

Bernstein)“追踪钱迹”(follow the money)。

有趣的是，由专业公司德勤在 2012 年秋开展的

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首席财务官回答说他

们在各自组织中负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订与

实施，有二分之一的人回答说他们的参与程度在

过去一年有了很大提高。

德勤发布的报告《可持续发展：首席财务官走向

前台》收集了来自 14 个国家的 250 家企业首席

财务官的观点，这些企业平均年收入高达 120 亿

美元（74 亿英镑）。德勤负责可持续发展调研的

戴维 • 皮尔森 (Dave Pearson) 解释说，“许多公

司开始意识到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企业品牌或

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也是企业财务业绩和未来商

机的关键驱动因素。”

在克兰菲尔德，负责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同样

也是财务总监 - 奈尔 • 威尔森 (Neil Wilson)。他

从最初就开始负责这一项目。

在早期，我们就看到明显的变化，如对节能硬件

与软件（包括新的节能照明、视听设备与空气

净化植物）的投入，降低能耗；停止使用瓶装水

和一次性纸巾；安装节水马桶；提倡循环使用，

等等。其他环境影响，如减少航空旅行，仍在

讨论中。

进步标志

在对克兰菲尔德 MBA 课程进行全面评估后我们

决定将企业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列入必修课程。

此外，我们还将推出全新的战略领导力与管理硕

士课程，从一开始就将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

责任列为核心课程。在 2012 年英国《金融时报》

上叶诚华 (George Yip) 教授发表评论时说，商学

院需要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从行动开始，然后转变思维”。这同样也是我们

克兰菲尔德的方法。

有的放矢 : 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商学院实践中　作者：大卫格莱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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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经理培训课程是为欧洲企业量身定制的模块课程，学制一年。

本课程由欧盟委员会资助。参加课程学习的学员将获得：

• 日本或韩国的整个培训课程的全额学费资助

• 每年 26400 欧元（日本）或 24000 欧元（韩国）的奖学金

您是否计划在日本或韩国拓展业务但缺乏相应的专业

知识？

您是否希望提高自己的日语或韩语水平与商业文化知识，

从而在这些市场获得成功？

高层经理培训课程 (ETP) 将助您一臂之力！

初始模块
（欧盟）

在英国进行为期三周的
强化培训，课程内容涉
及日本或韩国的文化、
历史与社会

组织者：

伦敦大学东方与
非洲研究中心

深入模块
（日本或韩国）

由日本或韩国大学提供
的为期 30 周的商业和
语言培训课程

组织者：

早稻田大学（东京）
延世大学（首尔）

实习模块
（日本或韩国）

在日本或韩国企业进行
为期 12 周的实习，学
以致用

高层经理培训课程
通过加深理解提升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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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高层经理培训课程共招收了来自 13 个欧盟国家的 46 个欧洲经理

截止今天，已有 800 多家企业的 1000 多名高管参加了高层经理培训课程

65% 的学员在完成课程后跻身企业的最高管理层

相关企业在日本和韩国的销售在 10 年内翻了一番

培训期间，学员需要制订商业计划。毕业时，他们就能帮助企业在亚洲市场

拓展业务

Fund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感兴趣？登陆 www.euetp.eu 进行网上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

2013 年 11 月 -2014 年 11 月课程，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5 月 31 日
如需咨询，联系 info@euetp.eu

‘本课程将语言和商务培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高层

经理培训课程不仅注重语言培训，使您掌握最基础

的日语；它同时提供了接触当地商圈的机会，帮助

您了解当地的商业习惯，获得宝贵的商业人脉。’

伊波哈特 • 拜伊赫 (Eberhard Baehr)，拜耳日本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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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 保尔 • 拉松 (Jean-Paul Larcon) 和吉纳维芙 • 巴雷

(Genevieve Barre) 记录中国自 1984 年以来的管理教育

与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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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的现代管理教育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中国政府启动

了一项教育计划，旨在通过专业管理教育

发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与效率。

1984 年，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宣布成立，首任院长

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朱镕基后来先后担任上

海市市长（1987 年至 1991 年）和国务院总理（1998 年至

2003 年）。

中国管理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17 年，位于上海的复旦

大学在 1979 年恢复了本科管理教育。1985 年，复旦大学

正式成立管理学院。

199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 9 所大学试点

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

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管理教育尝试国际合作。

1984 年，在欧盟的资助下，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成

立中欧管理中心。十年后，中心从北京搬迁至上海，正式

更名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双方办学单位为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和上海交通大学。

同一年，大连理工大学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合作引入第一

个美国 MBA 课程。

1991 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法国管理教育基金会合作成

立中法国际工商学院。

事实上，正是从 1984 年开始中国的管理教育出现了快速发

展。1991 年，全国 MBA 招收人数仅为 100 人；2001 年，这

一数字已经上升至 12000 人；2011 年更是达到了 20000 人。

MBA 快速发展的背后反映了中国企业对专业人才的巨大需

求以及学生对管理职业的青睐。

为了在学术传统与现代国际方法之间取得平衡，中国政府

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在确保学位课程必须达到相应水准

的同时，政府也积极鼓励良性竞争。

1984
1984 年，欧盟和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在中国首都北京发起成

立了中欧管理中心 (China-EU 

Management Institute, CEMI)。

1994 年，中心搬迁至上海，更

名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CE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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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几乎每所中国大学都提供管理教育，或成

立学院，或设置系科。目前大约有 250 家商学院

可以授予 MBA 学位，这也是中国管理教育的旗

舰项目。然而，MBA 课程也面临许多质疑。每

个 MBA 项目在招生标准、入学要求、师资力量

以及课程学术性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基于上述考虑，全国 MBA 指导委员会正在积极

制订国家认证体系。

EMBA（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也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课程主要针对已经在企业

从事管理工作但尚无接受系统管理教育的中高

层管理人员。今天，尽管大多数跨国企业和中国

领先企业都从国内外一流大学招聘拥有经济学

或管理硕士学位的毕业生，但是市场对这一课程

的需求依然十分旺盛。

传统的管理教育学位课程与 MBA 相比发展相对

慢一些，但是也更全面，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

三个层面。这些课程与国外商学院相差无几，

注重培养扎实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功底以及领导

技能。

大约从 2010 年开始中国的管理教育出现了一种

新趋势。许多商学院开设特定方向的管理硕士课

程。以前，这样的课程是攻读博士课程、未来从

事研究与教学工作的跳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许多应用类硕士课程纷纷涌现，如综合管理、国

际商务、金融等，这也反映了市场对专业人才的

最新需求。

每所商学院提供的课程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可以

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提供完整的课程组合，另一

类只提供硕士课程。

第一类商学院数量最多，属于研究型商学院，具

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传统。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有清

华大学经管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人民

大学商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以及中山大学

等。这些学院提供从本科到硕士和博士完整的课

程组合以及各种非学历的培训课程。

第二类商学院只提供硕士课程，其中最主要的

代表是总部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0

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北京中关村开设了北京

校园。目前，它也是中国 MBA 毕业生人数最多

的商学院之一。为了进一步提升研究，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计划于 2013 年推出博士课程。

另一个例子是长江商学院。该学院于 2002 年由

和记黄埔的李嘉诚捐资成立。长江商学院为非营

利性独立商学院。其总部设在北京，但在上海和

广州同时开设课程。目前提供的主要课程包括

MBA、EMBA 和金融 MBA。

大多数知名商学院位于中国四个主要城市：北

京、上海、广州、香港。十年前，北京大学在深

圳成立了汇丰商学院，提供经济学、管理和金融

课程。清华大学在深圳也设立了分院，提供管理

与金融课程。深圳正在成为管理教育的热土。

250
今天，几乎每所中

国大学都提供管理

教育，或成立学院，

或设置系科。目前

大约有 250 家商学

院可以授予 MBA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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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管理教育

规模巨大，质量

上乘，顶尖商学

院在各个层面的

竞争十分激烈

今天，中国的管理教育规模巨大，质量上乘，顶

尖商学院在本科和硕士课程层面竞争十分激烈。

中国与国际管理教育从未脱节过。通过借鉴国际

经验、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中国管理教育得到

了长足的进步，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教学层面，中国商学院绝大多数师资在国外接

受过博士或博士后教育。他们熟练掌握多国语

言，并在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地区获得了第一手

的国际经验。在国外接受培训的年轻中国学者，

由于国内更好的职业前景而选择学成归国。

许多中国商学院与国际商学院联合开设 MBA 和

EMBA 课程，为中国和国际市场提供在中国攻读

全英文国际课程的机会。

中国管理教育国际化的第三个层面是 MBA 学生

交换项目。6 所中国商学院加入了由巴黎 HEC、

伦敦商学院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在 1973 年

联合发起的国际管理合作联盟 (Part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最早加入这一国

际学生交换联盟的中国大学都来自香港地区。

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于 1998 年成为

其会员，紧随其后的分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2002 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05 年）、复

旦大学管理学院（2007 年）和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2009 年）。

2011 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成为中国首家加入

全球管理教育联盟 (CEM Global Alliance) 的商学

院。该联盟由 27 家顶尖商学院、77 家领先企业

和各类非政府组织组成，联合提供国际管理硕士

课程。自 2009 年起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排名

中连续多年位于同类项目的前三甲。

许多中国商学院寻求独立国际组织如欧洲管

理发展基金会 (EFMD)、国际商学院联合会

(AACSB) 和英国商学院联合会 (AMBA) 的国际

认证。这些认证是商学院国际地位的象征。目

前仅有少数几家商学院同时获得所有三大认证。

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商学院品牌的提升，使中国正

在成为外国留学生申请国际学生交换或攻读本

科和硕士课程最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对于外国

留学生而言，中国管理文化体验以及跨国企业就

业机会是吸引他们最主要的原因。

还有一些留学生希望通过商务实习、学生交换项

目或者攻读学位课程可以学习汉语。许多大学开

设了全英文教学的课程，这样既可以消除留学生

入学的语言障碍，同时又在学习期间为他们提供

学习汉语的机会。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2013 年毕业的国际 MBA 共招

收了 121 名学生，其中 71 人来自中国大陆，6 人

来自港澳台地区，44 人为国际学生，分别来自

亚洲、美国和欧洲。

一些中国商学院已经跻身全球顶尖商学院行列。

在英国《金融时报》2011 年全球商学院排行榜中，

香港科技大学 MBA 位列全球第 10 位；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 EMBA 位列全球第 1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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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商学院近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中国管理教育的整体

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提高。毫无疑问，中国的管理教育将面

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同时也意味着未来增长的机遇。

挑战之一是如何满足中国对管理培训持续增长的强大需求。第二个

挑战是地区扩张。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管理教育仍然比较落后。第

三个挑战是研究，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商学院在研究数量与研究方

法等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中国还面临着为公共管理和非

营利部门发展管理教育的挑战。与商业管理教育相比，这一领域仍

处在摸索阶段。

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中国在本科和硕士两个层面建立了健全的管

理教育系统，也涌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商学院，尤其是那些著名大学

的商学院。

这些商学院提供的教育在注重国际化的同时强调满足中国经济的

特定需求。它们拥有许多竞争资产，包括具有丰富经验的院长与

师资等。

这些优秀商学院能吸引优秀的师资和优秀的学生，其目标是满足在

华经营的国内企业和跨国企业以及在海外进行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

的需求。

2012 年，中国的顶尖商学院没有参与组建新的国际领先组织，因为

它们早已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了。

本文原文发表在《外国人看中国教育》一书中，袁贵仁总编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2年 9月

文中提到的中国商学院索引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长江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南开大学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有关作者

让 - 保尔拉松是巴黎 HEC 商学院国际战略教授

吉纳维芙巴雷是巴黎 HEC 商学院亚太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尽管一些商学院近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中国管理教育的整体水平仍有待于
进一步改进和提高。毫无疑问，中国的
管理教育将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同
时也意味着未来增长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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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h

ecch.com
欧洲案例分销中心 (ECCH) 最佳学习案例

管理学习 — 
一键式

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欧洲案例分销中心帮助世界领先商学院、
出版商和作者分销管理学习材料。

我们为您提供：

• 每年平均新增 3500 个案例

• 来自包括《哈佛商业评论》在内的顶尖刊物的 8900 多篇文章

• 各类管理专著的 2900 多个章节

• 教师免费使用在线案例与教学手册

• 成员免费使用 15000 多个商业专家视频

• 每月电子邮件免费介绍最新产品

• 用于教学的免费案例

• 针对教师和学生的案例教学法培训

• 全球案例分销

• 有关案例教学法的文章与专著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网站 www.ecch.com。

电子邮件：ecch@ecch.com 电话：+44 (0)1234 756410

欧洲案例分销中心 (ECCH) 是一家旨在推动

管理教育领域案例教学的非营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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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一个拥有 MBA 学位、

怀有雄心壮志的国际公

司高管，你渴望得到什

么？一张主题公园打折

券？应该不会，然而不幸的是，这正

是商学院目前给校友提供的东西。

充分利用校友是困难的，但也是必须

的。强大的校友网络为商学院提供许

多机会：导师辅导、吸引学生、演讲

嘉宾、就业渠道／工作、筹资，还有

许多。而校友需要什么回报呢？

近日 CarringtonCrisp 公司发布了最新

一期的《校友事务》报告，该项目得

到了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资助。报

告指出，校友优先考虑的事项是持续

学习。但是许多校友要么不了解母校

提供的服务，要么由于工作太忙无暇

参与校友活动。约 40% 的校友由于工

作和其他原因无法参与校友网络。约

三分之一的校友因为不知道学校为校

友提供的服务而没有积极参与校友

网络。

校友关系需要提供一种生活方式，这

种生活方式必须基于校友忙碌的工作

和生活状态，帮助他们获得想要的生

活方式。

来自英国、南非和瑞士的 8 家商学院

参加了《校友事务》调查。它们对校

友和即将毕业的学生提出的问题是：

您想从校友体验中得到什么？调查共

收到来自 90 个国家 2500 人的有效

回答。

校友
需要
什么？
校友是商学院市场营销的巨大资源。然而，

安德鲁 • 克里斯波 (Andrew Crisp) 说，

商学院也必须对校友进行正确的激励



45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全球聚焦》 | 第 07 卷 | 2013 年第 01 期校友需要什么 ?　作者：安德鲁克里斯波

也许校友很清楚校友关系的目的，但是学校却未

必。在北美，校友关系在商学院筹资活动中一直

发挥着核心作用。根据 2010 年《商业周刊》的

报道，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有 67% 的校友

参与年度捐赠，平均捐赠金额在 200 美元。当年

塔克商学院校友年度捐赠总额在 500 万美元，是

美国商学院中表现最佳的商学院之一。

欧洲的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校友

捐赠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不幸的是，仅有

11% 的校友和 10% 的在校学生认为校友关系的主

要目的是筹资。相反，校友更看重建立友谊与商

业联系，培养校友之间以及校友与母校之间的

合作。

校友对筹资目的的缺乏认识意味着校友关系事

务部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积极推广这一理念才

能获得成功。

许多校友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不知道如何捐赠以

及捐赠对个人的意义。约三分之二的校友说他们

不知道如何支持母校。一些校友发现了解哪里去

捐款、如何去捐款很难，更多的校友不确定其中

涉及的税收和法律问题。因此，无论是线上还是

线下，简化程序、提供清晰的指南是成功筹资的

关键。

然而，我们也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仅有 20%

的校友表示永远不会考虑捐赠。

高质量有效的沟通是提高校友参与度的关键，无

论是筹资还是其他活动。然而，太多的学校过于

依赖电子通讯和校友网页。校友通常很重视学校

的电子邮件，但是决定这类工具成功与否的关键

因素是联系的质量和数量。校友网页发挥的作用

正在减弱。

《校友事务》调查发现，经常浏览学院网站校友

网页的校友人数极少，与此同时，约 70% 的校

友使用 Facebook 或 LinkedIn。约 47% 的校友

甚至表示“不知道学校设有专门的校友网页”。

许多校友白天都用智能手机上网，经常连接的是

社交网络。他们的朋友和其他校友使用的也是这

些社交网络。相反，很少有校友会主动浏览学校

的校友网页，这里几乎没有什么互动。很多信息

必须在密码登陆后才能浏览，而内容的质量通常

较差。

11%
欧洲的高等教育正面临

着巨大的财务压力，校

友捐赠已经被提到议事

日程上。不幸的是，仅

有 11% 的校友和 10% 的

在校学生认为校友关系

的主要目的是筹资

70%
《校友事务》调查发

现，经常浏览学院

网站校友网页的校

友人数极少，与此

同时，约 70% 的校

友使用 Facebook 或

LinkedIn。约 47% 的

校友甚至表示“不

知道学校设有专门

的校友网页”

一些校友发现了解哪里去捐款、如
何去捐款很难，更多的校友不确定
其中涉及的税收和法律问题。因此，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简化程序、
提供清晰的指南是成功筹资的关键



46 
www.efmd.org/globalfocus

学校在社交网站上必须要有更多的曝光。校友网页仍然有其一定的

作用，但是这样的作用必须明确界定，必须借助其他工具吸引更多

的人流量。

缺乏参与的另一个原因是物理距离，对于国际校友而言尤其如此。

大多数商学院可以利用虚拟工具以及参加国际招生活动或国际会议

来鼓励和提高校友的参与度。约五分之一的校友表示他们不活跃的

主要原因是“学校提供给国际校友参与的机会太少”。

社交网络也许能为国际校友提供更便捷的沟通工具。仅有 5% 的校友

表示他们通过“学校的校友网页”联系其他校友，而 10% 的人使用

“学校的社交媒体”，而 31% 的人使用 “其他社交媒体网站”。

如同校友沟通采用大量的在线成分，或许校友服务也应该如此。许

多校友表示他们希望不断更新自己的管理技能，确保在就业市场上

的竞争力。毫不奇怪，校友联谊 (39%)、讲座 (38%) 和社交活动 (36%)

成为最受校友欢迎的活动。

提供发展与学习并不总是简单的。有些商学院通过试听已经开设的

课程或提供校友一定的课程折扣。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商学院开

始尝试在线工具，这对国际校友特别合适。此外，在线工具具有一

定的时间灵活性，这是许多校友希望的。

校友还被特别问到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能迅速改进他们与母校之间的

关系。有 32% 的受访者表示“在线学习机会”，27% 的人希望学校能

“提供更好的职业支持／职业服务”。

如同校友沟通采用大量的在线成分，或许校友
服务也应该如此。许多校友表示他们希望不断
更新自己的管理技能，确保在就业市场上的竞
争力

5%
仅有 5% 的校友表示他们通过

“学校的校友网页”联系其他校

友，而 10% 的人使用“学校的

社交媒体”，而 31% 的人使用

“其他社交媒体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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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安德鲁克里斯波是 CarringtonCrisp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在过去十年他为全球 100 多家大学和商学院提供市场调

研和营销支持。

保持在就业市场的价值也是校友关系可以提供的支持之一。许多校

友，尤其是那些在职学习的校友，毕业后希望学校的职业发展部能

给他们的就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和建议。在创业辅导、工作机会发布

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的学校在校友中间享有较高的美誉度。有些服

务可以由其他校友提供，而学校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

没有关系是单向的，校友愿意以多种方式支持母校。担任活动演讲

嘉宾、为在校学生提供辅导是最常见的方式，但是校友也希望在招

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约 90% 的校友愿意回答潜在学生的问题。

因为有了切身的体验，由校友传递学校想要传递的营销信息更加令

人信服。他们可以现身说法，分享学校的学位课程如何帮助其职业

发展。

向潜在学生提供信息有多种方式，包括提供在线问答、邀请校友参

与公开日活动、邀请校友参加招生咨询、在学校网站进行校友案例

分享、为每个申请人提供校友指导等等。

建立牢固的校友关系并不意味着照搬美国模式，着重筹资。美国模

式或许会削弱业已存在的关系。

校友愿意参与母校建设，希望母校的声誉不断提高，在未来取得更

大的成功。校友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即便仅仅

是回答申请人的问题。

帮助校友不断学习和成长，加强校友之间以及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

系，是建立可持续的、互惠互利关系的关键。总有一天，这将意味

着更多的财务支持。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http://www.carringtoncrip.com/alumni_

matters 下载《校友事务》报告的概述。

90%
担任活动演讲嘉宾、为在校学生

提供辅导是最常见的方式，但是

校友也希望在招生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约 90% 的校友愿意回

答潜在学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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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克 • 德 • 荣 (Derick de Jongh), 是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retoria) 阿尔伯特 • 罗素里 (Albert Luthuli) 责任
领导力中心主任。去年 10 月，他受邀担任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非洲会议（内罗毕）大会主席。他认为，南非和整个非洲
大陆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将出现巨大的增长。但与此同时，
他告诉本刊编辑乔治 • 贝克斯塔夫 (George Bickerstaffe)，他
十分担心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是否可以请您谈谈非洲管理教育的现状？

我想我还是更合适谈谈南非而不是整个非洲大陆的管

理教育现状。

就学术机构而言，南非是一个相对发达的国家。这是

举世公认的，我们在管理教育方面始终走向世界最前

沿。我们的课程质量与内容完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

的商学院相媲美。南非没有哈佛、斯坦福或伦敦商学院，

我们也无法吸引最顶尖的师资，但是我们的商学院却

毫不逊色。国内市场对我们提供的毕业生质量和能力

非常满意。

事实上，管理教育也不仅仅存在于商学院。许多大学

也有。虽然没有像商学院那样将管理完全作为一门应

用科学，但是南非大多数大学都开设了与管理教育相

关的学科，如商业、经济和管理等。

我的观点当然带有我专业领域的色彩。我更关心可持

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和责任领导力等领域。如果我

们讨论这些领域，我对管理教育就没有此前那样乐观

和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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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持续发展还没有成为商

学院的主流。虽然南非和整个非

洲大陆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认真

思考这一问题了，但是绝大多数

商学院仍然将它看作是外部性

尤其是当我们讨论管理教育发展水平、课程设置、师资力

量以及大多数商学院看待自己的社会责任时，我开始变得

悲观起来，因为在南非我还没有看到管理教育与可持续发

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相信南非的教育机构和管理教育

工作者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社会意识的价值和重要性。

您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可持续发展目前还不是商学院的主流。虽然南非和

整个非洲大陆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认真思考这一问题了，

但是绝大多数商学院仍然将它看做是外部性。要求商学院

在更深的哲学层面根据可持续发展作出调整并不容易，但

是它们必须这么做。

与许多企业一样，商学院将这一主题看作是外部性。企业

会说，诸如气候变化、社会问题、治理等问题早已存在，

完全可以看作是外部性，通过合规机制进行处理，没有必

要融入公司的战略中。

你可以说管理教育也同样如此。商学院设置了商业伦理模

块，通常还是选修课，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至少在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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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得到改进吗？

在这一方面我们面临着一些评级机构和认证机

构的压力，如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国

际商学院联合会 (AACSB) 和英国商学院联合会

(AMBA)。这些组织越来越强调管理教育中的非

财务因素和软技能。但是我认为商学院的大多数

教授不以为然。我们需要认真考虑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教市场、财务、运营等，但是我们真正

需要做的是深入这些领域，探讨经济学、金融和

市场学背后的理论。

这些领域背后的理论基础需要在一个更深的层

面进行争论。你不能说经济学理论已经在那里

了，它基于目前的理论框架，我们只要认真学习

掌握就好。我们必须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我们需

要对经济学、市场学或金融学背后的理论提出挑

战。这需要勇气，需要开放的思想 — 甚至需要

全新思维的教授。

而且管理教育必须是跨学科的。经济学和社会科

学不应该是同床异梦，它们是代表未来的亲密伴

侣。例如，你讨论气候变化，你就不可能不讨论

经济学。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这也是学术界

面临的挑战。

南非或者说整个非洲大陆是否正在形成一种

具有非洲特色的管理教育？

对于非洲大陆和南非而言，最有趣的是它们是现

实世界的一个活实验室。我们有不平等、不公平、

有巨大的发展挑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丰富的

自然资源和增长潜力。因此，像这样的大陆一定

存在着许多冲突和矛盾。这些内在矛盾和冲突是

非洲大陆迈向未来的巨大障碍。

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对非洲大

陆的影响。几乎在任何一座大城市，在新建的

医院或者航站楼，你会发现 99% 是中国资助的。

这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是否可以利用这样有趣的平台形成非洲或

南非的管理特色呢？我想我们是可以的。一些商

学院的院长和教授已经在开展这样的讨论。看看

非洲大陆存在的问题 — 贫困、腐败、环境恶化、

物种消失，围绕这些问题你完全可以设计出具有

非洲特色的管理教育和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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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你可以将金融学理论与贫困

问题结合起来。这并不意味着你必

须抛弃金融学理论的基石。完全不

是这样的。但是其应用必须与我们

想要建立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世界

相适应。管理教育在这一方面可以

发挥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像非洲这

样的大陆这些问题更加突出，更加

迫切。

大多数商学院距离各种社会问题十

分严重的城镇仅有数公里之遥。如

果你驱车，你会发现穿过某个贫民

窟后映入你眼帘的是某商学院美丽

的新校园。

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非洲

最优秀的学生都渴望远赴欧洲或美

国攻读 MBA。在这些学生中，仅有

63% 的人在学成后选择回国。

这是不是因为大家还是认为非洲商学院还没

有达到世界水平 ?

不，绝对不是。事实上我曾建议，下一届欧洲管

理发展基金会非洲会议应该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

问题：我们可以从非洲学习什么？

因为我们每天听到的故事和每天面临的问题造成

了这样一种错觉，似乎非洲大陆的管理教育还有

很多的欠缺。确实南非的许多公司高管选择哈佛

或斯坦福，但是像比勒陀利亚、开普敦和斯泰伦

布什等商学院能提供同样优秀的课程。问题还是

出在自我形象上。

回到我刚才提出的问题 — “我们可以从非洲学

习什么”，很多人也许会嗤之以鼻，还是我想说，

非洲大陆有很多知识和经验值得世界其他地区

借鉴。

非洲的管理教育未来将如何发展？

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钻石、黄金、煤炭、

白金、天然气和石油。这为我们带来巨大的增长

潜力，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更好地进行管理，确

保更多人的而不是少数人真正受益。

当我提起管理教育时，我既自信又忧心忡忡。非

洲大陆各个层次都需要更好的教育，而管理教育

在推动非洲更好的发展过程中可以也必须发挥

重要的作用。有一点是肯定的，未来一定会充满

希望，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以

及 GRLI、GBSN 和 AABS 等组织所付出的努力

将发挥积极的影响。

63%
大多数非洲学生都

渴望远赴欧洲或美

国攻读 MBA。在这

些学生中，仅有

63% 的人在学成后

选择回国

回答“我们可以从非洲学习

什么”这一问题，许多人的

第一反应也许会嗤之以鼻。

但是，非洲大陆确实有很多

知识和经验值得世界其他

地区借鉴和学习

非洲未来　作者：乔治贝克斯塔夫专访德雷克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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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和筹资相比，教学在商学院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前者。

这是一种战略错误，托本 • 简森 (Torben Jensen) 说。卓越的教学

是商学院获得认证、争取赞助、争夺优秀生源的关键。

商学院如何证明自己在教学相关活动方面的

投入是正确的？因为这些资源可以用于开展

更多的教学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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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奥胡斯大学 (Aarhus University) 商

业和社会学院，开发教学相关活动被列

为学院最优先考虑的战略重点。为此，

学院专门成立了独立的教学与学习中心，

开展教学法研究、承担跨学科发展项目、实施教学培训课

程。教学培训是必修课程，包括教学经验最丰富的教师在

内，所有教师都必须参加。

教学与学习中心共有 13 名全职员工，每个系科派遣两人。

在教学相关活动方面的投入如此之大，商学院如何证明自

己是正确的？因为这些资源可以用于开展更多的教学或

研究。

奥胡斯大学商业和社会学院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商学院之

一。学院如此注重教学发展主要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无

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卓越的教学是商学院在实施国际化战

略、争取赞助、争夺优秀生源等方面最重要的竞争优势。

为什么持续改进教学是战略必需？

斯堪的纳维亚背景

在商业和社会学院，50% 的收入来自学费。但是，部分

外部研究资助同样依赖于学生人数和教学质量。如果将

这一部分计入在内，则学院 70% 的收入取决于教学。因此，

教学对学院的财务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空间具有直接的影

响力。

教学发展是认证的保证

即便是公立商学院，教学发展也是关键。对于这样的商学

院而言，外部资助也许并不一定取决于教学，但是在其他

方面教学质量依然是商学院评估的重要考量。例如，欧洲

管理发展基金会的 EQUIS 认证就将教学列为评估的重心。

因此，商学院的管理者应该跟上这一时代的发展，通过持

续改进教学来争取或保持国际认证，这是表示商学院质量

的最重要的标签，它具有国际影响力。

... 部分外部研究资助同

样依赖于学生人数和教

学质量。如果将这一部

分计入在内，则学院

70% 的收入取决于教学

在商业和社会学院，

50% 的收入来自学费。

但是…

持续改进教学为商学院带来竞争力　作者：托本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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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最优秀的生源

争夺最优秀的生源，卓越的教学是关键。如果不能转化为

最有价值的教学，仅有最高水准的研究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最优秀的商学院不能没有最优秀的

学生。而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学位课程的质量是关键。这

意味着教学在争夺优秀生源的大战中将扮演关键角色。

为硕士学位学生带来更多的利益

提供硕士学位课程的商学院需要特别注重持续改进教学。

硕士研究生不仅是社会持续教育和知识分享的重要来源，

同时他们也是商学院与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联系。这一劳

动力市场是由“买方”和商学院最主要的“产品”毕业生

共同组成。因此，提供优秀毕业生的能力是商学院声誉和

未来发展的关键。

如何发展教学？

将教学发展列为优先战略是明智之举，尤其对于那些提供

学位课程、立志成为最优秀的商学院而言更是如此。但是

如何将持续改进教学理念付诸于实践中？如何避免空洞的

政治口号、实现可衡量的质量结果？

首先，投入必要的资源是关键；其次，应该未雨绸缪，不

满足于被动应对需求，而是通过财务激励积极创造需求。

以下是基于我们过去十年的经验提出的一些建议：

避免象征性变革

课程数量不代表教学质量；同样，选修性质的教学培训课

程无法保证真正的教学发展。如果商学院的目标仅仅是提

供教学培训课程，那么也许只有最感兴趣的教师才会参加。

这是一种象征性变革，无法保证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教

学培训必须是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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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课程质量

为刚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开设教学培训必修课程

作为他们成为助理教授的一部分，这相对容易实

施。但是，为教学经验相对丰富的副教授和正教

授开设必修课程可能会与他们独立的研究环境

引起一定的冲突。

如果管理层希望为教师开设必修课程，资源投入

与长期努力是必要的。商学院必须确保这样的课

程具有很高的质量，使教师在课程中间和课程结

束后都能获得真正的收益。

强大的财务激励

课程质量是关键，但是财务激励也是必要的。参

加教学培训课程被列为新员工就业合同的一部

分  — 在职业生涯的所有阶段。一些系科还为

参加教学培训的教师提供一次性补助。

与此同时，学院还为高级研究人员提供财务激

励。学院基于教学培训课程的容量和每个系科的

正、副教授人数决定分配名额。每年，学院向各

个系科收取一定的费用，同时也向它们提供相应

的补贴。因此，对于那些用完分配名额的系科而

言，教学培训课程是“免费的”。

需要研究能力

为了确保持续改进教学与课程质量，教学培训课

程需要基于扎实的研究基础，因为课程的教学对

象是一群具有极高天赋和批判精神的学者。课程

的成功和财务激励取决于教学与学习中心是否

具有合适的研究能力实施这一任务。尽管不是其

主要目标，但是针对大学教学法开展一定水准的

基础研究是关键。

提供“在线示范”课程带来更多教学利益

奥胡斯大学的“在线示范”课程为学员提供了如

何实现教学数字化的范例。基于物理和虚拟教室

概念，学员学习“混合式学习”方法，学习如何

鼓励学生课外活动。在线课程时间跨度为三周，

为学员提供多种虚拟教学机会，学员可以根据自

身教学需要选择最合适的教学方法。这样就可以

避免强制性、标准化解决方案，例如将所有讲座

设计成在线广播形式。

对于所有助理教授“在线示范”课程是必修课，

而特别制订的激励措施也确保了各个系科将派

遣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正、副教授参与，这意味

着对高级研究人员而言它也是间接的必修课。

商学院的管理者应该跟上这一时代的

发展，通过持续改进教学来争取或

保持国际认证

有关作者

托本简森是丹麦奥胡斯大学商业和社会学院教学与

学习中心主任，自 2003 年起一直致力于大学教学研究。

此前，他是该学院政治科学副教授。www.bss.au.dk www.

cul.au.dk / a

持续改进教学为商学院带来竞争力　作者：托本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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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比 • 科茨 (Jopie Coetzee) 描述他心目中未来的 MBA

商业社会契约：

请用黑墨水在这里签名

图表一：
现代 MBA 和社会契约 MBA 对比 

旧世界

西方正典

资本主义

‘商业是一切’

转型 包容性全球化世界

东方、西方与南方的
融合

生态 -
经济环保主义

‘商业是社会器官’

商业职能

投入 - 产出

性格塑造

渐进式调整 良知的意识

变革的内因

基于良知的现实觉悟，创造
人类可持续未来是赋予商业
领袖的神圣使命

现代 MBA 天花板 社会契约 MBA

无道德        >         管理教育学派    >   社会契约

变革的外因
福特：基金会报告 – 20 世界 50 年代
波特与麦克基彭报告 – 1988 年
安然公司
柏林墙
全球变暖与生态恶化
2008/09 年食品与经济危机
不断增加的社会行动 –‘没有星球可去’– 2010 年
政治经济危机：茉莉花革命 – 2011 年

对对  的启示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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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得 • 德鲁克 (Peter Drucker) 在 1987 年

曾经断言，商业学者和商业领袖需要

50 年才能真正领悟商业作为社会器官

的含义。 

德鲁克的这一挑战使我花费了整整八年时间，总结

和梳理当今世界最杰出的领袖和思想家相关的思想

与发言，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研究、思索，勤耕不辍。

最后形成我对一系列苏格拉底式提问的回答：

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未来？什么样的社会能带来和维

持这样的未来？什么样的商业对于这样的社会是可

持续的？这样的商业领袖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开始对商业作为社会器官的

目的、性质和发展动态开展深入研究，最后形成

我称之为新的商业社会契约 (Social Contract 

with Business)，其中包括 8 项领导责任：

•  对于自身 — 成为社会的一个器官

•  对于直接利益相关人 — 可持续

发展

•  对于地球 — 与保护地球有限的自然

资源相适应

� •  对于全球共同利益 — 成为共同监

护人

� •  对于社会 — 成为健康社会的共同设

计师

• 对于民主 — 保护其作用空间

• 对于政府 — 符合政府的优先战略考虑事项

• 对于跨国犯罪 — 积极消除其存在与影响

本文余下篇幅主要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这样的商业

领袖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目前的 MBA 课程采用以下其中一个教育模式：

•  商业职能：课程设置模拟商业的各项职能

•  投入 — 产出：课程设置分为许多互不相关的专业

•  性格塑造：课程设置注重培养领导力

商业教育工作者今天面临的挑战是修补 20 世纪 50

年代形成的教育模式的不足，增加商业伦理和企业

社会责任等内容。这些渐进式变革是积极的，但是

仍然未能打破天花板：MBA 课程设计者无法回应（或

者说不敢回应）过去 25 年来许多知名学者大声呼

吁的教学变革。

商业社会契约将打破这一天花板，打开通向‘良知

的意识’新世界 — 这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

它与今天的现代 MBA 形成鲜明的对比。图表一描

述了现代 MBA 和社会契约 MBA 的差异。

商业社会契约将打破这一
天花板，打开通向‘良知
的意识’新世界 — 这是一
种全新的教育模式，它与
今天的现代 MBA 形成鲜明
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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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愿景： 

我们希望培养什么样的 MBA 毕业生？

能遵守商业社会契约的商业领袖

依据： 

培养能带领世界从破坏性全球化向包容性全球化

实现转变的领导者 — 在全球舞台，在任何一个

国家、任何一个领域。 

终极目标：

实现这一愿景又将怎样？

创造人类可持续未来是赋予商业领袖的神圣使命。

具体而言：

•  建设一个包容性全球化世界，永久消除贫困，

保障人类最广泛的安全

这需要：

• 一个以勇于保护人类和经济为最高目标的社会

•  世界级企业，在经济周期的任何阶段都保持财

务健康，以全球利益为唯一的商业逻辑

•  有能力带领世界实现包容性全球化的商业领袖，

通过智慧、爱和勇气展示创新精神和开拓精神

依据：

这一神圣使命是商业作为社会器官而存在的理由。

使命：

您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景？

教育模式：“良知的意识”。

依据：

这一全新的教育模式旨在培养能创造特定未来的

MBA 毕业生，即将人类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作为自

己最神圣的使命。在这里我们面临的教育挑战是

培养良知的意识。

入学要求：

任何本科学位；并且

至少在大学一年级学习过：

• 经济学

• 逻辑推理，如哲学或文化

• 数学推理，如数学或会计

依据：

(a) 吸引最优秀的人才领导任何国家、任何行业的

企业；(b) 这样的学习基础可以培养更广泛的智力

与更高的认知能力，即回归最传统的学习。

知识集群：

学习材料需要结合以下三个知识领域：

表一：
社会契约 MBA 的领导力实践能力 

谋划财富

战略

财务

市场营销

业务拓展
国际业务
创业
社会创业

全面创新管理
技术
业务流程
文化与思维

创造财富

领导力
商业社会契约
创业服务
关键时刻活动

建设企业
内部组织设计
全球拓展外部设计

战略实施
项目管理
转型战略
变革管理

全面风险管理
公司治理
企业风险管理
商法 — 地方、国际

管理财富

管理
流程
职能
所需技能

职能管理
人力资源
运营
信息技术
成本控制
质量保证
环境
健康与安全

知识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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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实践能力（见表一）：

依据：

(a) 社会契约 MBA 各个课程的知识已经存在于商

业和其他相关学科中，但是尚未融入新教育材料

中；(b) 管理教育工作者需要重新发现，管理是

管理者最核心的能力。

总体结构

社会契约 MBA 可以设计成覆盖一定时间段（如

两年）的教育项目，也可以设计成领导力发展全

过程（如五年）中的一个教育阶段。在后一种情

形中，每年提供三个月的正规教育，九个月的在

职培训（参见表二）。

结论：

我注意到盖里 • 海默尔 (Gary Hamel) 曾经说过，

一个人的想象与最终的结果这两者之间的距离

从没有像今天如此之小。南希 • 艾德勒 (Nancy 

Adler) 问道：“既然我们无所不能，我们应该做

什么呢？”

我最后也想自问：打破天花板的第一缕阳光将

从哪里射进？我们每个人共同期望的世界将会

是什么样的世界？

表二： 
社会契约 MBA 课程设置

学年或 
模块

1

2

3

4

5

教育
重心

管理自我

管理他人

管理管理者

企业管理者 

管理企业 

关键时刻能力 领导力实践能力

注解：

星号代表每一知识集群的相对

权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球

思
维

 综
合

决
策

 建
设

财
富

 谋
划

财
富

 

 管
理

财
富

有关作者

朱比 • 科茨拥有商业领导力博士学位。如需了解他对商

业社会契约的研究与著述，可以浏览其博客：

http://coetzeejopie.authorsxpress.com

他的最新力作《商业社会契约：探索全球可持续发

展》(The Social Contract with Business – beyond the quest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Xlibris 出版公司，伦敦。

全球思维，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包容性全球化：

•  了解历史与现状，如世界经济史、全球化、全

球政治经济以及全球目前现状

•  了解世界意识，如普世价值观和商业伦理、社

会学、生态学、文化与全球发展主要趋势

•  了解自我意识，如在出现危机时自身的道德

判断

•  了解良知的意识，如商业社会契约，将人类全

球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最终的结果是培养运用智慧、勇气、和爱去领导

世界、实现包容性全球化的能力。

全面决策，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向包容性全球

化世界转变

•  了解决策工具，如创造力、逻辑推理、系统思

维、了解风险、不确定性和机遇、国际商业模式、

管理决策、商业分析、尽职调查、复杂商业问

题解决、研究技巧

•  了解决策说服工具，如沟通、谈判、影响、跨

文化思维、权力处理、雄心与自我

最后的结果是培养创新判断的能力。

在这里我们面临的教育
挑战是培养良知的意识

商业社会契约对 MBA 的启示　作者：朱比科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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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沟通： 
管理教育的
新挑战

简 • 卡西斯 - 亨德森 (Jane Kassis-Henderson) 和菲利普 • 勒宫
特 (Philippe Lecomte) 认为，全球化意味着沟通不仅仅是学习
一门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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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开始，随着高等

教育市场的全球化商学院也发生

了重大转变。这些变化包括发展

学术研究、推进校园和师资力量

的国际化、鼓励教授更接近商业世界等。

伴随这些变化的是国际认证机构越来越受到重

视，其质量标签也成为商学院在开放的国际市场

上吸引优秀生源和师资的关键因素。全球化也改

变了企业对高层经理的培训要求，管理者必须具

有全球经营、不断拓展国际商业联系的能力。

这意味着商学院的毕业生必须具有在跨文化和

多语言环境下分析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

他们还必须具有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及时作出

调整的能力。

这些由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使沟通能力成为公司

政策和管理教育的核心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

研究和讨论企业战略和商学院课程设置如何融

入这样的变化。

数十年前，外语使用在企业界是一个边缘问题，

它只是和产品出口与海外派遣人员联系在一起，

涉及员工范围很小。然而，随着企业国际化步伐

的加快，在每一个层面越来越多的员工在处理日

常工作中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问题，无论

是公司总部还是国外子公司都是如此。他们经常

面临着需要用外语演讲、阅读或写作的问题。因

此，对于管理者而言，语言问题开始从边缘问题

发展成为核心问题。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组织越来越需要关注多

语言工作环境的复杂性，但是直到最近，语言问

题在国际管理研究中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部分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研究聚焦跨文化问题，而

语言相关现象隐藏于文化范畴中。另一个原因是

大多数管理学者接受的教育都是以英语为主流

语言的学术传统，因此他们对其他语言缺乏一定

的敏感度。

英语实际上也是国际商务通用语言。但是将英语

作为管理教育和公司的唯一语言是错误的，这将

导致人们忽视在多语言和跨文化环境下工作的

复杂性，从而产生语言沟通问题。

更糟的是，公司高层通常不了解组织内部的日常

沟通，因为传递给他们的信息都是标准化的会议

室语言。

总之，语言问题不是被简单化就是被严重忽视。

这里，我们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企业需要理解

多语言／跨文化沟通的挑战；另一方面商学院

需要在课程设置中如何合理安排语言与沟通研

究的挑战。

尽管组织越来越需要关注多语言
工作环境的复杂性，但是直到最
近，语言问题在国际管理研究中
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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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年中，国际商务和组织行为学等领域的

学者一直在研究与语言相关的许多问题，如跨国

协调或跨文化团队建设等。

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在多语言工作场所进行

多语言交流？组织制订了哪些语言政策与战略？

发表在管理期刊中的文章题目有：“英语之外：

跨国企业和多语言商业环境下的语言战略管理”；

“说当地语言：语言在国际管理过程中的重

要性”。

在语言学和沟通研究中，多语言工作场所也正在

成为研究的热点，从社会语言学和话语分析中引

入的一些概念对理解国际商务中的语言相关现

象带来了许多启发。此外，最新的研究强调理解

语言使用对管理教育和公司国际团队在建立融

洽的人际关系方面的重要性。

今天，大多数商学院的目标是提供合适的课程

和框架，培养学生在国际商务环境下的工作能

力，这就超越了所谓的管理工具和管理硬技能。

在这一背景下，沟通研究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

在跨国／跨文化／多语言环境下的有效沟通能

力。总而言之，商学院就是培养学生成为有效

的国际管理者，而沟通能力是其中一个不可或

缺的部分。

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沟通在国际商务研究中的位

置，重新思考语言和传播系在商学院中的地位。

语言问题或许将成为管理教育变革的动因，在教

学和课程设计以及公司相关研究中发挥积极的

作用。

更具体来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语言学和传播

学教授的角色从更宽广的角度进行认识和理解。

语言和传播系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在多

语言环境下有效沟通的能力，为了实现有效合作

互相谦让、互相尊重。为此，我们的教学重心应

该从“语言技能”转向特定环境中所需的修辞或

话语策略。

语言和传播系必须改变其形象，与其他系科制订

共同的学习目标，通过跨系科合作对国际管理问

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因此，商学院必须打破学科

界限，采取更为全面的方法。

商学院校园的国际化并不会自动带来跨文化学

习；商学院必须建立足够的组织架构，从多元化

的学生群体中获得有形的结果。

经验表明，提供这一架构和学习平台的任务主要

是语言和传播系。它们开设的课程为学生提供了

交流观察、实践沟通策略、学习相关概念与理论

的机会，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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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简 • 卡西斯 - 亨德森博士是 ESCP 欧洲商学院巴黎校区

英语与国际商务沟通副教授、国际管理与语言协会秘书

长。她的研究兴趣包括英语作为国际商务和学术语言的

使用等。

菲利普 • 勒宫特是法国图卢兹商学院副教授、人力资源

系教授、语言系前主任、国际管理与语言协会会长。他

是执业德语教师，拥有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

领域包括语言在国际商务中的地位以及高等教育政策对

法国商学院的影响等。

www.geml.eu

如果商学院想满足跨国企业的需求，
那么它们不仅应该传授语言，更应该
培养学生在多语言环境下的沟通能力，
培训他们采取更加灵活的语言使用
方法

在这一过程中，专家将对跨文化课堂中出现的沟

通失败或误解进行系统的分析。语言学和传播学

教授开设的课程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培养学

生分析沟通行为、学习不同文化沟通规范的能

力。事实上，管理工作场所的多元性应该成为所

有商学院领导力和变革管理模块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我们需要开展国际管理的研究，着重讨论多语言

环境下的人员管理问题。这样的研究应该分析跨

国团队中沟通与交流问题。在企业日益全球化的

今天，引入多元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商学院想满足跨国企业的需求，对自己的教

学方法和目标进行必要的调整，那么它们不仅应

该传授语言，更应该培养学生在多语言环境下的

沟通能力，培训他们根据多语言团队的组成而采

取更加灵活的语言使用方法。

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是新近成立的国际管理与语

言协会确定的目标之一。该国际组织着重研究语

言使用与语言管理在全球化企业中的重要性。

国际管理与语言协会旨在推动管理教育的跨学

科研究，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将沟通能力

置于管理问题研究的中心，而不是简单地将外语

课程塞进商学院课程中。 

在课程设置中如何安排语言，欧洲商学院的做

法不尽相同。法国商学院一直设有“语言和传

播学”，但是通常未被列入学术范畴，其职能限

定为语言课程，将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

我们认为，国际商务和语言与传播学是两个领

域，可以通过开发合作研究和合作课程实现共

赢。国际商务系可以扩大范围，包含经济学与

战略、跨文化研究以及语言与传播学。我们建

议商学院采取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加强商业管

理与其他社会学科如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心

理学等的跨学科合作。

商学院需要能致力于研究全球化公司中语言使

用问题的学者。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组织变革、

开放思维以及勇于向前的决心，我们的建议能

得到真正的落实。 

语言与沟通： 管理教育的新挑战　作者：简卡西斯 - 亨德森和菲利普勒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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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

EQUIS 与 EPAS 认证研讨会

日期／地点

2 月 12-13 日
布鲁塞尔，比利时

主题

认证标准解读与应用指南

主办方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2013 年 3 月

2013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创业探讨会

日期／地点

3 月 4-5 日
马德里，西班牙

主题

帮助企业家实现增长

主办方

EOI 商学院

2013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国际事务、
对外关系、企业关系、
市场营销、公共关系、传播及
校友事务大会

日期／地点

3 月 14-15 日
香港，中国

主题

缩小“差距” — 欧亚之间的意识和
合作

主办方

香港浸会大学商学院

分享最佳实践 CLIP 研讨会

日期／地点

3 月 14-15 日
慕尼黑，德国

主题

辅导与教练作为战略变革引擎

主办方

瑞士再保险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MBA 会议

日期／地点

3 月 17-19 日
洛桑，瑞士

主题

引领 MBA — 善恶丑

主办方

IMD 商学院

2013 年 4 月

EQUIS/EPAS/EDAF 认证研讨会

日期／地点

4 月 14 日
阿布扎比，阿联酋

主题

EQUIS/EPAS/EDAF 认证标准解读与应
用指南及关键认证阶段

主办方

阿布扎比大学

2013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中东及北
非地区会议

日期／地点

4 月 14-16 日
阿布扎比，阿联酋

主题

中东及北非地区商学院：培养未来商
业领袖

主办方

阿布扎比大学

研究领导力课程 — 第 4 期 — 模块
1/3

日期／地点

4 月 24-26 日
布鲁塞尔，比利时

主题

远见 — 战略

主办方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欧洲管理学会

2013 年 5 月

2013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高等教育
研讨会

日期／地点

5 月 23-24 日
巴黎，法国

主题

高等教育机构目的、绩效与影响力

主办方

巴黎第九大学

研究领导力课程 — 第 4 期 — 模块
2/3

日期／地点

5 月 27-29 日
布鲁塞尔，比利时

主题

学校视角 —  研究活动组织

主办方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欧洲管理学会

2013 年 6 月

EPAS XXL 认证研讨会

日期／地点

6 月 6-7 日
布鲁塞尔，比利时

主题

待定

主办方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2013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年度大会

日期／地点

6 月 9-11 日
布鲁塞尔，比利时

主题

待定

主办方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2013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博士课程
会议

日期／地点

6 月 19-21 日
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

主题

待定

主办方

卢布尔雅那大学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efmd.org，
或发邮件至
info@efmd.org



欢迎学生 

免费 
    参赛！

西班牙 ESIC 商学院的教育质量在全球得到了广泛认可，已获得许多国际

认证和国际大奖。

•	 连续举办 18 年

•	 共有 44000 名选手参赛

•	 来自 79 个国家

•	 学生来自 5 大洲 850 所大学和商学院

通过最先进的商业模拟，参赛者将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下进行预测、计划和决策。这是这一领域全

球规模最大的比赛：

这一国际大赛由西班牙 ESIC 商学院主办，由西班牙桑坦德银行 

赞助，旨在为全球商学院学生提供实际应用市场营销知识与技能、

学习最佳实践的机会。

2013 
全球市场 
营销大赛

西 班 牙 ESIC 商 学 院

赞助商

合作伙伴



皮埃尔 · 塔比谈如何成功甄选学生

皮埃尔 · 塔比 (PIERRE TAPIE)，法国 ESSEC 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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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 Test© 都是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注册商标。

如需获得更多信息，了解 GMAT 考试以及 GMAC 提供的其他产品和服务，请登陆
gm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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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ESSEC 商学院一直是全球卓越学习中心，推动自由、开放、创

新和责任价值观。ESSEC 商学院模式尊重个体经验，追求学术卓越，注重决策

中的共同利益、有效预测未来管理挑战，以及平衡经济挑战与社会成本。我们

坚信，明天的领导者一定能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有意义的世界。

为我们的课程甄选最合适的候选人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 GMAT 考试成为我们

录取过程的一部分。在 ESSEC 商学院，学生是我们使命的核心，而 GMAT 考试

将帮助我们遴选最优秀的学生，确保他们能顺利完成最严格的课程学习。培养

未来领袖是我们的使命和承诺，GMAT 考试帮助我们选择具备合格素质和技能

的学生，实现我们的课程目标。

管理专业研究生
入学考试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