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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案例

中国经济再崛起

指导教授李伟 和 案例研究员谷重庆   

中国经济曾在大约2000年的时间里保持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但近代以来，中国

经济持续衰落。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开始改变这一局面，但多年的政治运动严重冲击了

经济发展，1978年邓小平决心改变之前的政策，把封闭的计划经济改造成开放的市场经

济，从此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了持续超过30年的增长。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是如何走到今日的？目前面临什么风险？接下来又将何去何从？

万科降价之后

指导教授张忠 和 案例研究员高月涛   

万科降价在哪些城市展开？促销活动具体如何实施？面对万科降价，其它房地产开发商的

市场反应如何？对于万科的促销活动，先期购买的老业主怎样向万科表示他们的抗议？

张裕爱斐堡酒庄：文化拉升价值

指导教授李伟 和 案例研究员高月涛  

张裕爱斐堡酒庄酿造的丁洛特级赤霞珠干红期酒缘何卖出27万一桶的高价？其它系列的

爱斐堡酒庄葡萄酒为何如此高价却供不应求？张裕爱斐堡酒庄如何打造葡萄酒文化？为

何选择四位一体的酒庄营销模式？

正泰：从“家族企业”到“企业家族”

指导教授滕斌圣 和 案例研究员林琳    

正泰集团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企业之一，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商之一。南存辉如

何将48家小企业顺利整合为一个股份集团？十年磨一剑的曲折上市历程？关于下一代继

承，南存辉有怎样独特的看法？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正泰一步步走来靠的究竟是什么？面

对日渐壮大的正泰集团，南存辉将怎样对下一代“接班人”进行抉择？刚刚上市不久的

正泰集团，未来又会踏上怎样的发展之路？

进行中案例

绿源电动车案例

指导教授李伟 和 案例研究员曹若娇    

1998年至2009年，中国电动车的总销量增

长了340多倍，从5.8万辆变为2000万辆。

虽然这一市场增长迅速，但整个行业却呈

现出高度分散的格局。作为市场中的重要

玩家之一，绿源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创

始人兼董事长倪捷对自己的公司有更高的

目标——成为行业领头羊。为此，他不但

要在你死我活的价格战中胜出，还需要说

服地方政府去改变那些不利于电动车发展

的政策，他能取得成功吗？

淘宝转型

指导教授陈宇新 和 案例研究员高月涛  

面对新出现的诸多品牌开始在Facebook上

开设网店的趋势，淘宝该如何应对？困扰

淘宝商城卖家的物流瓶颈，淘宝该如何应

对？面对B2C巨头京东商城和当当网的快

速发展，淘宝又该如何应对？

青岛荣置地案例

指导教授王一江 和 案例研究员林琳    

近几年，房地产行业异常火爆，地产代理行

业也随之升温。青岛荣置地是青岛地产代理

行业的领头羊，2004年起，荣置地制定了“

走高端、傍大鳄、跟随扩张、深耕细作”的

企业战略，他如何面对扩张过程中的人才挑

战?

最新动态

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

《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旨在通过定量研究的手段，评价中国企业目前的全球化程度，并选出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进行深入的案例

分析，提出可供其他企业借鉴的全球化战略及路径。

经过与滕斌圣及多位教授的交流，目前我们已经基本确定了报告的整体框架，进入了数据采集阶段。我们以“中国上市企业500强”

为基础样本库，并增加了一定量的未上市的优秀企业，同时选择了多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以期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程度进行更客观的

评价。

2011年6月  案例快讯

2011年6月  案例快讯

已完成案例

阿里巴巴与雅虎：联盟五年之后

指导教授李伟 和 案例研究员白求恩

2005年，美国互联网巨头雅虎公司的掌门人杨致远以10亿美元外加雅虎中国为代价，换取了中国电

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股份。双方当时希望将阿里巴巴的中国市场经验与雅虎公司的搜索技术和

雄厚实力相结合，从而共同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主导者。此后，阿里巴巴迅速壮大而雅虎则日

渐衰落，而且阿里巴巴集团的创立者马云对雅虎在阿里巴巴集团内部的影响力日益不满。2011年上

半年，阿里巴巴集团与雅虎公司关于支付宝的归属问题发生了公开的争执，本案例主要聚焦于他们

的合作何以演变至今日之争执。

从iPhone看中国制造转型升级

指导教授藕继红 和 案例研究员单迎光

当iPhone在全球热卖的时候，其供应链上的所有公司都分得了一杯羹，中国的企业也非常有幸加入到

了这个利益分成的集团中，但中国公司（包含台湾企业）在这个链条上的所占的份额都非常小，而且

多是在芯片铸造（台积电）和组装（鸿海精密、富士康）等环节，仅占iPhone4总成本187.51美元中的

6.54美元，更是不到零售价的1%。这么一块美味的大蛋糕，我们却只能分享到这么一点点……

本文试图以苹果公司为例，分析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进行转型升级。

日先：典型的横向整合商业模式

指导教授藕继红 和 案例研究员单迎光

日先企业的名字，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其实它已经是当前中国“品牌店铺服务领域”的领军企业，

可以说它是一位隐形冠军。

日先构造了一个典型的横向整合商业模式，它一边整合零售商对店面设计、装修及维护的需求，一

边整合设计师的创意能力和陈列家具厂商的制造产能。但千万别误以为它是一个中介，其实更确切

的说法应该是“平台”。

淘宝之困

指导教授陈宇新 和 案例研究员高月涛

面对新出现的诸多品牌开始在Facebook上开设网店的趋势，淘宝该如何应对？困扰淘宝商城卖家的

物流瓶颈，淘宝该如何应对？面对 B2C巨头京东商城和当当网的快速发展，淘宝又该如何应对？

制造业之危难与机会

指导教授藕继红 和 案例研究员单迎光

制造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关系着国计民生。而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制造业的生存发展面临三大挑

战：中国人口拐点倒逼，低工资一去不返；美国的弱势美元政策，人民币汇率一路走高；全球资源

性原材料涨价势不可挡。这三大挑战直接威胁，过去建立在吃苦耐劳、低成本竞争基础上的中国制

造还能不能生存发展？如何生存发展？这成为中国制造从业者们越发困惑并日益焦虑的问题。本文

想要告诉大家，情况没有那么糟，中国制造前景光明灿烂。

宅急送：股权决定话语权

指导教授滕斌圣 和 案例研究员林琳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句话用在宅急送的发展过程中再恰当不过了。宅急送创始人是陈平，

二哥陈东升和大哥陈显宝也在企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宅急送在陈氏三兄弟的带领下经过15

年的快速发展，由创业之初的三辆车、七个人，发展成为年营业额超过10亿元的知名企业，成为所

在领域的翘楚，但这个令外界羡慕的家族企业却因为一场转型之战陷入矛盾的漩涡……

富士康在中国

指导教授王一江 和 案例研究员林琳

从2010年1月到8月底，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陆续发生了17起自杀事件。这一系列被媒体

称作“连环跳”、造成13死4伤的惨剧。在“连环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如加薪、减少加班时间、架设防护网、聘请心理专家、成立员工关爱中心、开通员工关

爱热线、召开防自杀的“誓师大会”等。但这些措施的效果怎样？跳楼事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80余万富士康员工到底处于怎样的困境中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始了富士康案例的研究。

安踏：从超越到卓越

指导教授廖建文 和 案例研究员李梦军

在运动鞋行业，以耐克和阿迪达斯为首的国际品牌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国高端市场，然而本土

企业并没有善罢甘休，以李宁、安踏为代表的中国企业穷追猛打，开始挑战国际品牌。20年

来，安踏从“安心创业，脚踏实地”的低调狂奔到“永不止步”，安踏是如何做到的呢？特

别是2009年以后，安踏一改专注于中低端市场的单一品牌战略，通过收购意大利品牌FILA开

始进军高端市场，与耐克、李宁短兵相接。而此时，耐克，阿迪达斯等跨国品牌又出新招，

准备进入中国本土的中低端市场，面对跨国公司的挑战，安踏又将如何反击呢？

最新动态

中国银行股估值研究

指导教授陈龙 和 案例研究员谷重庆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A股市场上银行股价格一直非常低迷，这让各方均大感迷惑。看空者认为银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

发放了太多贷款，这很可能会导致未来不良贷款的激增，而看多者认为目前银行的股价已经涵盖了这些不良贷款。我们希望分析能够影响银行盈

利的各个方面，来为银行股定价估值。

中国经济景气指数

指导教授陈龙 和 案例研究员谷重庆

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去询问企业高管对当前和未来6个月经济形势的看法，从而获得关于中国经济短期走势的第一手资料。

长江案例中心

欢迎各位教授参与以上案例及项目的研究、指导。如需要案例全文，请联系案例中心     casecenter@ckgsb.edu.cn

进行中案例

中国银行股估值研究

指导教授陈龙 和 案例研究员谷重庆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A股市场上银

行股价格一直非常低迷，这让各方均大感迷惑。

看空者认为银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

放了太多贷款，这很可能会导致未来不良贷款的

激增，而看多者认为目前银行的股价已经涵盖了

这些不良贷款。我们希望分析能够影响银行盈利

的各个方面，来为银行股定价估值。

中国经济景气指数报告

指导教授李伟 和 案例研究员谷重庆

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去询问企业高管对当前和未来6

个月经济形势的看法，从而获得关于中国经济短

期走势的第一手资料。

无锡尚德收购日本MSK

指导教授项兵 和 案例研究员李梦军

2006年8月，无锡尚德斥资3亿美元收购日本老牌

太阳能光伏企业MSK，这是当前中国历史上最大

的一起民营企业的对日收购。通过收购MSK尚德

敲开了日本光伏市场紧闭的大门，然而尚德的整

合却几度受挫，整合过程中的裁员使尚德遭遇了

日本各界媒体的猛烈攻击。面对舆论的压力，尚

德又该何去何从？

上海电气集团的两次对日并购

指导教授项兵 和 案例研究员李梦军

上海电气是中国最大的现代装备制造企业集团。

在聚焦国家战略的同时，抓住了国际装备制造业

重组的机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自己”是

上海电气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上海电气

的两次对日并购它开启了中国国有企业收购日本

企业的先河。上海电气的成功并购原因何在？这

无疑为中国企业并购日本企业的案例研究提供了

独有的实践素材。

“五子登科”与放心鸡蛋

指导教授王一江 和 案例研究员林琳

近几年发生的“红心鸭蛋”、“瘦肉精猪肉”、

“三聚氰胺奶粉”等食品安全事件，不仅给中国

农牧企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和毁灭性打击，

也使整个农牧行业的公信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

峻考验。圣迪乐运用自己的人才优势，在如此恶

劣的大环境下，生产出“放心鸡蛋”。这其中存

在着怎样的奥秘之处呢？

六心相映 成就亚心

指导教授王一江 和 案例研究员林琳

亚心是一所民营医院，但却在短短几年时间就从

建院之初的“零手术”，发展到如今手术总量9.7

万余例，2003年起心脏外科年手术量连续7年位居

全国第3位，仅次于北京的安贞医院和阜外医院。

是什么原因让身为民营医院的亚心在以公立医院

为主的行业中取得成就？

2011年11月  案例快讯

长江案例中心

欢迎各位教授参与以上案例及项目的研究、指导。如需要案例全文，请联系案例中心     casecenter@ckgsb.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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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雅虎！案例B：马云接手支付宝（英文案例）

指导教授李伟 和 案例研究员白求恩

2011年5月，雅虎公司发表声明称，马云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支付宝从

阿里巴巴接管到自己名下，这件事情掀起了双方的争议。投资者批评雅虎公

司在巨大的亚洲市场投资中没有获利；马云则被指责单方面地作出接管支付

宝的决定。马云的行为使得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公司失去了信任，尤其是那些

运用可变利益实体（VIE）来吸引海外投资的中国公司。案例不仅总结了此次

事件背后隐藏的复杂问题，也为案例A中阿里巴巴和雅虎之间紧张的关系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公司S准备竞标（英文案例）

指导教授Brian Viard 和案例研究员白求恩

基于长江商学院校友所掌握的数据，关于专业产品竞标问题的案例将挑战学

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准备不同背景下，竞争激烈的金属零部件产业产品

的出价策略的能力。学生需要从而计算固定成本、可变成本、边际成本、经

济效益以及盈利情况等方面进行案例分析。此案例将运用大量的定量分析。

“九全十美”打造放心鸡蛋

指导教授王一江 和 案例研究员林琳

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使整个农牧行业的公信力遭遇了前所未

有的严峻考验。在如此恶劣的大环境下，圣迪乐凭借自身企业公信力，运用

企业人才优势，以优质的鸡蛋品质为基础打开市场，做出“让中国人吃得放

心”的鸡蛋。企业管理者雷文勇认为，企业之所以能独善其身，得益于自己

独特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让整个团队都拥有统一的价值观——“改变中国

食品安全现状，以让中国人吃得放心为使命”。本案例详细介绍了雷文勇的

人力资源管理方法。

进行中案例

银行业报告

指导教授陈龙 和 案例研究员谷重庆

2008年11月，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使中国经济在国际

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保持了持续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大量新增贷款涌入

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担忧这些贷款将变成呆坏账，因此银行股价一

再下跌。本报告将分析中国银行业的相关制度，并对银行股进行估值。

比亚迪战略与商业模式反思

指导教授滕斌圣 和 案例研究员李梦军

1995年起比亚迪火箭般的飞速发展受到了世人的瞩目。一时间“比亚迪模式”

作为新兴市场自主创新品牌的成功典范而被颂扬。然而，2010年之后，比亚迪

却接连不断的传来了坏消息：终端经销商的集体退网、销售高管的辞职、大量

裁员、股市的下跌、业绩大幅下滑……比亚迪到底是怎么了？比亚迪被市场抛

弃的原因何在？这仅仅是销售渠道的问题？还是比亚迪的战略、发展模式遇到

了瓶颈？面对种种疑问，本案例中我们将重新审视比亚迪，分析其在发展过程

中的战略与商业模式，探索其成败的奥秘？

诺诗兰运营NorthLand

指导教授藕继红 和 案例研究员单迎光

诺诗兰在整个产品线上赚取了研发设计利润、品牌利润、批发利润、零售利

润，唯独将生产利润让了出去。它如何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上的管理者，并带

领着供应商和经销商们一起开拓户外用品这一朝阳行业。

我的工资我做主：茁壮网络的薪酬管理制度

指导教授王一江 和 案例研究员林琳

工资，在职场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作为员工最核心、最基本的经济利益，

工资多少长期以来一直由企业主导，员工根本没有话语权。然而，这个似乎

根深蒂固的惯例正在开始突破。茁壮网络就提出了全新的薪酬管理制度

——“我的工资我做主”。茁壮网如何在企业运营中实现这一理念，并使企

业成为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恒日的品牌梦

指导教授崔海涛 和 案例研究员杨谷川

北京恒日创建于1997年，是专业的工程机械代理公司，现已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

大的工程机械代理商之一。工程机械代理行业是以销售为主的传统B2B行业，市

2011年11月  案例快讯

已完成案例

阿里巴巴-雅虎！案例B：马云接手支

付宝（英文案例）

指导教授李伟 和 案例研究员白求恩

2011年5月，雅虎公司发表声明称，马云在公司

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支付宝从阿里巴巴接管到自

己名下，这件事情掀起了双方的争议。投资者批

评雅虎公司在巨大的亚洲市场投资中没有获利；

马云则被指责单方面地作出接管支付宝的决定。

马云的行为使得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公司失去了信

任，尤其是那些运用可变利益实体（VIE）来吸

引海外投资的中国公司。案例不仅总结了此次事

件背后隐藏的复杂问题，也为案例A中阿里巴巴

和雅虎之间紧张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公司S准备竞标（英文案例）

指导教授Brian Viard 和案例研究员白求恩

基于长江商学院校友所掌握的数据，关于专业

产品竞标问题的案例将挑战学生运用微观经济

学原理，不同背景下，竞争激烈的金属零部件

产业产品出价策略的能力。学生需要从计算固

定成本、可变成本、边际成本、经济效益以及

盈利情况等方面进行案例分析。此案例将运用

大量的定量分析。

“九全十美”打造放心鸡蛋

指导教授王一江 和 案例研究员林琳

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使整个农牧行

业公信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如此恶劣

的大环境下，圣迪乐凭借自身企业公信力，运用企

业人才优势，以优质的鸡蛋品质为基础打开市场,做

出“让中国人吃得放心”的鸡蛋。企业管理者雷文

勇认为，企业之所以能独善其身，得益于自己独特

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让整个团队都拥有统一的价

值观——“改变中国食品安全现状，以让中国人吃

得放心为使命”。本案例详细介绍了雷文勇的人力

资源管理方法。

进行中案例

银行业报告

指导教授陈龙 和 案例研究员谷重庆

2008年11月，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使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保持了

持续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大量新增贷款涌入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担忧这些贷款将变成呆

坏账，因此银行股价一再下跌。本报告将分析中国银行业的相关制度，并对银行股进行估值。

比亚迪战略与商业模式反思

指导教授滕斌圣 和 案例研究员李梦军

1995年起比亚迪火箭般的飞速发展受到了世人的瞩目。一时间“比亚迪模式”作为新兴市场自主创新

品牌的成功典范而被颂扬。然而，2010年之后，比亚迪却接连不断的传来了坏消息：终端经销商的集

体退网、销售高管的辞职、大量裁员、股市的下跌、业绩大幅下滑……比亚迪到底是怎么了？比亚迪

被市场抛弃的原因何在？这仅仅是销售渠道的问题？还是比亚迪的战略、发展模式遇到了瓶颈？面对

种种疑问，本案例中我们将重新审视比亚迪，分析其在发展过程中的战略与商业模式，探索其成败的

奥秘？

诺诗兰运营NorthLand

指导教授藕继红 和 案例研究员单迎光

诺诗兰在整个产品线上赚取了研发设计利润、品牌利润、批发利润、零售利润，唯独将生产利润让了

出去。它如何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上的管理者，并带领着供应商和经销商们一起开拓户外用品这一朝阳

行业。

我的工资我做主：茁壮网络的薪酬管理制度

指导教授王一江 和 案例研究员林琳

工资，在职场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作为员工最核心、最基本的经济利益，工资多少长期以来一直由

企业主导，员工根本没有话语权。然而，这个似乎根深蒂固的惯例正在开始突破。茁壮网络就提出了

全新的薪酬管理制度——“我的工资我做主”。茁壮网络公司如何在企业运营中实现这一理念，并使

企业成为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恒日的品牌梦

指导教授崔海涛 和 案例研究员杨谷川

北京恒日创建于1997年，是专业的工程机械代理公司，现已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工程机械代理商

之一。工程机械代理行业是以销售为主的传统B2B行业，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在其领域的作用一直处

于被低估及忽视的地位。恒日寄望打造自己的品牌，并立志成为“中国和全球顾客认同的工程机械产

品最佳服务增值运营平台”，然而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报告

指导教授项兵 和 案例研究员周一、李梦军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的案例频繁发生，据日本企业并购经纪公司“乐国富”（

RECOF）统计，2007年至2009年间，中国企业参与了37起以日本企业为收购对象的并购，而仅

2010年，对日并购数量就高达37件，比2009年增加了42%，首次超过了在日投资常年位居榜首的美

国，跃居第一位。完全改变了过往长期日本企业单向并购中国企业的局面。然而对日整合在如何跨

越“向上整合”的挑战，如何在中日文化、中日经济发展模式等巨大差异之下，完成中日企业之间

的价值共享、合作与共赢，这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新课题。

本报告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整理中国企业走出去收购日本企业的相关案例及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

总结出中国企业收购整合日本企业的经验、方法及教训。希望对中国企业全球化以及中国制造业转型

与升级等提供价值。

联想收购IBM后的整体挑战

指导教授项兵 案例研究员 周一

以“蛇吞象”的方式收购IBM之后，针对CEO更换，团队挑战，文化磨合，客户流失及品牌整合等一系

列挑战，联想如何展开其整合战略？

中国足球内部丑闻（英文）

指导教授李伟 和 案例研究员Heather Mowbray

作为第一个开始职业化改革的体育项目，足球在中国这样一个痴迷于世界顶级足球联赛的国家中拥有巨

大的市场潜力。然而在2009年，有超过100名的足球相关从业者因腐败而落马，这其中包括官员、裁判以

及运动员，而中国国家足球队的糟糕表现显然与此相关。前中国足球专职副主席南勇的案件即将开庭，

相关的重要证据被媒体所曝光。对足球丑闻的清理行动能解决中国足球那些由来已久的问题吗？

长江案例中心

欢迎各位教授参与以上案例及项目的研究、指导。如需要案例全文，请联系案例中心     casecenter@ckgsb.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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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案例中心

欢迎各位教授参与以上案例及项目的研究、指导。如需要案例全文，请联系案例中心     casecenter@ckgsb.edu.cn 

已完成案例

中国企业对日并购研究报告

指导教授：项兵

作者：项兵 和 案例研究员周一、李梦军、郝亚洲

从历史数据看，欧美企业一直是并购日本企业的主力军。为什么从2010年开始，

中国企业开始逐渐成为对日并购大战中的主角，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层原

因？这一波中国企业对日并购潮流接下来将如何演变，并将对因并购而彼此命运

联结的中国企业、日本企业带来怎样的价值与影响？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如何汲

取欧美企业对日并购整合的经验与教训，如何解读日本市场的独特性，并善用各

类日本资源，通过整合日本企业，再次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包括如何

化解日本业界对中国老板的担忧与敌视，中国企业的对日并购能否使双方企业结

成“命运共同体”，并顺畅融合，共创佳绩？此外，中国企业与日本企业在各个

领域逐步加强的并购整合，将如何影响中日两国的经济与商业，甚而改变两国企

业与经济在全球定位下的格局？

这些将是本报告关注的重点。本报告希望通过对中国企业对日并购整合的案例的

深入研究，梳理出中国企业并购日本企业的背景、原因与机遇，总结出一些中国

企业并购整合日本企业的经验、方法以及教训，并为以上疑问寻找端倪。

整合日本企业典型案例

案例一：无锡尚德——整合MSK的艰难之战

收购日本老牌太阳能巨头MSK，尚德遭遇了文化、内控、裁员风波、供应链整

合、销售渠道拓展等一系列困境。面对这一系列挑战，尚德如何展开整合MSK

的艰难之战？它的收获、经验与教训分别是什么？

案例二： 上海电气——日本技术，中国市场

通过两次对日收购，利用日本老牌印刷企业的技术优势，并有效对接国内市场，

上海电气不仅改变了日本企业的命运，也完成了自身的升级之路。这种方式与路

径值得中日企业在合作中借鉴。

案例三：杉杉——借力伊藤忠，内控为王

致力多元化发展并模仿日本商社模式的杉杉如何借助与伊藤忠的多种合作方式完

成其转型

案例四：中国动向——Phenix如何突破“填空式生存”

中国动向以中国式思维整合Phenix的做法步步遇困，面对Phenix在日本市场的“填

空式生存”状况，中国动向如何调整自己的整合策略，如何带领Phenix突围，并借

此完成自己的升级目标？

恒日的品牌梦

指导教授崔海涛 和 案例研究员杨谷川

北京恒日创建于1997年，是专业的工程机械代理公司，现已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

大的工程机械代理商之一。工程机械代理行业是以销售为主的传统 B2B 行业，

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在其领域的作用一直处于被低估及忽视的地位。恒日一直在

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希望成为“中国和全球顾客认同的工程机械产品最佳服务

增值运营平台”，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中海油收购Opti Canada（英文）

指导教授陈龙 和 案例研究员白求恩

由于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2005年中海油以185亿美元投标价格购买美国石油公

司Unocal一案最终失败。时隔数年后中海油于2011年7月成功地以21亿美元的出价

购买破产的加拿大油砂公司Opti Canada从而得以重返北美。这个估值案例需要

使用典型的投资银行分析方法，分析中海油估值的恰当性，并且很大程度上需使

用excel财务报表来开展之前的交易分析和可比公司分析。

招商银行和工商银行的估值研究（英文）

指导教授陈龙 和 案例研究员白求恩

本案例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招商银行和工商银行的估值问题。案例回顾了自两家银

行上市以来的一些主要财务数据。十年前，招行和工行都存在严重的不良贷款问

题，但此后两家银行的状况不断好转。收入大幅增长，不良贷款率则大幅下降，

这使得两家银行的净利润节节攀升，并最终使两家银行的ROA和ROE出现了实质

性的升高。通过对收入和成本的分析，我们发现对两家银行业绩影响最大的因素

是收入增速和不良贷款。在收入中，利息净收入占据了80%，而且银行的收入状

况明显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根据对收入和不良贷款的分析，学生需要对两家银

行未来的状况做出估计，并由此进一步去预测ROA和ROE的状况，从而给两支银

行股估值。

进行中案例

中国银行股估值研究

指导教授陈龙 和 案例研究员谷重庆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A股市场上银行股价格一直非常低迷，这让各方均

大感迷惑。看空者认为银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放了太多贷款，这很可能会

导致未来不良贷款的激增，而看多者认为目前银行的股价已经涵盖了这些不良贷款。我

们希望分析能够影响银行盈利的各个方面，来为银行股定价估值。

中国经济景气指数报告

指导教授李伟 和 案例研究员谷重庆

针对长江校友，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中国企业高管对国内和国外宏观经济环境及企业

发展环境的判断，从而获得关于中国经济短期走势的第一手资料，依据数据和深入的分

析解读未来6个月中国企业发展环境，成为在中国境内经营的企业的决策参考。

安踏收购斐乐（FILA）中国商标权（英文）

指导教授廖建文 和 案例研究员毛海哲

2009年9月份安踏收购了斐乐(FILA)的中国商标权。新品牌是否给安踏带来期望的声誉

和一线市场的强大客户群？安踏是否可以经营好这个全球知名品牌？斐乐的前中国商标

持有者——中国鞋业巨头“百丽国际”，由于缺乏在国内市场开发国际运动服饰品牌的

经验，不得不将其出售。安踏很了解低端市场，但是它能证明自己比耐克和阿迪这样的

世界高端专业运动品牌更为优秀吗？

秦川发展：收购UAI之后（B）

指导教授项兵 和 案例研究员杨谷川、周一

2003年11月，秦川发展收购了拥有80多年历史的联合美国工业公司（UAI）。之后的整

合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整合真正开始于两年多以后的控制权争夺战的胜利。如今8年过

去了，秦川发展当初收购UAI的目标是否已经达成？UAI在秦川发展进军国外市场、获

取技术提升以及进行战略转型等方面起到了哪些关键作用？整合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和教

训值得后来者借鉴？

奇虎360：柔道战略

指导教授滕斌圣 和 案例研究员杨谷川

创立于2005年9月的奇虎360，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安全软件与互联网服务公司。本案

例主要研究奇虎360是如何运用 “柔道战略”在与众杀毒软件巨头的短兵相接中快速

成长，以及奇虎360是如何进行颠覆式创新的。

金龙集团（更新）

指导教授滕斌圣 和 案例研究员杨谷川

2006年，以矿业和建材等领域为主营业务的金龙集团开始涉足房地产行业。2007年10

月，金龙拿到了河北承德老行政中心21号地的使用权。金龙董事长计划在这个与避暑

山庄仅一街之隔的土地上开发一个高规格的商业中心，包括一个皇家主题的10万平方

米的商场，3万平方米的写字楼，2万平方米的公寓，和6万平方米的五星级酒店。4年

过去了，这个项目的进展如何？这期间，整个金龙集团在战略规划、企业治理等方面

又有哪些变化？

好享购物：电视购物的发展之路

指导教授滕斌圣 和 案例研究员杨谷川

江苏好享购物有限公司，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注资5000万元人民币设

立而成，于2008年12月31日正式运营。目前在江苏省内，好享购物市场份额占比接

近50%。2011年6月份起，好享购物正式推进省外市场，目前已经覆盖湖南、湖北、

山东、浙江、福建等地，但省外市场份额占比并不高。

案例主旨在于分析好享购物如何在江苏这个电视购物竞争激烈的市场异军突起的，好享

购物如何进行差异化发展的，好享购物怎样定位其网上商城的。

联想收购IBM后的整合挑战

指导教授项兵 和 案例研究员周一

以“蛇吞象”的方式收购IBM之后，针对CEO更换，团队挑战，文化磨合，客户流失及

品牌整合等一系列挑战，联想如何展开其整合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