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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22日，2014中欧校友会年

度 工 作 会 议 （ 即 校 友 会 “ 两

会”）在深圳博林诺福特酒店

举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

方教务长张维炯教授、中欧校友关系

事务部主任王庆江先生、20周年校庆

办公室副主任杜谦先生，来自各校友

分会、行业协会和俱乐部的代表及部

分中欧员工共约150人参加了本次盛

2014中欧校友会“两会”纪实
Alumni Association Holds Annual Meeting

会。当天下午，中欧院长朱晓明教授

也专程来到深圳出席“两会”晚宴，

并于次日和与会者一起考察了当地校

友企业。

张维炯副院长在开幕演讲中介绍

了中欧四大课程（MBA、EMBA、

FMBA、高层经理培训）及师资与校

园建设的发展情况。去年刚投入使

用的三期校园优美大气、设施先进，

更有助于沉淀学院文化、培养优良学

风。过去一年中，中欧教授在世界一

流学术期刊上人均发表论文数在全球

名列前茅，中欧还承接了上海市MBA

课程案例库开发共享平台，并创办了

中欧-世界银行中国普惠金融中心。未

来20年中欧将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趋势，延续目前的办学方式，在校友

们的鼎力支持下，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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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 VOICE
ALUMNI chApter

A
round 150 representatives 

from CEIBS alumni chapters 

a n d  c l u b s  i n  C h i n a  a n d 

abroad gathered in Shenzhen March 

22 for the Annual Alumni Association 

Meeting. The event was an opportunity 

for alumni leaders to hear from school 

officials about CEIBS’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year, 

and exchange ideas for improving 

organisation and outreach to encourage 

further alumni involvement. 

An update on the opening of 

Shanghai Campus Phase 3, the recent 

launch of  the CEIBS-World Bank 

(China) Centre for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anghai 

MBA Case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Platform were among the highlights of 

the presentation given by CEIBS Vice 

President and Co-Dean Prof Zhang 

Weijiong.  

D i r e c t o r  o f  C E I B S  A l u m n i 

Relations Mr Wang Qingjiang shared 

details about some of the 459 events 

held worldwide by CEIBS Alumni 

Association chapters and branch 

organisations in 2013, which attracted 

a total audience of 34,000. Over the 

past year, he said, four new alumni 

chapters  and four  new industr y 

branches were established, and 20 

alumni organisations elected new 

boards. He also gave an update on 

the iAlumni platform which makes it 

more convenient for alumni to stay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nd CEIBS. 

A preview of the various activities 

planned this year to celebrate CEIBS 

20th anniversary was the focus of the 

presentation by Mr Allan Du, Vice 

Director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Preparatory Office. These include 

a series of  Master Classes (which 

began on March 7), along with a 

CEIBS History Exhibition, CEIBS 

Scholastic Works Exhibition, “Dream 

of Water” CEIBS Alumni Photography 

Exhibition, publication of a Collectors’ 

E d i t i on  o f  t h e  wor k s  o f  C E I B S 

professors,  and a Global Management 

Forum, Reception Dinner and Gala 

Celebration all of which are planned 

for later in the year. There are also 

plans underway to elect the Top 20 

Outstanding Alumni from CEIBS’ 20 

Years.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events 

are all aimed at showcasing CEIB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inspire the 

CEIBS comm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张维炯教授
Prof Zhang Weijong

王庆江主任
Mr Wang Qinqjiang

杜谦副主任
Mr Alan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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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江主任介绍了2013年校友会

工作情况。截至年底，中欧校友总会

和各校友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共举办活

动459场，累计约34000人次参与；中

欧大讲坛、中欧教授巡回演讲、合聚

课堂、博约讲堂等都为校友们提供了

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校友组织建设

工作进一步加强，新成立了4个校友分

会、4个行业分会，20个校友组织成

功实现理事会换届。校友会继续注重

校友数据维护，创建了校友信息平台

iAlumni，并配合学院其他部门工作，

推动了校友捐赠和赞助。王庆江主任

还介绍了2014年校友会的工作计划与

设想。随后，中欧校友关系事务部副

主任傅丹阳女士介绍了《中欧校友组

织的管理办法》，明确了校友组织成

立的目标、条件和程序，以及校友组

织的主要工作、理事会的产生机制和

任期，并呼吁校友组织在活动中保持

安全意识、珍惜中欧品牌。

杜谦副主任介绍了中欧20周年

校庆系列活动。首先是主线、目标和

水准，即以“中国梦，中欧梦”为主

线，展示中欧20年来的办学成果，

激励中欧人为未来继续奋斗；活动将

力求做到“高端、上品、影响大”，

即形式庄重不失生动、内涵深刻且丰

富，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随

后，他一一介绍了各项重要活动，即

大师课堂（3月7日启动）、中欧校史

展览（10-12月）、中欧学者著作展

（10-12月）、“水之梦”中欧校友

摄影展（11-12月）、出版中欧教授

著作珍藏版（11月）、20年20人杰出

校友评选（4月启动）以及在11月7-8

日举办的全球管理论坛、招待晚宴和

庆典晚会。傅丹阳副主任与中欧摄影

俱乐部会长吴叔平先生则先后介绍了

20年20人杰出校友评选与“水之梦”

校友摄影展的工作安排。

当 天 下 午 是 “ 分 组 讨 论 和 经 验

分享”环节。与会代表分成小组，就

不同话题展开讨论，并推选一位代表

进行发言。安徽校友分会会长曹杰先

生的演讲主题是“如何组织好换届工

作”。他认为校友分会在换届选举时

必须对人选进行周密考虑，力求选出

德高望重的会长和工作勤勉的秘书

长。湖北校友分会财务秘书长谢娟女

士针对“如何保证捐赠工作的可持续

性”，建议在捐赠形式上探索创新，

如采用众筹和微信红包的形式，开发

与捐赠相关的APP等。南京校友分会

副会长唐建国先生结合自身经验畅谈

了“如何做好年度活动计划”，认为

引入年级长机制有利于基层活动的开

展和分会的可持续发展。苏州校友分

会秘书长唐海燕女士总结了“如何解

决协会活动经费”的问题，她建议将

商学院的校友分会和俱乐部平台打

造成商业平台，从而为组织的持续发

展提供保障。羽毛球协会秘书长王

菁川先生阐述了“大型活动的组织要

点”，指出要请专业的服务外包公司

和志愿者参与活动组织；要将赞助、

媒体和明星相结合，将大型活动打造

成有价值的平台。

王庆江主任在总结发言中认为，

本次“两会”是一次成功、团结、继

往开来的大会，将为校友工作开辟崭

新的局面。他希望各位会长和秘书长

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将校友组织建设

成为大家共同学习和进步的平台，并

期待与会校友在中欧20周年校庆之际

用行动支持学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