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欧连续六年跻身《金融时报》全球 MBA 排行榜

第一阵营

 2 月 14 日，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公布了 2022 年全日制 MBA 课程排行榜，中欧位居第

十六，是唯一一所进入第一梯队的非欧美地区商学院，这

也是中欧连续六年跻身第一阵营并蝉联亚洲第一。

欧方院长迪帕克·杰恩参加《金融时报》线上研

讨会，探讨后疫情时代MBA 教育的未来

 
2 月 23 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欧方）、市场

营销学教授迪帕克·杰恩 （Dipak Jain）参加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线上研讨会，研讨主题为“后疫情时代：

MBA 教育的未来”。迪帕克院长分享了当今的管理教育

需遵循的 DIET 法则，并与来自瑞士圣加仑大学、意大利

博科尼管理学院、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们进行了热烈

讨论。

中欧EMBA 新年展望论坛圆满举办

2 月 25 日，中欧 EMBA 新年展望论坛在上海校区成

功举办。本次论坛以“2022 会比 2021 更好吗”为主题，

邀请嘉御资本董事长兼创始合伙人卫哲、沃太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袁宏亮（EMBA 2019）和深圳大学特聘教授

丁学良分别从新消费、新能源、新趋势三方面，分享自己

对 2022 年及未来的判断和展望。本次论坛主持人为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副教务长、EMBA
课程主任朱天教授。

共论智慧医疗 建设“健康中国”——中欧与

MMC联合举办智慧慢性病管理院长高峰论坛

 

2 月 26 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 MMC（National 
Metabolic Management Center，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

管理中心）联合主办的 MMC 首届智慧慢性病管理院长高

峰论坛在上海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威琪、范先群，中

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滕皋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院长、MMC 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光，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教授、原院长朱晓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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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周霞平，阿斯

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EMBA 
2001），欧姆龙健康医疗（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赵

耀（EMBA 2015），以及全国 100 多位三甲医院院长共

聚一堂，共同探讨我国慢性病医疗的新模式。

心怀赤诚，“合”力守沪——中欧人抗疫剪影

3 月以来，受多重因素影响，上海本土新冠感染病例

呈现快速增加的态势，尤其是无症状感染者数量持续攀升，

自 3 月 1 日至 4 月 2 日，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 5 万例。

疫情氤氲之下，以活力著称的“魔都”，不得不慢下

来。但同时，防疫相关工作却进入了“加速度”。关键时刻，

既有日夜奋战的一线医护人员、防疫岗位人员，有各地逆

行来沪支援的医护团队，也有很多默默站出来充当志愿者、

一起助力疫情防控的普通你我他。

很多来自中欧的师生、校友和校友组织及校友企业，

也像众多其他主动站出来的人一样，心怀赤忱，带着良善

的意志，热心行动起来，积极为防疫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

发布疫情倡议书、提供物流车辆、发起采购互助、协助组

织社区核酸检测、发放隔离物资和餐食补给等等。

又是第一 ! 中欧合作院校 EHL 连续四年荣登 QS

世界大学排名泛服务管理专业全球榜首

4 月，2022 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榜单重磅出炉，

在泛服务管理专业（Hospitality & Leisure Management）
院校评比中，中欧合作院校、HEMBA 同学的另一所母校

EHL 酒店管理商学院以 99.4 的高分，连续第四年摘得全

球第一的桂冠。

中欧“健康中国”大讲堂系列线上活动成功举办

2016 年 ，国务院颁布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了健康领域的中长期战略规

划。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演变，以及人们对“大健康”

领域的持续关注，“健康中国大讲堂”系列直播应运而生，

4-5 月，活动邀约中欧教授、医学院士、专家学者开展公

益线上讲座，解读健康中国战略，传播健康生活理念，探

寻不确定时代的前行力量，推动“共建共享、全民健康”

目标的实现。五期节目在全网共获 10 万 + 人次观看。 

共话数字化时代的变革——上海管理科学论坛中

欧国际工商学院分论坛成功举办！

4 月 23 日，上海管理科学论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分

论坛于线上顺利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迎接数字化时代

的变革”，聚焦数字化变革背景下的管理与企业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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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管理学教授汪泓，上海管理科学论

坛组委会主席王方华教授，中欧市场营销学教授王雅瑾，

中欧战略学及创业学副教授郭薇，中欧管理学副教授李尔

成（Byron Lee）出席论坛，中欧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

战略学教授张维炯担任主持。

“责任与传承 - 可持续的家族企业”云端研讨会

顺利举行

5 月 4 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家族传承研究中心携手

《家族企业》杂志联合举办“责任与传承 - 可持续的家族

企业”云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包括主题演讲、国际研讨

和报告发布三个环节，既有海内外学术泰斗带来关于时势

和传承模型的解读，也有企业家带来家族智慧与案例的

分享，最后重磅发布了两个极具实践参考价值的报告——

《2021 中国新生代企业家组织暨中国新生代企业家调研

白皮书》和《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家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政、商、学界专家共话“乡村振兴中的企业新机遇”

5 月 10 日，以“乡村振兴中的企业新机遇”为主题

的智荟中欧·企业赋能学习坊首期活动在北京校区举办。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陈萌山等 9 位嘉宾出席，通过三场

主旨演讲、一场圆桌论坛，解读战略方向、畅谈企业实践，

引导校友企业与国家战略 “同频共振”、践行社会责任。

吸引了央广等主流媒体报道，在国家级战略的实施中发出

了“中欧声音”。

“一站式服务大厅”全面开放！欢迎走进中欧智

慧校园

中欧智慧校园项目——“一站式服务大厅”PC 网页

端和移动端于 5 月已全面开放！中欧学生、校友和教职员

工，均可通过“一站式服务大厅”，走进中欧智慧校园。

“一站式服务大厅”是中欧“智慧校园”项目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中欧“智慧校园”项目是中欧最新五年发展战

略规划提出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学院的高

质量发展，实现“一屏识中欧、一站办实事、一网管校园”。

“2022 新京智库春季峰会”云端举行，汪泓院长

发表养老主题演讲

5月25-29日，“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在线上举行。

本次峰会以“应变局开新局，高质量促发展”为主题，邀

请众多名家大咖，围绕经济发展、绿色转型、乡村振兴等

话题，在新时代新环境之下，汇集各方智慧，积极应对新

的变局与挑战，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

汪泓院长应邀出席峰会，并以“构建高质量、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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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研究”为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开幕式上，

新京智库特聘汪泓院长为新京智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为新

京报和新京智库的发展、重大课题研究等提供指导和支持。

中欧发声 2022 达沃斯论坛，共论历史转折点下的

政策与战略

5 月 22-26 日，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论坛）于

瑞士达沃斯小镇召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

丁远教授出席论坛并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此外，中欧与财

新共同举办 2022 达沃斯─财新传媒 &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CEO 午餐会。

在 23 日的“欧亚大陆战略展望”专题小组讨论中，

丁远教授围绕俄乌冲突的影响，特别是冲突对中亚经济发

展的影响，与其他嘉宾展开讨论。丁远教授表示，当前我

们所处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和以往有很大不同。中国和欧

洲的关系因多重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俄乌冲突影响了全球

供应链。但他进一步表示，在主要大国日益聚焦自身地缘

政治目标、局部冲突爆发和新冠疫情破坏全球供应链的当

下，中亚国家或将迎来新的经济发展机遇。

汪泓、赵欣舸、陆文山云聚中欧陆家嘴沙龙，共论

多重冲击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5 月 28 日，中欧陆家嘴沙龙第 141 期暨 F-Dialogue
中欧金融讲读会活动在线成功举办。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

研究院理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横店集团管理学

教席教授汪泓，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中欧金融学与会计学教授赵欣舸，中国期货业协会法律委

员会主任、中证商品指数公司指数专家委员会主任、原上

海期货交易所党委副书记、监事长陆文山，分别从宏观分

析、专题解读以及业界视角，就“多重冲击下全球大宗商

品市场风险及其应对”发表主题演讲并进行了交流讨论。

纷扰时刻，用人文滋养心灵 -- 记中欧 EMBA 系

列人文讲座

2022 年春天，疫情的又一轮蔓延让人猝不及防，中

欧 EMBA 课程部相继发起 3 场人文讲座直播，以带给大

家一份坚韧、一种力量：3 月 19 日，推出知名学者于赓

哲教授的直播讲座“疾病与历史进程”，分析中国古代历

次疫情是如何一次次地影响历史进程，进而影响我们的思

想和文化；4 月 17 日，推出著名心理学家彭凯平教授的

直播讲座“逆境中如何保持积极的心态”，告诉大家如何

化解焦虑，如何应对伤害，如何克服孤独与郁闷，领会生

命的价值和意义；6 月 11 日，邀请著名音乐美学家周海

宏教授为大家献上讲座“走进音乐的世界”，希望借由艺

术的曼妙感受生活的美，让我们将疲惫轻轻放下，继续满

怀期待、并肩前行。 

第二届聚智未来·后疫情时代 工业互联网与数字

经济韧性生态论坛云端举行

6 月 25 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提供学术指导，中欧

校友总会、中欧校友工业互联网协会主办的第二届聚智未

来·后疫情时代工业互联网与数字经济韧性生态论坛在经济

观察报、新浪财经、腾讯新闻等 6 家平台线上直播。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教授和中欧校友总会会长赵笠钧致

开幕词，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

总工程师史德年、中欧战略学副教授陈威如等嘉宾发表了

主旨演讲，同时，来自汇川技术、华兴源创、IBM、菲尼克斯、

金风科技、艾默生、ABB 电气、PTC、三六零、京东、联

想、飞力达、霍尼韦尔、树根互联、中科云谷、首都在线、

中新赛克的多位企业家校友也倾情分享了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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