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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国正式勤工
李兆基校圄己正式勤土，徒2012年起成局商事院的新驻地。

商堕院的所有部同日後捋於正在建造的 新校圄国幕之峙，也正是2012年四年

李兆基校国商聚一堂。 制本科操程融勤之隙。

校圄捋包括李兆基商事大攫及高等研究 李兆基博士捐置四信港元，支持新校国

院。商事院将座落在李兆基商事大摆， 的费展 ， 韭主持了十一月的勤土舆撞。

而高等研究院将促在求知，辈才香港和内

地的知瑞短酒做出重献。 他挠 "人才割香港弃常重要。科大培

勤土俄式的主檀嘉蛮荒电(左起)柴休校畏吴家建教授、原罔委昌言主席陈祖j翠愕士、校董言主席?层

建束博士、李兆基懵士、副监督锺士元博士、隙繁昌校畏及校董言副主席委海雄~生。

司I1僵秀金融财侄人才成霜卓越，它的行

政人量工商管理~土器程全球排名第

一，正好窜助香港费展侄酒，章圄香港

作局固隙金融中心之地位。"

新建校国地虚山坡，位於主校圄最高

黠，鲍直升士高;每景，在科大校国德、面宿

的基碴上再添百离平方英尺。

李博士又说我衷心希望科大可以;罩

著僵厚的先天 {I条件， :t音割 I1 更多侄秀事

才 ， 支持香港以至圄家的未来接展。"

铜址:川 bm川

重郡: bmpr ust. hk 

泡沫爆破和中圈经满{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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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畏的话

下锢月就到最居新年了。按照中国的十二生

肖，明年是虎年，有人稿之福「金虎年」

虎象徽著周展-r:l'i 5'舌勤的斡到和有始有佟、

里持到底的泱心。

渲雨黠在言午多方面舆本院的氯置不器而合。

正如本期所描边的那攘，大家舍看到本院参

舆了苦多活勤，其中相富一部分是新翠措。

我伺深信，要保持镇先，最好的黯法是有悚

不紊地部署我俐的精力、智力和资源 ， 芷勇

往直前。我恫正在苦多镇域重辙遣一做法，

韭期望大家摇撞支持我{肉的工作。

我想借此梅舍，给大家拜{固早年!

恭喜萤财!

都 l药;美
郭圄漠

二零一零年一月



EMBA课程镇先同傍
在 《金融峙辍》 全球行政人虽工商管理醺士课程排名 中，
凯洛格一科大EMBA裸程再次位列全球第一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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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高银行政人量，表理出景，他俐在辜棠後於聪堤

上更能再闹高峰。"

凯洛格一科大行政人虽工商管理磺士裸程吸引了世界 作经盼上的多元化等因素。事生辜棠後在瞄塘上得

上一些最僵秀的短理，莲是该裸程在《金融峙辍》全 到晋升，且梅、瞠平均加薪幅度揭81% '平均年薪君主 《金融峙辍》排名遣根撞教量的多元化、攘有博士旱

球行政人皇裸程排名中升至全球第一的-{固因素。 345 ， 111 美元。 位的教量比例、教量的研究盖出量以反操程的全球化

性宣言平估翠院的黄素。

在裸程己遵信五年位列全球三甲。 戴启立思、教授散迎造一最新排名，韶、高它肯定了商旱院

EMBA课程给旱棠生带来的僵值。 君主期 181固月的凯洛格一科大EMBA~果程融合了两锢院

2009年的排名追跟了2006年旱靠生的表珉，韭考虑 校的僵势，盖徙全球各地招墓教量。裸程不懂切合费

了辜棠生在瑞士暑上的超卓表理及事生圄籍和海外工 他说我俐的事生在λ震裸程之前，己侄是大企棠 建国家，而且道用龄新舆市塌。

BETA GAMMA SIGMA 
策譬

享窑世界的盖在春愤舍之一Beta Gamma 

Sigma今年再度捋真提事金计到延伸到

本校，嘉言午本校合宣格舍量的高素置及

λ舍率。

Beta Gamma Sigma香港科大分舍第10

届λ舍典撞於十二月阜行， 110名新的

事生舍量λ舍。 3室惕舍嘉轩肇棠成结突

出和事草成就保出的人士。

Beta Gamma Sigma科大分舍主席隙宝

集教授挠商事院合宣格含量的高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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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堕院研究精要
商旱院捷有大量的商事研究成果，立主致

力於向企棠和市民分享我f内的研究所

纳率反映了本分舍的持锺费展，使本校 | 得。十二月，我何国黯了一{固新的午餐

有置格撞得Beta Gamma Sigma提翠 | 革座系列 ， 向康大受累介招我{肉的研究

金，来年将有一名率生撞得在提事金。 I 和旱Vllf 。

我{问遣再次撞得Beta Gamma Sigma圄

隙部的嘉言午，富i墨模篝分舍。"

科大分吉本年度向雨名棠界保出精英旗

号主直是替含量置格。渲雨名策枣售量是渣

打损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梅、短理兼

行政德、裁洪圣正(左圄)和大律前舆立法

商堕院研究精要演器系列是每月一次的

需座，由同系的雨名教授主革暗下回洼

的罔题，立生以最嚣的研究揭依撮，提出

翻黠。

首次革座在中瑕粤行，由 Sudipto

漫白文字写成的研究揄文摘要，韭给

《信幸!Y.))每渔事楠供稿。

舍革虽余若薇(下圄)。现H守主在春售量人 I Dasgupta教授主革CEO薪酬以及是否

敦共24人。 I 腰该改革薪酬制度，甘漂教授前揄泡沫 他就我很高舆教授恫能利用不同途

辈才富今金融市场的影罄。雨位教授均来 侄分享自己的研究洞晃。主穰做，我恫

自财蒂事系。革座吸引了 100人参加。 希望窜助社舍更好地理解侄酒和商帮罔

题，韭望富各Jfjj盖噩的言才揄。 "

副院最(研究舆资源理型)院家集教授

表示，革座是彰黯商肇院研究置力以及

教授分享短酒嚣盟舆商事闺盟洞冕的最

新翠措。除j寅器系列外，商事院已注立

香港科大商壁院研究精要锢站，刊登以

香港科大商壁院研究精要桐址是:

http://www.bm.us t. hk/resea rch/ 

business_insights/index.html (群情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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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雯语言果程换新貌
香港科大高居管理人量工商管理晤士中英斐嚣嚣程己

做修改，目的是更好地满足本地匮挠普温哥高营的教

声需要。

副院畏兼高居管理人量工商管理晤士漂程主任院慧珠

挠，本言果程将窜助本地E特别是中圄内地的事生费展

真潜能。她说短温强化的新裸程将窜助本院在中

圄内地罹立自己的地位。逼迫校友和壁生铜箱，我1r~

旨在加深盼絮，舆中圄的最展保持累宫、接髓。我{阿遣

致力於促涯中圄内地的人力宣本费展。"

高居管理人量工商管理晤士中英斐语言果程2009班鲸取

了 56名军生，其中构80%来自中圄内地，其馀来自香

港、重建、束南里及其他地方。旱生全部是高居管理

高居管理人昌工商管理硕士中英草草器银程 .来自15锢城市的56

名擎生离恶校圈，黯取自科大EMBA擎街主任忻榕教授第授的

第-锢驻校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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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典擅自隙繁昌校畏(左三)、中盼辩特边嘉富潘永辈教授(右=)舆到国漠院畏(右-)、陈黯珠女士(左二)和忻榕教授(左-)共同

主持。

人量，平均有18年工作短酸。他例来自 151固城市，包 题，将国起一问"富前熟黠嚣踵系列 " 的新嚣，聘请

括深圳、匮扑|、业京、上海、蕉州、事波、成都、奎 旱界和工商界领袖需授如下事题:凰院管理舆公司?台

北等。 2009班在工作短酸和宣匮上都很强，被嚣揭是 理、置任型镇尊、重晶副新、中圄企棠的全球化、危

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固髓，事生地域分怖匮泛，涵盖各 梅管理、得色可持摄企棠以及互盼铜峙代的制新等。

行各棠，文化黄景各翼。

高居管理人虽工商管理ìifi:士中英壁器操程由香港科大

2009班己於11 月 20 日回事，隙繁昌校畏和中睽摒特 渴立黯旱，有别於由科大舆美圄西立大事凯洛格管理

邀嘉置潘永莘教授主持正式阔挚典撞。 旱院合辩的凯洛格-科大EMßA裸程。

3主言果程除改用新名稿外，遣根搪高居管理人虽的具髓

需要， 5:主λ了新的教事元素。新言是置的课程有置任型

镇尊的泱策、中国企棠融资事噩、{并膳、 j肖萤心理事

舆厦告以及镇尊力反思一终身旱营等。~涵盖最新回

一半嚣程在凰景僵美的香港科大清水潭校圄授嚣，尊

重包括7在科大上摆期固的食宿费用。此外，其他各

期裸程将在中固其他主要城市翠行。

1景球金融理辜百真士言果程人宰人妻史上升
短酒衰退可能危害甚崖，但割科大-组大毒球金融理 他俩的徙棠短匮涵盖金融及其他行类的黑多公司，包

事萌士嚣程的λ草率而言，倒不燕碑益。 括涯望提行、 巴克莱 、彭博、安永、荷商强行、{中量

聪行和法圄科西嘉地中海航空公司。言午多事生檐任高

2009年革漂程λ事率翻升百分之五十以上，有47名 居聪稽，如副籍、裁、财穆辑、壁、董事或短理。

新生λ晕。而今年的辜裴班剧有30名壁生。

在北京授嚣的新模组捋照予旱生在世界最大新舆市塌

的一半新生来自香港境外，包括美国、中圄内地、 的撞佳事雷短匮。此外，事生腾得益於j青莘大事教皇

新加坡、重湾、法圄、辑圄、尼泊雨和英圄。 的真知悼晃。

由左起: Erin O'Brien 、 Thomas Cooley教授及商擎院资深副

院畏戴殷恩教授。

十→月，香港科大校圄粤行典撞 ，姐约大事Stern商事院院畏

Thomas Cooley教授和香港科大商事院院畏部国漠教授散迎盘录取新

生λ事。参加典撞的遣有组白大事Stern商壁院瑕球漂程固障的Erin

O'ßrien和 Roy Lee '以及上一固的雨位辜棠生 ，他1r~分享了自己参

加该漂程的置量经酸。

在操程的事Vfq主任陈家柴教授就懂管2009年初市塌悚件盟困，

但λ事率仍在上升，我深感欣慰。也静衰退峙期的氛圄正道合高官

返校注11多，但也就明，人1r~韶、带到僵黄教育作福一工直未来最展投寰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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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萎商棠
(BYS) 

"秧" 星

新言十望把中事生引造商堕院大p~

中事生往往是在商事院接髓到他1r~之前 洞晃。他何遣舆我俩的招生人量、

就回始做出上哪所大擎的遣律。考虐到 事畏和有可能加λ本苛型的未来同

渲一黠，商事院推出了商靠"秧 " 星 孽盼宦交流。

(Business YoungStars '筒辑BYS) 计

犁，培毒事生勤商擎的舆趣。 副院畏兼本科主果程主任吴噩萍教授

亩 ， 该翠擂;原於2009年圄隙罔行

此项揭期2年的青十童~事局事营穰题性高 言平墨期固收到的回髓。她挠 "重

的中事高年极事生琵计，嚣他{向全面探 工真是事措雷助我何加强舆中事生的聪

索和髓酸商堕教甭皮大事生活。事生参 ' 雪慧，芷窜助事生在就需本校前就得

加校内研甜窜，韭舆壁畏一起参加校内 到培毒。"

外社食活勤。 λ遣肇生将撞撞请参加住

宿夏令营。 下一次商类"秧"星活勤定於2010

年 1 月 23 日奉行 ， 内容是有国经曾

在短匿将提升旱生{固人的 "事生军营履 管理的商事研剖舍 ， 以及有回国障

厘韭增加其大翠绿取梅窜。 合作、镇等能力和f固人号基层的工作

坊。(群情晃商棠"秧"星在罔站.

本针董1於2009年 11 月 2 1 日殷勤，富日 http://www.bm.ust. hk/ug/stars) 

由雷鼎嚼教授主持一士暑题局"如何把侄

酒晕霆用於日常生活"的研剖窜。壁生

聆黯、了短酒旱如何匮泛影智人去自行~的

一建串激励人心的成果
支商事院草生固陈参加了世界强行和 Y2Y (青年勤青年)全球青年大舍，介

中国青少年赣展基金舍组锚的 1致励行 娼他俐的制意。他恫是首f固参加重项盛

勤比赛 韭撞撞参加美国莘盛睛翠行 舍的香港固障。

全球青年揄垣。

摧此次舍潜之後， f:盐 1 1 月 29 日到 12月 2

2主圆睁是器外活勤基金舍黄助参加"激 日，在香港科大翠行了激励行勤竟竞赛λ

酣行勤 " 的五支商事院国陈之一。"激 圄项目揄擅，公俯比赛结果，展示注1奏

团行勤"是-J&京港30所大事参舆的 项目 ， 盖罹定未来的重要事理。

E域性社舍企案比蛋。每{固固陈有四名

草生。

tt要适温慈善和特殊

J& 目促远社E参舆 ，

韭吸引了中圄 3001固

大旱固障。透坦参

罢 ， 事生遣费展了重

要的人隙交往技能。

香港科大商事院固陈

景展了一工直把少鼓民

族手工彗费攫光大的

社售企幸事案，韭因

此雁、邀参加十月份翠

行的2009年世界强行

中国少数民族苗族~锺

花旗案例分析比妻参妻陈伍制纪绿
-‘' @/:!，~均T

E景球镇袖揄擅
第二届每年雨;欠的瑕球镇袖揄擅於秋季翠行 ， 言毒者~

香港财短事费反库穆局局畏隙家强教授。隙教授揭商

事院前院畏。

言命垣旨在主盖率生及校友接躏匮博而睿智的翻黠，运而

促注强立批判思考。

泰国及美圃 ， 制下匮来参襄陈伍最多的纪练。参要看 | 此次盛舍特别面向瑕球商辈管理事冀的本科生。它局

有261固小峙率惰其建斋 。 言平判固包括18位来自花旗集 | 事生提供了 -1固很好的平莹 ，得以促社舍反商界镇袖

固、香港科大商阜院、八建渔及其他相固企类的高居 | 那襄瞟解香港面到的一些重要回题。

人量。

墨商本大事国障摘冠 '52罩和季军陈伍分别海美圄南

第七届花旗固陈案例分析比罢由花旗集圈及香港科大 加州大事及新加坡固立大事。

商事院合瓣，主绿是铜娼的揭角。

花旗集固香港E行畏章~曼表示，此次比要鼓团参妻

比莹的案例是八遣逼卡有限公司以及如何解泱京 "ZE 看景j罩副主，制言T切合害卢所需的言十型。"我何希望

子提包"供ff!商所面嚣的一些挑戴和策略性固窟。 培毒未来商界镇袖的制新思维。同军何遣赴来港参

霍斯特 (Paul Forster) 教授特别揭此次大要捅写了案 蟹， 更可翻身睡殿香港渲{固多彩多姿和活力澎湃的世

例。 界级城市。"

来自 101固固家的21 支障伍参加了比赛，包括澳洲 、 郭圄漠院畏感甜花旗集固封商事院教甭j舌勤的大力支

加拿大、中国、芬睛、日本、辑固、荷商、新加坡、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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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乡是警
敦名教授最近以其研究和教孽成就受到褒美 o

商事院致力於吸引各领域的最佳辜者，而造一做法的成功

可晃於最近本院四位教授所灌的嘉轩。

管理事系的竹内理橱教授赢得美圄工类和组撒心理事愤舍

(SIOP) 像出青年重剧(捷，宣凯、商棠在充言f和管道管理事

系的嚣嘉因教授和渥永亮教授灌得各自镇域围尖辜者的稿

据。黯家培教授撞得香港科大祁敖卓越教旱服璐提章。

保出的教旱服稽在本院受到高度重祸。程1994年短酒旱

系攘乙锺教授和2003年财恶事系高憧翰教授撞得祁敖卓

越教事服稽提章之後 ， 宣言孔、商棠挠计和管霆管理事系的

都家培教授於2009年成揭本院第三位攫此殊缕的教授。

香港科技大事祁敖卓越教兽服格提章是1994年校董舍~

纪念校董舍的割舍成量祁敖先生而言支立的。在提授予那些

最能睡理持宿追求卓越、献身教事以及融迪和激酣他人的

郭圄漠院畏挠最近撞得的主些直在春器明了本院教授的 教量。

匮尖素置及其卓越的工作表理所带来的重献。"

竹内教授所璋的提填嘉替他徙2003年旱棠於居里商大事

盖在不久之後加λ香港科大後取得的突出成就。他在匮银

期刊赣表或付印的僵宣言命文建14篇，更是其中八篇揄文

的主要作者，他由外派人量的道腰罔题做出了黯著的理揄

和重器重献。

根攘2003至2007年在"三份核心" 宣言乱系统期刊上程表

的揄文数量，嚣教授和浩教授己踞身世界国尖宣凯系统

研究人皇之列。嚣教授居韭列第5位 ， 渥教授居韭列第34

位。

此外 ， 渥教授己腰邀檐任国尖宣凯技Vfq期刊 《宣凯系统研

究》的副孀辑，任期~三年。

在喊教甭

草草家培教授

嚣嘉因教授

竹内理制教授

四位教授富遣十佳

本院四位教授直是攫香港科大事生组锚的

年度"十大搞町渥翠"翼。他俩是管理

事系的竹内理制教授和利晨教授，舍苦十

事系的KP Ramaswamy教授和汪寄宿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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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建翠由旱生舍社二期峰事生舍姐

辙。

利晨教授

渴永亮教授 KP Ramaswamy教授 汪持否教授

本院阔起公司特景教育裸程，按各公司 九月揭澳同军力股份有限公司(筒稿澳 要诺弄安葛特公司聘请本院器授雨{固模

的需要量身定制，窜助他刑提升镇尊技 草)酬揭期八天的镇等能力时iI针 姐， -1固有自管理泱策制定和韩略融查 公国摞程

能和管理能力。最近，我恫给本地E四 童。。最苛型旨在捏升50名主要量工的 管理 ， 另一{固有回镇等技能基本知器和 -

家新{并膳公司胃嚣。 镇尊能力，韭且使他何能更好地雁勤未 策略轨行。各期裸程面向 151固E太辩 除了特嚣的公司裸程外，本院遣阔设公
来挑嚣，在瑞位上大展所畏。 事庭的中居短理和高j雷置量工。 因器程，如"走向成功高级管理人虽培

司iI嚣程最嚣程旨在景展各行各棠高

级管理人虽的镇尊能力和管理知器。此

J~揭期 10天的密集探程完成了 2009年

第三次捏捏，吸引了本地E梨莞、梨

适、金融、公共事棠、政府和社吉服器

等镇域的高级管理人量。 2010年将国

最多{固公国招生的器程，群情将刊登於

摩托握拉公司 (Motorola I nc) 也遣中

本院的教量， 窜助在其甲rogressing

Leaders program" 中言声援载略营销模

姐。按言果程涉及Ej州另外三所大事，旨

在培毒未来镇尊 。 2号期五天的香港科大

模组涵盖了晶牌萤展和新屋晶副新等主

题，亚向事量傅授营销策略的重踵知

端 ，窜助他{问韶、哥在营销短理所面酶的泱

策舆挑载。

我{问藤辑固金融投置愤舍(筒稿KOFIA)

委茬，给该榻舍的食昌清捏了金融镇域

的前沿商蒋概念。重些舍量都是辑圄匮

尖金融梅槽的徙棠人量。 t至2果程在首雨

授嚣， Mark Seasholes教授、高僵翰

教授和才可爱教授需授有自载略性舆全球

辑和fq性置屋配置、 f并腊市士暑和财搭理量1

的主罩。

www.bm.ust. hk/exec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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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研究结果腹用於富前罔题
新推出的午餐请座系列瑰已殷勤，目的是推!董本院的研究成果(另克第二重) 。 在阔篇满座
上，员才移翠系浩座教授Sudipto Dasgupta主请CEO薪酬罔题 ，财移毒星系副教授甘j絮员。探剖
泡沫爆破如何影警经潭徨蕉。

CEO薪酬:穰董事窜泱定

自徙金融危梅爆费以来， CEO薪酬己短成~一{固炙手

可熟的话题，号|费了提高高管薪酬透明度和管撞的呼

聋。但是 ， Sudipto Dasgupta教授韶莉，有充分的理

由避免造摄做。

票，那座撞撞付款就可能黠以撞明其合理性。而薪酬

哥哥榷投票1昆在很可能舍在美圄成~-r!'[理定。 CEO

也可能在海避免较大提失而允许股束僵僵短受小幅打

孽之後撞得提金，道也言午窜被曲解成因提害股柬僵值

而给舆的翼翼。

主要原因是各家公司

酣 CEO 的兢事加剧

了 ; 20世纪70年代中

期 ， ~盟票公司和招聘

槛梅等中介的勇理，

他的研究表明 ， 若干因素助推CEO薪酬最近结十年的 给公司提供了更高效

上升，增加薪酬透明度不一定舍始股束带来更好的结 此外，由於薪酬水准因公司而翼，很黠起轩出用以摆 的人才搜寻服旗 ， 芷

果。 篝CEO薪酬的具瞠特徽，所以试圄管控薪酬舍成局固 促使它恫到外部寻冕

盟。 CEO; 强捐逼用技

能 ， 而弃公司特定的

技能，意昧著CEO

有更多的外部建撵;
Sudipto Dasgupta教授

他说即使薪酬爱透明了 ， 也黛法指望股束能全面

掌握圄撬薪酬安排的覆程情形。经理因己知的黑揭抑

或看似有提僵值的行揭而得到辑酬，主可能是有原因

的。最好用其他穰率，如公司棠霜，而不是薪酬，使

董事舍鱼起重任。"

他说有人说提高薪酬透明度，是不需思考都知道

Jll~主做的事。不遇，我部局透明是有後果的。董事窜

需要有榷作出裁酌。 "

Dasgupta教授的结揄是在研究基睡上得出的。研究表

明，美固的CEO薪酬在短匿了40年不壁之後， 1975 

到2003年罔缉乎翻了一倍。

CEO庭於强势地位，有能力向公司索取更僵厚的薪

酬 ， 渲瞿情形因各程不罔形式的薪酬而爱得更加檀

雄 ， 如酣黯妻、提阳工置和悟性工置。

例如 ， CEOH辈革因揭向董事舍搜露某r!'[{并膳交易可能

舍提害股柬僵值而灌得提置 ， 不遍，如果董事舍需要

徽求股束的批准-哪怕是浸有约束力的薪酬话语榷投

泡沫爆破和中圄短漓徨森

中圄能引镇世界走出富前的短酒衰退曙?造是-1固寄 中圄以前侄匿遇短酒衰退 ， 比如1998年的豆洲金融危

在了言者多希望的因题。不温 ， 甘漂教授所做的研究表 楼 ， 韭望用了同攘的剌激针犁，即巨额强行重敦和基

明 ， 需要一期警醒猛栗。 磕起施支出。那峙，由美圄科技泡沫和後来的住房泡

沫号|臻的强勤需求把中国拉了出来。

甘教授一直在研究经酒中的泡沫，以反泡沫如何傅翰

到童瞠侄酒的罔题。撞撞ftJJ\象表明 ， 理服堪重。 她就温去的经酒徨蕉由出口带勤，但主;欠危梅j原 藉的情况下才具有合

自美固和瞰洲，且美圄家庭不得不改蟹其消费霄'匮。 理性。但是全球徨蕉

在日本和香港，遇去的泡沫遇坦三但管道影智侄酒 中圄需要世界，其程度不E於世界需要中固。 " 可能需要峙圃，来不

檐保晶僵值的丧失，造影曹公司的借款或投资能力:&挽救目前的高估航

鲤行放款，提行由於承受房地董行棠的凰险而遭受握 中圄短酒由於流勤性的支持己庭在反弹之中，但甘教 况。 "

失 ， 降低了放款能力;以及消黄下降，人伺因揭层崖 授檐心 ， 主程流勤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政策的结

僵值降低而感到自己不那座富裕了。在香港，房屋僵 果，而造已经尊致市塌估值大大高估。中圄也指失了 甘教授建蘸政府不要

僵每降低10% '消黄就下降1.7% 。 提升真屋辈结槽和股市的梅窜。 以短期收益幢牲畏期

利益 ， 而要以如何吸

甘教授挠报行放款和消费管道舆富前危梅特别相 "富前的反弹在相;骂大程度上是浸有根墓的。‘熟阿 掉市塌上的剩馀流勤

目。短酒徨萧需要峙圃，消费不舍很快回到泡沫前的 股 ' 浸有真正的僵值。此次反弹是由流勤性和剌激言十 性揭重黠，置理敦著 甘漂教授

水平。" 重~推勤的。宫前的市塌估值只有在全球侄酒迅速徨 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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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相舍
眉鱼天下之夏

一年一度的香港科

新翠措读香港的财移壁界人士聚首一堂 大金融事情舍语y及
号|了太平洋地E的

事家，售嚣的主盟
军界人士经常分享和利用彼此知端来赣展新翻黠和新的研究镇域，院校合作也璧

得日益重要。因此，商旱院费起了首届香港盼合财穆事研究工作坊。
是公司财稽。

郭圄漠院畏在散迎
工作坊嚣香港院校的财璐旱界人士和博士生聚首一堂。 λ湛的资漫教自币演挠自己

舆舍者韭摄定j罩在
的研究揄文，以便得益於舆舍者的深刻旦解。

他何面前的任穆暗

挠公司财璐是
此次工作坊於十一月在香港科大翠行 ， 由香港科技大翠舆香港大率和中文大事共

世界诸多短恼和困
同组辙 ， 其用意是将来由三所大事翰流组锚核j舌勤。

盟的焦黠。

共有40人参加工作坊，他何分别来自香港大事 、 中文大事 、 理工大晕、城市大
"中固有一句古草、)重舍大事和科大。
嚣，用在所有事者

身上都很贴切。 ß壁之道在於先天下之副院畏(研究舆置;原贯主到)兼财穆事系主任隙家集教授挠，工作坊是舍克其他香港
窒而墓，後天下之集而架。所以商位在

翠界人士的好梅舍。

他税温去 ， 我俩辑有梅富在香港旦到本地商事院罔行 ， 因ß渲卖自事情舍蘸逼

常在海外翠行。我1r~希望遣将促注香港财瑭擎教授之固的合作。 "

• 我{阿希望渲将促远 I • 我ilïï 有呈~夺Jj;涯 I 

.香港财移粤教授之罔的合作。 I

此是要营人菊豆心，甚至受苦。"

事非fq曹藩龄十二月粤行，由本院财费事

系主瓣 ， 匮 j乏涵盖了各瞿公司经酒固

题 ， 徒破屋罔题到做-1固续翻源 ， 不

而足。

参加舍嚣的辜者大部分来自美国，也有

来自中圄内地、辑圄、香港、澳洲的事

者及事家。最言者来自哈佛、史丹福、

凯洛格、杜克、哥偷tr5..2:、俄亥俄州立

大晕、昆土商、印第安那和程辙斯特等

著名事府。

警惕下次危梅

市士易舆酱霆管理揄擅

母|

商事院舆六家梅搞合作翠行了一场揄

擅，鼓励市塌舆彗逼管理镇域阔展合作

舆跨事科研究。

市塌和管逼管理圄隙舍器由商翠院的市

场营销和供雁鲤管理研究中心舆徨且大

壁、;青莘大粤、新加坡固立大粤、香港

中文大事、香港理工大事和中圄霆嚣擎

舍共同组辙。

此次盛舍吸引了本地~11 名演言毒者。

舆舍者包括70名来自香港、中圄内

地、美国、新加坡、加拿大和歌洲的事

界人士和博土生。

llj! 1 莫ß~耀教授主奇揄
盟的~组人。

未雨细楞，于直作准惰。富前的金融危梅敲替了警锺，金融镇域的事家己在首圄推

测下次危梅可能宫是什麽情形，以及富前危梅可如何影誓到下次危楼。

"下次金融危梅" 是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研剖售系列的主题，在研剖舍由科大商事

院、钮姐大壁Stern商旱院、财置市塌公售和 《南莘早辑》姐辙，割主要用题提供

更新宣料、分析和市塌洞里，韭预测真勤本地E的意味。

姐的大事Stern商肇院的院畏Thomas Cooley教授和道富提行轨行副媳裁制娟强在

此次十一月研甜食上费言， ~南莘早丰ID 搜捕辑蔡翔祁主持舍斋。

他1r~涵盖了如下事题 : 下次危槽的趋势和路，银舍不舍和富前危梅相同， ~且在虚於

富前危梅徨萧坦程的哪{固陪段，徨黯有哪些威霄，正罹和吉普挠的金融危梅~勤政

束。

下次研割舍将於三月事行 ， f:盐全球祺角探剖衍生品市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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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系冬移求
量善墨美
帮求重善噩美是商旱院取得成功的原因

之一，最近，本院推展三填活勤，有自

造展有助龄我{同提高追求卓越的穰杆。

本院博士器程首次圄隙辞墨於九月呈罪

行，雨位言平墨人德州大事奥斯丁分校的

Anant Balakrishnan和美圄西立大辜的

Robert Korajczyk稿撞本器程取得的成

就。

他伺挠主一成功是由事院重视吸引

高素童教昌、高度注重研究以及配置博

士嚣程资源所促成的。主?於如此年鞋的

-{固事院，道是一填了不起的成就。"

言平璧人建革本院摇摇吸引和留用高素置

研究型教量，韭探取造一步翠擂，招募

博士圭亚赣展莫潜能。
Harvey Brightman 教授

分享知满
全球及本地的经酒舆领袖所面勤的挑辑

是本院三本新害的主题。

Learning from Leaders in Asia由E

洲高居行政管

理人量撰窍 ，

他俩都是凯洛

格.科大EMBA

操程的事生，

芷具儒各行各

棠的短酸。

llfll!附
他(同分享了各

自在亩多国题

上的洞晃，比

如， 5l~州家族企棠的公司治理'5l洲能

否摆脱勤美国出口的依赖，中国的最新

前沿'5l洲人才招募以反如何使其他地

方的崖晶道~5l洲市塌。除他俩的著作

外，害中捕充了本地E保出工商界和政

界镇袖的旦解 ， 由 EMBA探程主任戴融

思教授捅辑成喜。

一年一度Harvey Brightman教事工作坊 本地E面勤的主要挑载也是《挑载舆蟹

的焦黠是生勤的授主果和革座。渲l~活勤 策》 一害的主题，最喜收鲸了本院 10

深受本院教量散迎 ， 工作坊座黛虚席， 位教授撰

座中不乏科大其他部同的同事和一些博 涯。果效揭本教甭是圄撬操程目穰鼓轩

士生。 裸程的程式。教町和事生徙一周始就勤

旱雷目穰瞟若指草，盖以此指尊授操内

十二月豆罪行的工作坊涵盖了如下主题: 容、授裸方式及轩估。

如何最立内部指尊草案，如何言宣言十能激

费舆趣和程1昆主题相固性的国曙自或引 另有十五名教皇於秋季在授课中探纳果

子，如何用结槽化白色空罔方法j戚鞋繁 效揭本教育概念，渲摄探纳苦概念的教

1冀的言平分工作韭改造言平分可靠性。 曼德育十将建至~30人。果效君主本教甭事

重小姐主席樊景立教授一直是本院推涯

第三项注展是果效局本教育在本院的推 果效揭本教甭的主力。

于漫 ， 密西根大事博士。研究领域:定 兼任教授

僵舆管收管理、营建管理/市塌行销介 经酒掣系
面、言丁罩组装系统。

升
鄂

巫
曰
删 拿院祝萤5畏雇晋升海财移事系教授，由

2010年7月 1 日起生效。

*虚，芝加哥大事博士。研究领域.投
置理揄及黄器研究。 管理翠系

朱番，明尼董幸运大旱博士。研究领域·

固陈流程舆有效性、固陈熊度舆组成、

外派人量商整舆跨文化人力资源舆姐娥 财移事系
行磊、勤熊求聪行~舆流程、锻向舆多

屠理输和研究。委任
助理教授

资凯、商棠统音十反笛遣管理事系

Prasanna Karhade '伊利诺大事香横
分校博士。研究领域 : 资凯科技外判、

资凯科技组合管理、载略策膝舆凰除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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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均已刊赣於《信幸lU

主些教授涵盖了以下主踵:美元的未

来、投查莫圄圄僵的安全性以及黄董器

券化相固罔盟等。他{问道提出解泱黯

法，如建温舆珠江三角洲的选一步整

合，强化香港的蔬事力;建温良好的商

蒂策略，海{雇主和健量制造鳖赢。

第三本害是Financial Accounting: A 

Global Approach ' 旨在雷助事琶财稽

舍苛λ同操程的事生韶蘸全球化舍苦十系

统的程雄性置。

渲是第一本主面纳λ圄隙财蕃幸E告穰率

(IFRS) ，又涉及全世界果多真他穰率的

喜籍之一。该喜由孟德教授撰写。孟德

教授是同峙受聘於香港科大商事院和伊

拉克美圄大事的兼任副教授。

Learning from Leaders in Asia和

Financial Accounting: A Global 

Approach均由John Wiley & Sons出

版。

任志刚，香港金融管理局前媳裁

(1993-2009) ，策蕴大紫荆黯章 (2009)

反军多策替教授和柴智博士稿嚣。研究

领域.直辖舆银行。

自泰德，哥偷比豆大翠工商管理硕士，

高宏绿逼投宣集固主席。曾任香港膨交

所上市委量舍主席 (1997-2002) ，项任
本地E数家公司的渴立弃轨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