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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旨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日益涌现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当前全球化的中坚力量。

而传统发达国家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在全球化发展上动力不足、停滞不前。以此

为契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开始尝试摆脱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

依赖，承担更多的全球经济责任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2016 年度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在 2016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 2%的背景下，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4.7%，创 1961.5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在全球占比达到 

13.5%。共有 2.44 万家境内投资者设立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3.72 万家，覆盖

全球 190 个国家（地区）。其中，对外投资并购 765 宗，直接投资就达 865 亿

美元。以新兴市场企业为代表的全球化“新时代”到来了。 

    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尝试发展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

展的“新战略”：“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的相继实施，

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提供了中国智慧。以“一带一路”

为例，到 2050 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将贡献全球 GDP 增量的 80%，成为

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在此背景下，以“新时代，新战略：中国企业‘走出去’与‘走上去’”为主

题，AIB 中国分会 2018 年年会于 2018 年 5 月 26-27 日在华东理工大学召

开。会议由华东理工大学主办、美国旧金山大学协办，将为学者们就相关问题提供

一个交流的平台。我们欢迎学者、业界领袖、创业者和政策制定者参与我们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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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Theme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re rising up to become the driver of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ing the world economy. The 2008-2010 economic recession influenced the 

traditional developed countries by sapping them of their former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in and lead glob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opportunities that have 

opened up as a result, enterprises from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re contributing to this retreat by developed country entities as well as undertaking 

increasing global responsibilities to establish the new economic growth path. 

According to Statistical Set of 2016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global FDI declined by 2%, China FDI had 34.7% year-over-

year growth, reaching a new historical high 196.1 billion USD and accounting for 

19.5% of the global total. 24,400 domestic investors set up 37,200 FDI enterprises 

in total which covered 190 countries in all regions of the world. There are 765 FDI 

merger and acquisition cases. The direct investment reached 86.5 billion USD. It is 

now incontrovertible that a new era, marked by heavy particip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has now arrived.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is the fact that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nd above all 

China and its government, are trying to develop "new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ncluding the successive implementation of 

"going global",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The 

initiative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s a Chinese “way” (daolu) that advances 

globalization and aims to protect the free system of global trade and the open 

struc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It is projected that the countries connected to “One 

Belt and One Road” will contribute 80% of global GDP increment in 2050, thereby 

becoming a new engine of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at, taking “New Era, New Strategy: Internationalization & 

Transformation by Chinese Multinationals” as our main topic, AIB China Chapter,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gether with the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hold the 2018 conference on May 27 in Shanghai. This conference 

will provide a platform for sharing ideas and insights among scholars, business 

executives, entrepreneurs, and policy-makers in terms of current and future 

research on issu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 transformation by Chinese 

Multinationals,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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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方简介 

About the Organizers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原名工商经济学院）成立于 1990 年。目前设有管理科

学与工程系、工商管理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金融学系等 5 个系；有 1 个上

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9 个院级研究所和研究中心。2018 年，学院

再次顺利通过 Association of MBAs（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国际认证，无条

件获得最长五年有效期。2014 年，通过“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成为国内

第七所通过此项认证的高校。 

学院目前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应用经济

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 3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5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

学院拥有一支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截至 2017 年 9 月，学

院有专任教师 151 位，其中教授 37 位，副教授 72 位，博士以上学位教师 123

人，海外学历教师 19 人。每年承担上百项国家级、省市级、国际合作和企业咨询

在研项目。研究成果经常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曾先后有 7 人次获孙冶方

经济学奖。多名教师入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霍英东基金、上海市曙光计划等人才项目。 

国际化是学院的一个突出特色。学院设立了全英文授课项目，聘请了几十名国

内外知名教授、专家作为名誉教授、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每年不仅定期选拔学生

到境外交换学习，还与国外多所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学院还积极响应“一带

一路”战略，与罗马尼亚锡比乌大学合作，在当地建立了首个中国商学院“华东理

工大学锡比乌中欧国际商学院”。 

学院以“连接商业与科技，培养知行合一的经管人才”为使命，致力践行学生

为中心、生命共同体和社会责任三大核心价值观，为实现“成为国内一流商学院”

的愿景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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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大学 

旧 金 山 大 学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简称 USF)成立于 1855 年, 

地处旧金山市，校园位置得天独厚，矗立在

全市七个山峰之一的山顶上，远眺整个风

景优美的旧金山湾和金门桥，俯瞰旧金山

华埠，而市中心就在脚底。旧金山大学是旧

金山地区最古老的大学。它也是加利福尼亚州第二古老的高等院校。旧金山大学是

一所综合性大学，教学水准和学术研究水平在美国大学里名列前茅。学校在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法学，自然科学等领域里设立诸多前沿学科和专业。该学校自建校

以来，以培养学生刻苦修习学业，服务社会的精神为目的。 

学校的商学院被《华尔街日报》评为全球最好的 100 家商学院之一，其中的

企业家创业与管理（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素来享有盛誉，培养

出了诸如 Intel 公司总裁、Adobe 创始人等众多知名企业家，并被誉为华人董事

长的摇篮，中国校友包括新浪董事陈立武、华润置地董事长王印，对外经贸大学前

管理学院院长马春光。旧金山大学一万多名学生来自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学生，

目前共有来自世界上 57 个国家的学生在旧金山大学就读。 

旧金山大学中国企业管理研究所成立于 2013 年。作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知

识创新中心植根於旧金山大学与中国长期的历史渊源，立足于充满活力的旧金山

硅谷创新创业生态区，致力于促进针对中国和美国贸易投资关系和中国企业全球

化的研究和发展。研究所通过卓有影响的研究，丰厚的资源以及它广阔的全球网络

搭建起连结学者，企业高管，学生和校友的独特平台，共同创造並分享中国企业全

球化的知识。研究所近年来举办了多次有影响力的高端国际会议与论坛，探讨中国

企业国际化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2015 年在旧金山举办的第一届国际会议“攻克

美国市场：中国跨国公司的机遇与危险”与 2017 年在中国廊坊举办的第二届国

际会议“硅谷创新——走进京津冀“各吸引了 200 多位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国的企

业家、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深得各界人士的赞誉与媒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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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组织委员会 

 Conference Committee 

会议主席 
 
 
 
 
 
 

 
 
 
 
 
 
 
 
 
 
 
 
 
 
 
 
 
 
 
 
 
 
 
 
 
 
 
 

武常岐 

Changqi Wu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武常岐，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学教授，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光华领导力研究院院长、国际经营管理

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武常岐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为战略管理、国际商务和产业

经济学。武教授曾出版《寡头竞争条件下纵向一体化的战略作

用》、《竞争政策与企业监管》、《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理论与实

证研究》、《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案例研究》等专著，并在《兰

德经济学学报》（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产业组织国际学

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世界商务

学报》（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

《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其研究成果。 

武常岐教授现担任国际商务学会中国区主席，《世界商务学

报》（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和《经济管理》杂志编委。武教

授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战

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并购战略研究”，并承担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03）专项“移动互

联网产业总体研究”项目。 

除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外，武常岐教授还应邀为政府、企业和

国际组织提供咨询和顾问服务，担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移动互

联网产业经济战略研究组组长、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

和“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专家组专家、中国贸易促进会专家委

员会委员和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等社会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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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海峰 

Haifeng Yan 

华东理工大学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阎海峰，复旦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

创会会员暨 2010 年年会组委会委员，上海行为科学学会副会

长，上海工程管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管理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上海心理学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组部领

导干部考试测评中心试题命制专家。 

阎海峰教授在《组织管理研究》（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亚太管理期刊》（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等

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及上海市科委项目等 6 项，编写《组织行为学》、《管理学研究

方法》、《国际商务研究(JIBS)优秀论文集萃：国际化情境下的组

织管理研究》等学术专著 8 部。现担任《研究与发展管理》杂

志编委。 

阎海峰教授获得上海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1 次（2007），

三等奖 1 次（2003），曾获得上海市育才奖、上海高校优秀青

年骨干教师、上海市浦江人才资助计划、徐汇区“光启杯” 十

佳青年提名奖、华东理工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华东理工

大学优秀专业研究生授课教师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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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Xiaohua Yang is the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China 

Business Studies Initiative in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She specialize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MN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R&D 

strategic alliances,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 strategies. Dr. Yang 

is a recipient of multiple Best Paper Awards from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and 

the 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 from the USF School of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prestigious China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grant. Widely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she 

has served as the Senior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Asia Business 

studies, guest editor of several top journals including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among 

other editorial credentials. 

Dr. Yang is an honorary Xiaoxiang Scholar at Moral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

化研究院潇湘学者.  She has served on numerous boards and has 

consulted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China, Australia, Finland, and 

Armenia. She has been a fellow of the Tim Fischer Center for 

Global Trade and Finance at Bond University, Australia, and an 

honorary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for Business Ethics at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Sichuan University’s School of 

Business. 

She has been interviewed by CBS, San Francisco Business 

Times, Xinhua Daily, Daily Economic News, Wenzhou Daily, Sing 

Tao Daily, Chinese Biz News and Armenia National TV. She is 

frequently invited to speak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forums 

and symposia. 

杨小华 

Xiaohua Yang 

美国旧金山大学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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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主席 

阎海峰，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杨小华，美国旧金山大学中国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组织委员会成员 

董临萍，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吴  冰，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Liang Wang，美国旧金山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Roger Chen，美国旧金山大学商学院教授 

周海波，华东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王庆飞，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汪  颖，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黄  懿，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陈庆升，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崔美娜，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丁  一，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杨  蕊，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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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嘉宾 

Keynote Speakers 
 
 
 
 
 
 

 
 
 
 
 
 
 
 
 
 
 
 
 
 
 
 
 
 
 
 
 
 
 
 
 
 

Robert A. Theleen 
白德能 

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ChinaVest Merchant Bank 

Mr. Theleen is Chairman and CEO of ChinaVest, and also 

the founder and chief investment strategist of the company. 

ChinaVest, the oldest American merchant banking firm in 

Greater China, was founded in 1981. Mr. Theleen has an MBA 

degree from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Thunderbird). In 1999 he was awarded an honorary doctorate 

of philosophy from Loras College in Iowa for his work in China. 

Mr. Theleen is currently a trustee of the Asia Foundation and 

serves on the Board of Beijing Enterprises, one of China’s 

leading Red Chip companies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Mr. Theleen is a highly respected Chinese investment 

expert in the world investment industry. At the first Boao 

Forum for Asia in 2002, Mr. Theleen was invited as a special 

guest speaker and made a keynote speech on China's risk 

investment. 

Mr. Theleen also actively involved in establishing Hopkins-

Nanjing Center and served as director of the center. In addition, 

he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business association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and San Francisco. He is a member of the Young 

Presidents Organization Hong Kong Chapter and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 He teaches courses on 

china's risk investment in famous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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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博士，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

创始人兼理事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兼建言

献策委员会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人社部中

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西南财经大

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国务院侨办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 

目前担任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IOM）顾问，国际大都会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国际执委会执委，耶鲁大学亚洲顾

问委员会成员，加拿大毅伟（Ivey）商学院亚洲顾问委员会成员等。

历任中国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官员，中组部国际人才竞争战略研

究专家组组长，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起草组专家。 

王辉耀教授留学欧美，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

国曼切斯特大学攻读研究生，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和国

际管理博士（PhD) 学位，曾任全球最大工程和项目管理公司之一

SNC-Lavalin 公司董事总经理，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和大中华区首

席经济代表，还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和布鲁金斯学

会客座研究员。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等多家大

学客座教授等职务。 

在全球化战略、人才发展、智库研究、华人华侨、企业国际化、

国际商务和中国海归创新创业和智库等领域有丰富的研究，出版中

英文著作 60 余部，并连续多年主编由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国

际人才蓝皮书》和《企业国际化蓝皮书》系列著作，出版《国际人

才战略文集》、《国际人才竞争战略》、《新加坡的人才战略与实践》

等，出版智库系列丛书《大国智库》（人民出版社）等。 

 

 

王辉耀 

Huiyao Wang 

全球化智库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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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 

Gang Zhao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赵刚，博士，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全球

创新中心总干事，亚太创新协会副理事长，世界能源论坛“能源政策

奖”2016 获奖者。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科

技合作计划办公室副主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全球科技创新网络

专家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中美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清

华大学生态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高级顾问等。

清华大学博士后，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访问教授，美国国

务院国际访问学者，亚洲基金会田长霖访问学者，中美创新对话中方

专家组负责人，中欧创新对话中方专家组负责人，中俄创新对话中方

专家组负责人等。 

兼任：中国高科技产业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

理事、副秘书长；中国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会理事；北京技术经

济研究会监事长。美国纽约能源与水资源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地质大

学兼职教授，北京化工大学兼职教授，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北京信息

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武汉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华侨大学客座教授。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他负责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负责全国的思

想库网络组织，联系有 1700 多家思想库。 

目前主要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创新合作、国

际科技合作等。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主要著作有《国

家创新战略与企业家精神》、《科技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地缘科技

学》、《大变局-经济危机与科技创新》、《国家软实力》等，发表文章

数百篇。国际科技合作、现在主要负责科技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国际合作计划，组织中美创新对话、中国欧盟

新能源论坛、中国奥地利能源创新论坛、中日韩新能源论坛、中美太

阳能光伏能源论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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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ary B. Teagarden is professor of global strategy at 

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 and editor-in-chief of 

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She serves as a 

director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Rome board, and previously 

served as an advisor to China’s Huawei, the US Airway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and as a director of the West Valley 

Child Crisis Center and Arhaus University. Mary is a world-

renowned thought leader and educator in the areas of global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he also is an active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 who 

advises technology-intensiv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firms in 

China, India, Mexico, Malaysia, and Brazil. 

S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30 articles, books, chapters, 

and case studies i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MIT 

Sloan Review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among others.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capability 

building with an emphasis on offshor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novation, high technology transf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veloping global mindset, and talent management. 

Mary works with a variety of clients including AKZO-Nobel, 

AT&T, Intel, Ford, GM, Bank of China, China Mobile, China 

Telecom, Huawei, Lenovo, SAIC. 

Top media outlets call on her expertise regularly, including: 

CNN, MSNBC, Fox Business, CCTV, ABC, NBC,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Knowledge, CIO and IEEE 

Spectrum. 

 

Mary B. Teagarden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雷鸟全球管理学院 

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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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军教授于 2006 年在德克萨斯理工大学获得管理学博

士学位。目前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 Jindal 商学院

任战略管理学副教授。他是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已

在战略管理领域顶级期刊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发表 10 篇，夏军教授是过去两年在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上发表文章最多且影响最大的华人学者之一。主要研

究领域集中于：（1）组织理论（资源依赖、权力和制度过程）；

（2）公司战略（并购、合资、联盟和剥离）；（3）社会网络（嵌

入性的结果）；（4）国际商务（国外市场拓展、国有产权和转

轨/新兴国家的制度变迁）。 

 

 

 

夏军 

Jun Xia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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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Conference Guidelines 
为保证各位与会代表的参会质量，保证代表顺利参与会议的各项议程，现就会

议的有关事项温馨提示如下： 

  （一）请与会代表凭代表证出入会场、餐厅等场所，保管好随身物品及相关资料。 

  （二）会议中请自觉关闭手机或将手机调整为静音/震动状态，遵守会场秩序。 

（三）会议报到地点：1、格兰云天大酒店一楼大堂，时间：2018 年 5 月 25

日 09:00-18:00；2、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新大楼底楼大厅，时间：2018 年 5 月 

25 日 09:00-18:00 及 2018 年 5 月 26 日 8:00-8:30。 

  （四）会场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梅陇路 130 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新大楼（本

手册最后附学校地图）。 

  （五）本届会议为各位参会代表安排了工作餐及晚宴，请各位参会代表在就餐时

出示餐票，凭票领取一份工作餐。会议用餐地点及时间如下： 

    5 月 26 日和 5 月 27 日中午：华东理工大学友谊餐厅，就餐时间：11:50-

13:30。 

    5 月 26 日晚上：乐泰精品花园酒店，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老沪闵路 385 号，

近华东理工大学东门，就餐时间：19:00-21:00。 

  （六）各位参会代表的会议注册费发票由会务组统一开具，提前缴费的发票随会

议材料一并发放。现场缴费并需要开发票的参会代表，请当场核实好开票信息，发

票会在会议结束后，快递发给参会代表。住宿费发票须自行向酒店索要。 

（七）会议酒店：格兰云天大酒店、乐泰精品花园酒店。 

（八）会议接送：组委会为住在格兰云天大酒店的参会代表安排了接驳车（具体

发车时间见本手册中的“会议酒店”模块），为住在乐泰酒店的代表安排了学生向

导。如需要，可在指定时间和地点获得接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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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Program 

2018 年 5 月 25 日  May 25th, 2018 

时间 Time 活动 Activity 地点 Venues 

9:00–18:00 报到 

Registration 

1.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新大楼底楼 
The New Building Hall of School of Business 
2. 格兰云天大酒店大堂 
The Hall of Grand Skylight Gardens Hotel 

 

2018 年 5 月 26 日  May 26th, 2018 

时间 Time 议程 Activities 地点 Venues

7:30 – 8:30 报到 Registration 
新大楼底楼 

New Building Hall

8:30 – 9:00 欢迎辞 Welcome Speeches    

主持人：阎海峰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 

Moderator: Prof. Haifeng Yan, Dean, School of Business,  

ECUST 

吴柏均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 

Prof. Baijun Wu, Vice President, ECUST 

武常岐 教授  AIB 中国分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光华领导力研究院院长 

Prof. Changqi Wu, Chairman of AIB China Chapter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杨小华 教授  旧金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国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 

Prof. Xiaohua Yang, Director, China Business Studies 

Initiative,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Elizabeth Davis 教授  旧金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Prof. Elizabeth Davis, De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SF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406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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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 9:30 主题演讲 1  Keynote Speech 1 

Mr. Robert A. Theleen （白德能 先生） 

Chairman and CEO, ChinaVest Merchant Bank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406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9:30 – 10:00 主题演讲 2  Keynote Speech 2 

企业全球化与一带一路 

    Firms’ Globalization and Belt & Road Initiative  

王辉耀 教授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 

国务院参事 

Prof. Huiyao Wang, Founder and Presiden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onsultant of the State Council, P.R.China 

10:00–10:30 主题演讲 3  Keynote Speech 3 

国家创新战略与企业家精神 

    Na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赵刚 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 

略研究院，全球创新中心总干事，亚太创新协会副理事长 

Prof. Gang Zhao,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for the 

Schem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Renewable Energy and 

New Energy Sour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10:30-11:00 茶歇、照相 Photograph & Tea Break 

商学院新大楼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11:00–12:00 

 

 

 

 

 

 

 

 

 

 

全球化与技术变革论坛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Forum 

主持人(Moderator): Prof. Roger Chen 
赵 刚 研究员   
徐 来 教授  美国国际应用科技研究院副院长 

前世界银行高级数据科学家 
Prof. Shelley Lai Fu, Vice De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mer Director of the Data Center, World Bank Group 

王维薇 女士  德勤税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Mrs. Vivien Wang, Partner, Deloitte Tax LLP 

Mr. David Cao, Founder and CEO, F50 

Mr. Bruce Robinson, Managing Director 

Bluepeak Group Limited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406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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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 13:30 午餐  Lunch 
友谊餐厅 

Friendship 
Restaurant 

13:30 – 15:00 

 

 

 

 

 

 

 

 

 

 

 

 

 

 

 

 

 

 

 

 

 

 

 

 

 

 

 

 

 

 

 

 

中文研究论坛（上）：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 15 年  

主持人：许晖 南开大学商学院 

1、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十五年：中文文献的分析 

吴  冰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2、国际创业研究十五年：中文文献的分析 

凌  婧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3、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十五年：中文文献的分析 

杜子琳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4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论文报告 1-1：创新与国际化    

主持人：吴先明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研发投入、国际化经验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制度距离的调节作

用 

吴先明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  敏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中国高技术企业“双驱动”创新战略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价

值网络为调节效应 

吴晓云 南开大学商学院 

杨冠华 南开大学商学院 

3、“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绩效偏差与子公司创新投入强度关系

研究 

陈志军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董美彤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马鹏程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4、跨国并购对我国企业媒体声誉影响研究 

吴  琼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阎海峰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6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论文报告 1-2：相关管理问题    

主持人：覃庆华 百色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1、非对称联盟关系中企业权力触发机制的研究 

郝  斌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穆佩琼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李佳琳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5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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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 15:00 2、基于扎根理论的校企合作教育对创新型人才创造力培养研究 

覃庆华 百色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周叮波 百色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3、水式管理对建设企业文化的影响—以方太集团为例 

周江华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顾  柠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戴泊夫 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学院 

4、全球价值链上代工厂商创牌选择的演化博弈分析 

何  爱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周  旸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13:30 – 15:00 Belt & Road Forum for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Sponsored by Belt & Road Global Chamber Alliance 一带一路全球商会联盟赞助 

Moderator: Tiejun Zhang, President of BRGCA 

Prof. Steve Rodd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Prof. Don Lewis,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Prof. Xiaohua Yang,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Prof. Mary Teagarde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rof. Peter Ping Li,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406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15:00 – 15:15 茶歇 Tea Break 

商学院新大楼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15:15 – 16:45 

 

 

 

 

 

 

 

 

 

 

 

 

中文研究论坛（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中文研究：过去、现在

和未来    主持人：陈涛涛 清华大学 

  论坛嘉宾：吴先明 武汉大学 

许  晖 南开大学 

张  骁 南京大学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4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论文报告 2-1：企业国际化中的制度问题   

主持人：谢佩洪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1、制度质量、制度距离、跨国并购经验与绩效—浙江广东上市企业的

经验 

谢洪明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钱  莹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李春阳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6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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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 16:45 

 

 

 

 

 

 

 

 

 

 

 

 

 

 

 

 

 

 

 

 

 

 

 

 

 

2、制度视角下中国 OFDI 区位选择的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

较分析（FsQCA） 

谢佩洪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于诗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李宁宁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3、制度距离：一个影响制造企业资产专用性的因素 

华  欣 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青青 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4、双边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被忽略的制度因素 

王启虎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阎海峰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论文报告 2-2：管理层研究          

主持人：王益民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1、组织冗余、管理层权力与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丁婉玲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王  瑶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何  朋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2、TMT 知识断裂带、CEO-TMT 交互与国际化范围：行为整合视角

下的实证研究 

王益民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赵志彬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王友春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3、高管权力与中国企业国际化速度—TMT 风险注意力的中介作用 

方  宏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孙  晨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王益民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5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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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 16:45 

 

Paper Session 2-3:  
China-U.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Partnership 

Moderator： Roger Chen,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1. Chinese venture investments in the U.S., 2010-2017 

John Gonzales, Frank Ohara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2. One Belt One Road One World: Where does it connect to U.S. 

business?  

Xiaohua Yang, Don Lewis, Steve Roddy, Diana Moise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3. Comparing the elderly in China, India, and U.S: A big 

problem for MNEs or a fast growing business opportunity 

Marilyn L. Taylor   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Kansas City 

Theresa Coates     Limestone College 

Alice Jia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Vi Narapareddy     University of Denver  

Michael Wizniak    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Kansas City  

Xiaohua Yang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8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19:00 –21:00 

晚宴  Dinner 

Fireside chat: Social philanthropy and global 

partnerships 

Sponsored by the Moral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赞助 

Moderator: Prof. Xiaohua Yang, USF 

Prof. Marilyn Taylor, UMKC 

Prof. Yuqiao Xiang, HNU 

乐泰酒店 

Lotel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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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27 日  May 27th, 2018 

时间 Time 议程 Activities 地点 Venues 

8:30–9:00 主题演讲 1  Keynote Speech 1 

China's Globalization: Promises, Possibilities...  

Perplexities and Performance 

Prof. Mary B. Teagarden 

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Editor, 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Area Edi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406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9:00–9:30 主题演讲 2  Keynote Speech 2 

Research Design and Paper Publication 

Prof. Jun Xia 

Naveen Jindal School of Managemen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9:30–10:30 院长论坛  Education Leaders' Forum 

Moderators: Prof. William Wei, Associate Dean, Business 

School, MacEwan University 

Prof. Anthony Patino, Associate De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SF 

Prof. Changqi Wu, Chairman of AIB China Chapter 

Dean, Guanghua Leadership Institute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Prof. Elizabeth Davis, De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SF 

Prof. Haifeng Yan, Dean, School of Management, ECUST 

Prof. Yuqiao Xiang, De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oral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Prof. Wanda Costen, Dean, Business School 

MacEwan University  

Mr. Qianjin Zhou, CEO, Singtao Technology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406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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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1:00 

 

 

 

 

 

 

 

 

 

 

 

 

 

 

 

 

 

 

 

 

 

 

 

 

 

 

 

 

 

 

 

 

 

 

 

 

 

 

Paper Session 3-1: Multinational Management  

Moderator: Ji L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1、The emergence, evolu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bridge 

countries in FDI network: Cases in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nology sectors 

Ping Lv, Lirong S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2、R&D human resource slack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boundary condition of foreign ownership 

Ji Li, Yanghong (Alice) Hu, Ying Zhang, Wanxing Jiang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3、Location choice, inbound resource leverag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Juan Wang, Haifeng Yan, Bing Wu 

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4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论文报告 3-2：案例专场    

主持人：许晖  南开大学商学院 

1、民营制造业企业市场适应演化路径与机制研究—以特变电工集

团为例 

许  晖 南开大学商学院 

张超敏 南开大学商学院 

单  宇 南开大学商学院 

冯永春 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 

2、交互逻辑下 CMNEs 国际化路径机制及特征研究—以紫金矿业

集团为例 

史轩亚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杜义飞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薛  敏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3、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子公司网络嵌入演化机理—基于投资型和

契约型进入模式的多案例研究 

许  晖 南开大学商学院 

单  宇 南开大学商学院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6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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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1:00 

 

4、中国矿业企业具备真实的对外投资能力吗？—基于中国五矿案

例的机制研究 

陈涛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院 

徐  润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院 

陈  忱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论文报告 3-3：“一带一路”问题    

主持人：李稚  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1、“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企业投资中亚市场产业选择 

王  芳 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王海芳 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李  娜 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研究 

李  稚 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董士浩 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段  珅 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3、“一带一路”下新疆企业投资中亚市场国别风险研究 

李  娜 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王海芳 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王  芳 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8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9:30–11:00 

 

 

论文报告 3-4：国际化与企业绩效    
主持人：黄缘缘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国际化节奏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分位数回归研究 

陈  岩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高  洁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IFDI 竞争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吴英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李湾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3、区位布局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绩效的关系 

黄缘缘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谢  恩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宋  竞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政治关联、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

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 

谢佩洪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汪春霞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陈昌东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5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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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15 茶歇 Tea Break 

商学院新大楼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11:15–12:45 

 

 

 

 

 

 

 

 

 

 

 

 

 

 

 

 

 

 

 

 

 

 

 

 

 

 

 

 

 

 

 

 

 

 

Paper Session 4-1: Location Research 

Moderator：Liang Wang,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1. Cross-national distance and OFDI location choi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try mode 

Ping Lv, Xuchang Chen, Liang Y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2. Do host and home country factors affect entry mode 

decision in parallel? Evidence from Chinese OFDI in 

natural resource sectors 

Jing Su, Ping Lv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3. The second-home model toward the dual-core paradigm: 

The implications of ISE for MNEs from advanced and 

emerging economies 

Peter Ping Li, Monsol Yang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4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论文报告 4-2：相关议题    

主持人：宋渊洋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1、董事会风险偏好、公司治理与行业进入决策—来自中国制造企

业进入房地产行业的经验证据 

宋渊洋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陈伟伟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2、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研究 

田庆锋 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马蓬蓬 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3、本土品牌逆袭与消费者偏好逆转的驱动因素探究：一项纵向对

比的扎根研究 

李倩倩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崔翠翠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5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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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2:45 

 

4、跨国公司知识转移决策的过程研究 

黄彬云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杨  晨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刘梦奇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论文报告 4-3：跨国并购    

主持人：乐琦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连续跨国并购：资源编排理论的视角 

谢洪明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章  俨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2、中国民营企业跨境并购的股权策略与并购绩效—基于模糊集定

性比较分析 

乐  琦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3、距离产生美？跨国并购中个人主义价值观差异的不对称效应 

李  洪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叶广宇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赵文丽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4、新兴市场技术获取型跨国并购的逆向学习机制—基于模糊集的

定性比较分析 

程宣梅 浙江工业大学中小企业研究院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谢洪明 浙江工业大学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协同创新中心 

陈侃翔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王  菁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技术创新及企业 

国际化研究中心” 

5、我国企业海外上市对跨国并购的影响研究 

周海波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阎海峰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李  桐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6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11:15–12:45 

 

 

 

 

 

 

 

论文报告 4-4：公司治理    

主持人：张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1、国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政府与私有股东冲突视角的

研究框架 

张  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武常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8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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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2:45 2、资源知识属性、学习能力与合资企业控制权演进：跨案例研究 

赵  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杨震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3、提升创新效率必须要进行所有权改革吗？国际化扩张的补偿效应 

谢  瑜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杜义飞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4、跨国企业临时性项目团队如何创造高效的跨业务单元协作？—

基于沃尔沃临时性项目团队的案例研究 

许  晖 南开大学商学院 

王亚君 南开大学商学院 

郭文艳 沃尔沃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单  宇 南开大学商学院 

12:45–13:30 午餐  Lunch 
友谊餐厅 
Friendship 
Restaurant 

13:30–15:00 

 

 

 

 

 

Paper Session 5-1：Related Issues  

Moderator：Roger Chen,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1. The antecedents of the innovation speed: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leader encouragement and creative 

engagement 

Cong Che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iebing Cao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2.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to 

creativity of creative talents 

Qinghua Qin   

Dingbo Zhou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aise University 

3. Technology driven interaction and multimedia 

instructional design in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eaching 

Ziyu Meng                   School of Education, USF 

Joy Lopez                    School of Education, USF 

Xiaohua Y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USF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6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15:00–15:15 茶歇 Tea Break 

商学院新大楼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国际商务学会中国分会 2018 年年会 
AIB China Chapter 2018 Annual Conference 

27 
 

15:15–17:00 

 

 

 

院校招募 & 见面会 

School Time: Receptions and Placement Services 

 

商学院新大楼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英文论文工作坊：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 

PDW: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Moderator: Prof. Jun Xia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314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18:00–18:30 结束致辞 Closing Speech 

商学院新大楼 

Room 406 

The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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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Paper Abstracts 

论文报告1-1：创新与国际化 

1. 研发投入、国际化经验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 
吴先明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  敏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现有的文献对于新兴市场企业海外并购的研究往往忽视企业内在因素的作用，而在

分析制度因素的影响时，往往强调新兴市场企业母国制度的不完善带来的种种限制，而忽略了

制度距离所蕴含的潜在机会。本文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相结合的视角建立分析框架，选

取2011年1月至2015年12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121个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和国际化经

验对海外并购的作用机制，并考察了制度距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和

国际化经验对于海外并购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制度距离对于研发投入与海外并购的关系有

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于国际化经验与海外并购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的发

现证实了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国际化经验对海外并购的积极影响，说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

购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同时，对制度距离调节作用的分析，揭示了制度因素的多重影响。 

 

2. 中国高技术企业“双驱动”创新战略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价值网络

为调节效应 
吴晓云  南开大学商学院 

杨冠华  南开大学商学院 

    摘要：本文基于价值网络理论体系和双驱动创新战略的A-U模型，将价值网络联结强度、

密度和价值网络资源的异质性、耦合性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纳入同一框架；并立足于260家高

技术企业的市场调查问卷，探究了高技术企业双驱动的创新战略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检验了价值网络联结强度、联结密度和价值网络资源的异质性、耦合性的调节作用。其中，技

术驱动的创新战略和用户驱动的创新战略均对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用户驱动的创新战略对技术驱动的创新战略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价值网络联结强度在技

术驱动的创新战略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价值网络联结强度在用户

驱动的创新战略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价值网络联结密度在技术驱动的创

新战略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价值网络联结密度在用户驱动的创新战略与

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价值网络资源的异质性在技术驱动的创新战略与技术

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价值网络资源的异质性在用户驱动的创新战略与技术创新

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价值网络资源耦合性在技术驱动的创新战略与技术创新绩效之

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价值网络资源耦合性在用户驱动的创新战略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

正向调节作用。 
 

3. “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绩效偏差与子公司创新投入强度关系研究 
陈志军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董美彤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马鹏程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历史绩效偏差与未来绩效偏差对子公

司创新投入强度的影响，并探讨了子公司自主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

负的历史绩效偏差和负的未来绩效偏差均会增加子公司创新投入强度；第二，正的历史绩效偏

差对子公司创新投入决策不产生显著影响，正的未来绩效偏差对创新投入强度有抑制作用；第

三，子公司自主性会削弱负的历史绩效偏差、增强未来绩效偏差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揭

示的子公司创新投入规律既丰富了现有理论，也为母公司指导子公司创新实践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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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跨国并购对我国企业媒体声誉影响研究 
吴  琼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阎海峰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摘要：企业媒体声誉是指呈现在媒体报道中的对企业的正面评价。研究表明企业媒体声誉

是企业合法性的来源，有助于企业获取合法性。然而目前对企业媒体声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

务经济领域，研究企业媒体声誉的治理能力，而很少有研究如何获取企业媒体声誉。本文从信

号理论出发，探讨了跨国并购对企业媒体声誉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国际化经验对两者关系

的调节。基于2002-2016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证实了本文所提假设。本研究

对于进一步理解新兴市场国家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新视角。 

论文报告1-2：相关管理问题 

1. 非对称联盟关系中企业权力触发机制的研究 
郝  斌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穆佩琼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李佳琳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摘要：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和学者开始注意到联盟中企业地位的不对称性，

但是在讨论这一类问题时，联盟中企业间权力的形成机理并没有得到大量关注｡本研究试图从

企业地位不对称切入，分析在企业地位不对称联盟中主导企业的企业权力触发机制，并进一步

分析联盟内的不同关系取向对该触发机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主导企业的技术驱动潜在权

力能够同时正向影响企业的强制权力与非强制权力；工具型取向关系对于技术驱动潜在权力

与强制权力执行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是对于技术驱动潜在关系与非强制权

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却不显著。情感性取向关系对于技术驱动潜在权力与强制权力、非强制权力

无调节作用。 

 

2. 基于扎根理论的校企合作教育对创新型人才创造力培养研究 
覃庆华  百色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周叮波  百色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为解决企业在人力资源招聘过程中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

归纳了企业所需人才的类型和特点，并结合国内外校企合作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构建了校企合

作创新型人才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组织创新鼓励三维度在学校校企合作行为、企业校企合作

行为与创新型人才创造力中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为发展协同创新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根

据模型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3. 水式管理对建设企业文化的影响—以方太集团为例 

周江华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顾  柠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戴泊夫  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学院 

    摘要：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法讨论水式管理对

于建设企业文化的影响，通过分析方太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路径，从水式管理的包容性、渗透

性和长期性出发，探讨其对企业文化建设的物质层、行为层以及精神层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有

助于在中国古典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之间架起桥梁，并对中国本土企业建设企业文化提供建

议，在企业管理中具有实践意义。 

 
4. 全球价值链上代工厂商创牌选择的演化博弈分析 

何  爱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周  旸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许多新兴经济体等后发主体都选择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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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跨国企业等先发主体凭借先发优势占据着高附加值的环节，掌握着价值链的主导地位。

他们带来的技术、资本、管理外溢在后发主体成长初期会带来一定的正面作用。一旦后发主体

的技术、市场成长到一定阶段，具有自主研发品牌的能力，先发主体将有动机对后发主体进行

“封锁”，从而维护自身在价值链上的优势地位。本文将演化博弈理论应用于全球价值链上代

工厂商和品牌厂商之间的博弈分析，通过建立创牌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代工厂商选择

创牌的损益情况，并考察了品牌厂商对代工厂商创牌行为进行阻止的动因。结果表明，为有能

力的创牌企业提供持续且足够的资金支持，是保障创牌成功的关键。 

论文报告2-1：企业国际化中的制度问题 

1. 制度质量、制度距离、跨国并购经验与绩效--浙江广东上市企业的经验 

谢洪明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钱  莹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李春阳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摘要：当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由制度带来的成本和风险的增加。来自

制度不完善地区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是否、以及如何受到东道国制度质量影响一直是学术界

及企业界非常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在制度二元论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从制

度层面考察不同因素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并研究了制度距离、跨国并购经验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中的管制制度质量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管制

制度中的腐败控制因素对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政治稳定性因素则对跨国并购绩效具有

显著负向影响。此外，跨国并购经验对管制制度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对经济制度质

量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选择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2.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谢佩洪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于诗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李宁宁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以2015年为基期，将54个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作为样本，

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从东道国制度环境、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以

及双边投资协定（BIT）三个方面考察了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路径。本文选择了5

个指标作为前因变量——母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经济制度距离、政治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

定以及东道国制度环境，分析前因变量之间的何种组态可以 终导致结果变量——中国对东

道国高OFDI投资规模的产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小是中国对其进

行OFDI投资的必要条件；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与两国之间较小的正式制度

距离，包括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存在替代性；良好的东道国制度环境会对中国对其

OFDI规模产生正向的影响。 

 

3. 制度距离：一个影响制造企业资产专用性的因素 

华    欣    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青青    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制度距离是影响企业资产专用性的关键因素。本文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了制度

距离调节资产专用性进而影响制造企业国际产能合作进入模式的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存

在制度距离的情况下，企业资产专用性越高，制造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行产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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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制度距离的存在，使得企业资产专用性作用的发挥受到抑制，进而引起制造企业国际产能合

作的模式选择出现偏差。因此，制造企业应提升对东道国制度因素的理解，以保证国际产能合

作模式的准确选择。 

 

4. 双边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被忽略的制度因素 
王启虎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阎海峰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摘要：新兴市场企业OFDI区位选择背后的驱动因素究竟是什么？目前，国际商务研究领

域主要关注东道国或母国单方面的因素以及两国间距离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但系统研究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双边关系影响的文献还不多。本文运用制度理论探讨了双边经

济关系和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检验了两者间交互效应，

以及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基于2002-2012年中国长三角地区上市企业的数据，本文得

到以下结论：第一，双边经济关系和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均具有正向影响；第

二，双边经济关系与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作用关系上存在替代效应；第三，在

国有与民营企业中，双边关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本研究有助

于进一步理解新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论文报告2-2：管理层研究 

1. 组织冗余、管理层权力与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丁婉玲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王    瑶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何    朋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针对中国企业近年来跨国并购不断增多的“激进”的国际化战略行为，本文以我国

沪、深两市2013-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的540个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对象，研究了组织冗余对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作用以及管理层权力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未

吸收冗余水平越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方式；已吸收冗余并没有显著影响企业海

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管理层权力越大，未吸收冗余引发跨国并购的影响作用越弱。本研究

的实践启示在于，企业的未吸收冗余资源越多越容易引发跨国并购，中国企业应该加强内部控

制机制的建立与管理，谨防管理者出于私利目的影响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决策，以使得企业

做出更符合企业战略需要的进入模式选择，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 

 
2. TMT 知识断裂带、CEO‐TMT 交互与国际化范围：行为整合视角下的实证

研究 

王益民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赵志彬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王友春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中国企业国际化在地理范围上呈现出既分散又集中的复杂特征，这是高层管理团队

（TMT）结构、内在运作过程及其战略决策行为的外在体现。鉴于此，本文以 2010‐2016 年中

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高阶梯队理论的行为整合视角出发，集中探讨了高管团队知识断裂

带、CEO‐TMT 交互与国际化范围的关系，其中，CEO‐TMT 交互分为 CEO‐TMT 任期交叠与

CEO‐TMT 相似交互。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知识断裂带对国际化范围具有显著负向效应，高管

团队知识断裂带强度越高，国际化范围越窄；CEO‐TMT 任期交叠、CEO‐TMT 相似交互分别

对高管团队知识断裂带与国际化范围关系起倒“U”型调节作用，即：随着 CEO‐TMT 任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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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CEO‐TMT 相似交互的提高，先削弱高管团队知识断裂带对国际化范围的负向影响，后增

强高管团队知识断裂带对国际化范围的负向影响。 

 
3. 高管权力与中国企业国际化速度—TMT风险注意力的中介作用 

方    宏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孙    晨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王益民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从行为战略视角出发，结合注意力基础观和高阶梯队理论，以中国2008-2015年具

有国际化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高管权力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国际化

风险注意力的中介作用，构建组织内部情境—团队注意力配置—组织战略实施的理论模型。研

究发现：拥有较高权力的管理者会因为私有利益驱动而实施大规模投资；同时管理者权力的增

大会加速高风险决策偏好，选择加速化海外扩张；高管权力强度影响高管团队国际化风险注意

力，而高管团队注意力焦点进一步影响国际化速度。 

 

Paper Session 2-3: China-U.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Partnership 

1. Chinese venture investments in the U.S., 2010-2017 
John Gonzales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Frank Ohara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Abstract: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venture investors in the U.S. 

by comprehensively measuring the amount and type of venture investments coming to the U.S. from 

China. We examine the types of Chinese venture investors and the focus of the investment in terms of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the U.S. firm receiving funding. The investments are categorized into 

seven sectors: mobile apps and platforms, life sciences, software, internet, consumer goods and 

services, fintech, virtual real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s. Venture activity is examined by 

focusing on the number of investments made by venture capital funds, both U.S. and China-based that 

include Chinese limited partners, as well as Chinese corporations undertaking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venture funding of U.S. emerging companies has increased from 21 

investments in 2010 to 407 in 2016 and 2017. About four-fifths of the Chinese investments have gone 

to U.S. companies that are in the early stage of business activity. Venture capital funds account for 

78% of the investment activity, with Chinese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undertaking 22% of the 

investments. We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of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by providing definitions of 

three specific types of investing firms: corporate funds, strategic investors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 addition, we provide data and examine the motivation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form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U.S. startups. 

 

2. One Belt One Road One World: Where does it connect to U.S. business? 
Xiaohua Yang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Don Lewis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Steve Rodd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Diana Moise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world’s largest infrastructure project, China’s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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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ve (BRI) and its connection to the US businesses. Our analysis shows how the potential US 

connectivity to the BRI could impact US firms possessing competitive ownership advantages in the 

advent of the Cyber/Digital and Maritime Silk Roads. Our study also reveals potential costs and risks 

with such involvement i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US-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 as seen lately. Our initial 

findings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both scholars and policy makers in this emerging field. 

 
3. Comparing the elderly in China, India, and U.S: A big problem for MNEs or 
a fast growing business opportunity 
Marilyn L. Taylor       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Kansas City 

Theresa Coates          Limestone College 

Alice Jia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Vi Narapareddy         University of Denver  

Michael Wizniak        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Kansas City  

Xiaohua Yang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Abstract: The aging phenomenon in many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is presenting issues for 

productivity, government policy, and social disruption.  Yet given the needs, desires, and economic 

mean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t also presents significant potential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accompany the aging phenomenon for companies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MNEs.  The paper presents overviews of the three super-populations ---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vides a snapshot of the status of business response to the market opportunities in direct 

care and residence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aper Session 3-1: Multinational Management 

1. The emergence, evolu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bridge countries in 
FDI network: Cases in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nology sectors 
Ping Lv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Lirong S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bstract: Bridge country is those who broker home country and host countries in the 

sequence of FDI.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ridge countries in the FDI network is crucial 

for countries to attract FDI and for companies to better implement their expansion strategie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new quantitatively method to analyze the bridge roles of countries 

in the FDI network, the evolutions of their bridge roles and the potential determinants of 

bridge countries by combining network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ories. With data of 

FDI in R&D in the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nology sectors of MNEs, we first build up FDI 

network, highlighting the network structure and network configuration of FDI in R&D in pharma 

and biotech sectors. Then, using bridge index as a measurement, we pick out bridge countries 

in FDI network and study the evolution of these bridge countries. Three evolution patterns of 

the bridge roles changing over time are detected, including ascending type, descending type 

and rise-after-drop type. It is worth noticing that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is paper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at bridge conditions are more diversified 



 

34 
 

before 2008 is discovered. Finally, this paper uses Multiple Regression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 (MRQAP)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network and several proximity 

networks of geographic,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to identify the potential determinants of 

bridge countries in FDI network. Empirically the model has shown that geographic distance 

is not the reason why countries are chosen to be investment bridge. We find clear evidence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s of bridge network and economic distance, cultural distance, 

administration distance networks. This implies that country-level position of important bridge 

in the network is more likely to succeed if the countries are economically, cultur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close/remote to alter countries locations. 

 

2. R&D human resource slack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boundary 
condition of foreign ownership 
Ji Li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Yanghong Hu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Ying Zhang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Wanxing Jiang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When Chinese firms go international, should they select a wholly owned entry 
mode or a joint-venture one? This paper addresses this issue by test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oreign ownership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esource slack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RSR) and firm performance. Specifically, we focus on the effect of foreign 
ownership so that we can shed new light on benefits of equity joint-venture mode. Drawing 
on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symbiotic theory from biology, we are test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oreign ownership on the HRSR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We argue that foreign ownership, 
especially those from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can bring in new institutional elements and 
improve perform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irms. Based on this prediction, we developed 
several hypotheses to test the effect of foreign ownership on the HRSR-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Analyzing panel data from a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we focus on three dimensions 
of firm performance, i.e., stock-market performance, accounting performance, and research 
outpu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Our data analyses show several interesting findings: 
First, HRSR doe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firms’ R&D performance, and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stronger with the entry of foreign ownership. Second, HRSR also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firms’stock market performance, yet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not moderated by foreign ownership. 
Finally, while HRSR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firms’ stock-market performance and R&D 

performance, i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accounting performance, such as ROA. 
 

3. Location choice, inbound resource leverag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Juan Wang      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ifeng Yan     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ng Wu        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rapid increase of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has given 

rise to the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particularly Chinese firms. The 

phenomenon arouses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debate from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lars.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antecedents of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however, the 

consequences especially home country effects are largely ignored. Basing on signaling theory and the   

resource-based view,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mechanism and impacts of location choic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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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degree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inbound resource leverage. Using panel data of manufacturing firms listed o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during the 2002-2012 periods, we find that internationalization degree is a positive 

signal that helps firms to leverage more government, financial, and market resources from their home 

countries. Furthermore, such inbound resource leverage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degree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inally, location choice moderat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s effect on and the mediation role of inbound resource leverage. The research 

enriches and extends signaling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and elaborates th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impac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finding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factors. 

论文报告3-2：案例专场 

1. 民营制造业企业市场适应演化路径与机制研究—以特变电工集团为例 

许    晖    南开大学商学院 

张超敏    南开大学商学院 

单    宇    南开大学商学院 

冯永春    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 

    摘要：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在缺乏企业特殊优势的情况下，如何识别和整合资源，

形成并强化自身优势，以获取较高的市场适应性正成为营销领域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资源编

排视角，采用纵向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以特变电工为例，探索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民营制

造企业如何实现市场适应性等相关问题研究。研究发现：（1）资源编排包含三个过程：构建

资源组合、资源归拢整合与资源转化利用，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源编排有不同的表现形

式；（2）环境压力下引发企业能力与其所嵌入情境之间的冲突是企业蜕变的前提，对关键资

源的编排是企业形成自身竞争优势、提高市场适应性的基础；（3）由不同的资源编排，企业

完成了从低阶创新能力塑成、到高阶创新能力平台化的演进，进而达到市场适应性。 

 
2. 交互逻辑下CMNEs国际化路径机制及特征研究—以紫金矿业集团为例 

史轩亚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杜义飞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薛    敏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随着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互联互通建设，中国跨国企业（CMNEs）在海外市场扩张中

表现出了独特的国际化路径。就当前国际商务领域相关理论而言，对于中国情景下企业跨国扩

张的新现象与内在机理解释还不够充分。梳理演化经济学理论、国际化过程理论以及企业能力

理论，对紫金矿业国对外投资的路径进行单案例研究，提出企业状态、投资情景以及国际化路

径三个关键构念，进而整理出交互逻辑下CMNEs国际化路径模型。模型认为：（1）CMNEs 

OFDI过程中企业状态与投资情景持续交互， 终形成快速、频繁跳跃的非线性国际化路径；

（2）容忍非均衡性是CMNEs企业状态与投资情景持续交互的关键，使得企业能够承载不确定

环境下的机会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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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子公司网络嵌入演化机理—基于投资型和契约型进入

模式的多案例研究 
许    晖    南开大学商学院 

单    宇    南开大学商学院 

    摘要：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海外市场环境，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运营面临着

“外来者劣势”和“后发者劣势”的双重挑战。本文基于网络嵌入视角，选取2家投资型跨国

企业和2家契约型跨国企业的子公司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探讨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新兴经

济体跨国企业子公司在东道国市场网络嵌入演化特征和演化路径，以及其克服“外来者劣势”

和“后发者劣势”的驱动机理。本文发现，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网络嵌入是在环

境不确定性中识别和把握机会、创造价值并谋求成长的过程，在环境不确定性的触发下，新兴

经济体跨国企业子公司网络嵌入呈现出快速跃迁和螺旋式发展的演化特征，并与其在东道国

市场不同阶段的市场适应性存在规律性的演化关联。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子公司在东道国市

场网络嵌入的演化过程中，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之间存在一定的耦合性，通过不断调整关系嵌

入和结构嵌入的耦合程度，使两者之间达到相互匹配和协调适应的状态， 终实现对东道国市

场的适应性。本研究深化了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行为的理解，通过探索网络嵌入

的动态演化为社会网络理论与国际商务理论相结合所产生的理论缺口进行补充。 

 
4. 中国矿业企业具备真实的对外投资能力吗？—基于中国五矿案例的机制研

究 

陈涛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院 

徐    润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院 

陈    忱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近年来，中国矿业行业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国际世界普遍将其归于政府意志和国家

资本的行为，并质疑中国矿业国企是否拥有真实的对外投资能力。为此，本文使用“一国特定

产业发展机会与路径的综合分析框架”，以中国五矿为典型企业，对中国矿业企业对外投资能

力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外部环境、外资和本国政府的影响下，中国矿产行

业确有清晰的产业能力搭建过程。以五矿为典型的中国矿业企业在此过程中通过部分承接中

国矿业产业的能力、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在竞争中不断搭建其自身的能力体系，并精准把握

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会， 终实现了近年来较多的海外投资。可见，经过近40年的系统性

发展，中国矿产企业已具备真实的对外投资能力。 

论文报告3-3：“一带一路”问题 

1.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企业投资中亚市场产业选择 

王    芳    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王海芳    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李    娜    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为新疆企业投资中亚市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扩大对外开放范

围、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本文通过分析新疆的三次产业

中的优势产业和“一带一路”沿线与新疆临近的中亚五个国家的产业现状，根据“绝对优势理

论”和“小岛清理论”，总结出新疆企业投资中亚市场的产业选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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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研究 

李  稚  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董士浩  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段  珅  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合理有效的金融风险评估对于防范与控制国际供应链金融风险至关重要。在“一

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通过对天津20家涉外企业访谈及文献梳理，从宏观经济、国际供应链

关系、第三方物流企业、商业银行四方面提出28个国际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价指标。采用层次

灰色模型对各风险指标进行评估，得出以下结论：相比描述企业间关系的国际供应链关系风

险指标，外部环境的宏观经济指标，如宏观经济环境风险、政府政策风险、东道国社会风险

在金融风险评价体系中更为重要；而第三方物流企业风险与商业银行风险在金融风险评价体

系中重要性较弱。 后，根据评价结果及实践经验，为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规避国

际供应链金融风险提出相关建议。 

 

3. “一带一路”下新疆企业投资中亚市场国别风险研究 

李    娜    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王海芳    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王    芳    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在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不免进行风险的评估，本文对投资过程中的国别风险的理论综述

以及评价体系与方法，并对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就新疆企业投资中亚的国别风险进行探究，

进行具体的分析，并将新疆企业投资中亚的国别风险从经济基础、法律状况以及政治环境以及

偿债能力四个方面进行探讨，给予投资企业一些启示，并提出相关策略。 

论文报告3-4：国际化与企业绩效 

1. 国际化节奏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分位数回归研究 

陈    岩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高    洁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2006-2016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本文选用主成分分析与分位数回归方法，对

国际化节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政府参与、外资参与的调节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国

际化节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低绩效企业的企业绩效与国际化节奏之

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高水平的国际化节奏会进一步拉低企业绩效。对中高绩效企业而言，

企业绩效与国际化节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在忽略少数波动的情况下，节奏弹性随企

业绩效的提高而提高。外资参与虽对企业绩效与国际化节奏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增强作用，但并

不有力。政府参与削弱了企业绩效与国际化节奏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考虑到企业绩效的异

质性，突破了传统研究模式，为不同绩效水平的企业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理论支撑与战略建议。 

 
2. IFDI竞争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吴英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李湾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全球范围内正在孕育兴起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变化，创推动全球范围内正

在孕育兴起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变化，创推动全球范围内正在孕育兴起新一轮的科

技革命和产业升级变化，创推动已然成为各个国家谋求发展的核心战略。中国通过四十年的改

革开放，引进外资，学习先进的外来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到底对其创新能力的发展起到了多大

作用？本文尝试使用生产函数解释，并结合企业基本的战略选择—成本领先与差异化—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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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IFDI竞争对创新绩效的可能影响。同时采用中国高技术产业2005年到2015年十一年间的数据

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IFDI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有负向的影响，即FDI流入越多，创

新绩效低流入越多，创新绩效低，说明中国高技术产业可能更多地是通过低成本来面对IFDI的

竞争，差异化效果不明显的竞争，差异化效果不明显。中国企业如何脱离传统的通过低成本建

立竞争优势的做法，注重研发投入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注重研发投入

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注重研发投入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获得差异

化竞争优势可能是提升中国企业创新绩效的一条有效途径 。 

 

3. 区位布局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绩效的关系？  
黄缘缘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谢    恩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宋    竞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这篇文章检验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中采用不同的区位布局模式如何影响企业OFDI的绩效结果。本研究指出企业OFDI的区位

布局是企业进入的多个战略要素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的一种特有分布状况，决定了企业通过

OFDI获取战略资产和学习的机会和约束，会影响企业在开展同等OFDI程度下的绩效结果。通过

1107家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07年至2013年的数据，我们发现：当企业的区位布局集中于制度

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组合，或分散于战略要素市场发展差异较大的东道国组合时，企业OFDI

程度与绩效的关系越强；然而，当企业的区位布局集中于战略要素市场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

组合，或分散于制度发展差异较大的东道国组合时，企业OFDI程度与绩效关系没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的结论揭示了企业的区位布局在揭示OFDI与绩效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4. 政治关联、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

面板数据分析 

谢佩洪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汪春霞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陈昌东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目前就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市场，较少关注政治关联对企

业国际化发展的影响。另外，企业国际化发展往往根植于国家的制度背景下，因此不可避免地

会受到企业所处地区的经济、法律环境的影响。本文选取沪、深两市2013-2015年A股制造业

148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样本区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探索政治关联对国际化程度

的影响，市场化水平对两者的调节作用，以及国际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1）民

营企业政治关联对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国际化深

度和国际化广度有正向影响，但是结果不显著；（2）民营企业国际化深度对企业绩效有显著

正向影响，国际化广度对企业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国有企业国际化深度对企业绩效有显著负

向影响，国际化广度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是结果不显著。（3）市场化水平对民营企业

政治关联与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对国有企业政治关联与

国际化深度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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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Session 4-1: Location Research 

1. Cross-national distance and OFDI location choi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try mode 
Ping Lv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Xuchang Ch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Liang Y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bstract: Cross-national distance is considered to be a key factor in generating LOF. 
First, this study investigate show cross-national distance affects Chinese FDI location choice 
based on Ghemawat’s CAGE approach, which classifies distance in four dimensions: (1) 
cultural, (2) administrative, (3) geographic and (4) economic distance. An appropriate entry 
mode is able to moderate cross-national distance.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role of entry 
strategy, we introduce entry mode as a moderator (M&A, JV and WOS), examining its 
moderating effect on four distance dimensions separately. By using a longitudinal data set 
drawn from publicly listed firms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uring the period 2004-
2014, we find that Chinese OFDI are encouraged by lower cultural and geographic distance 
and higher economic distance.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ve distance and FDI 
is not significant. Further, from our subsamples analysis we figure out that M&A and JV, 

especially M&A, conduce to overcoming LOF brought by cultural and geographic distance. 
While entering an administratively or economically market, a high control mode, WOS, 
benefits MNEs better. Expanding traditional IB theories via consider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try strategies, our findings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perspective that an appropriate entry 
strategy helps MNEs to manage cross-national distance when undertaking FDI. 
 

2. Do host and home country factors affect entry mode decision in parallel? 
Evidence from Chinese OFDI in natural resource sectors 
Jing S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Ping Lv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country level determinants of entry mode choice has been 

focused on for decades. Most studies consider host country and home country in parallel. 
However, home country endowments have an implicit effect on the entry mode choice, here 
the firms’ capacity is influenced by the endowments and through this directly affect the 
choice.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we believe that the home factors will affect the entry modes 
indirectly and the host country factors directly. To test the assumption, we specially focus 
on the Chinese natural resource sector and use data from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between 2004 and 2015. By using th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a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the disparate roles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home country can be examined.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host country resource abundance and institution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entry mode, while the home country factors will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y 
mode choice and host country factors. Overall, the article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th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determinants from host country and hom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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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second-home model toward the dual-core paradigm: The 
implications of ISE for MNEs from advanced and emerging economies 
Peter Ping Li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onsol Yang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Abstrac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dentify the unique novel perspective 
of second-home model toward the dual-core paradigm, which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the 
biggest research question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B) scholars as well as the most unique 
contribution from IB scholars to the non-IB fields. In particular, the novel perspective of 
second-home model has the potential to contribute to the research on strategy and 
entrepreneurship by contextualizing and integrating the separated streams on business mode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r BMI), dynamic capability, and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The 
final outcome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novel integrative domain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ISE), where the novel constructs of global divide, cross-divide entry, 
cross-divide unlearning, and dual-core paradigm will be housed, and where BMI and dynamic 
capability are framed as two most salient mechanisms for enduring entrepreneurship. 

论文报告4-2：相关议题 

1.  董事会风险偏好、公司治理与行业进入决策—来自中国制造企业进入房地

产行业的经验证据 

宋渊洋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陈伟伟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摘要：对制造企业而言，进入房地产行业是高风险的非相关多元化。然而，近年来越来越

多制造企业选择进入。本研究基于董事会的风险偏好在不同决策情境下发生转移这一决策偏

差揭示制造企业进入房地产行业的动因和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1）企业业绩

低于行业水平越多，董事会越风险偏好，越可能进入房地产行业，说明进入房地产行业是董事

会在业绩差时的冒险之举；（2）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助于调动不同主体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使董

事会更加客观地分析决策情境，从而减弱业绩低于行业水平对进入房地产行业的影响。首先，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董事会越可能成为控股股东的“一言堂”，越难以吸收不同股东异质

性的知识和信息，导致业绩低于行业水平对进入决策的影响越强。其次，管理层薪酬越高，为

维护职业安全，越不会提供不同的看法和建议，导致业绩低于行业水平对进入决策的影响越强；

（3）进入房地产行业对改善企业整体和制造主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对企业创新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说明进入房地产行业无助于制造主业走出经营困境，而且会侵蚀其创新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导致制造企业“房地产化”。本研究从决策偏差这一新的视角揭示了制造企业进入

房地产行业的动因和后果，不仅有助于企业优化董事会决策，而且对政府决策也有重要启示。 

 

2.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研究　 

田庆锋    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马蓬蓬    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首先结合商业模式画布详细剖析了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陕鼓动力的商业模式九

大构成要素。然后，鉴于画布方法的局限性，引入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案例企业转型前后

的存量流量模型，进一步剖析了九要素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有机组合促成了装备制造企业商业

模式创新路径的产生。 后借助Vensim软件，对模型进行仿真分析。结果显示：价值主张定

位精准与否决定了商业模式创新路径选择的成败；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

户需求满足；客户需求导向型路径优于核心资源导向型路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是一条系统

集成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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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土品牌逆袭与消费者偏好逆转的驱动因素探究：一项纵向对比的扎根研

究 

李倩倩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崔翠翠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中国诸多本土品牌的崛起甚至逆袭，全球品牌效应似乎失去作用，消费者对全球和

本土品牌的偏好相应逆转，这背后驱动因素值得探究。本文以消费者对手机在线发帖为数据来

源，采用扎根理论得出全球/本土品牌偏好驱动因素及其纵向变化模型。研究表明，整体看来，

消费者通过对功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考量形成全球/本土品牌偏好，个人因素和群体导向影响

功能价值和社会价值对全球/本土品牌偏好的影响。纵向看来，对全球品牌来说，原产国效应、

符号价值、追求独特及群体导向的推动作用下降；对本土品牌而言，产品特质、口碑效应、符

号价值、民族主义、追求独特及群体导向对消费者本土品牌偏好的推动作用增强。本研究不仅

较为全面的梳理了全球/本土品牌偏好驱动因素，并探究他们的纵向变化。 后，论文讨论了

理论和实践意义，并进一步探讨了未来研究方向。 

 
4. 跨国公司知识转移决策的过程研究 

黄彬云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杨    晨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刘梦奇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转移特别是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间的知识转移成为当前国际企

业战略管理以及知识管理研究中的热点主题。本文聚焦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层面的正向知识转

移研究，以中国知网和EBSCO数据库2008—2017年的有关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122篇文献为分

析样本，基于知识转移研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不同理论视角，从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各个阶段，

即投资决策阶段、知识转移阶段和知识整合阶段，对相关文献进行阐述和分析，归纳出跨国公

司知识转移相关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以期为企业管理者进行全球战略规划和知识管理提

供帮助，以及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借鉴。 

论文报告4-3：跨国并购 

1. 连续跨国并购：资源编排理论的视角 

谢洪明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章    俨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借助跨国并购获取技术、品牌等战略性资产以应对国内市

场上所受的制度和市场方面的限制以及国际市场上后发劣势的限制。然而，许多企业海外并购

往往不止一次，且还同时进行国内的并购的这一现象却鲜有学者关注。为打开企业连续“海外

+国内”的跨国并购过程黑箱，本文通过以均胜集团纵向案例研究，引入资源编排理论，构建

了连续并购中资源编排的模型，其包含了结构化、资源重组以及资源撬动三大步骤以及十一个

具体流程。同时，我们还发现：首先，资源获取偏好经历了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在不同阶段

对于内部与外部资源的需求不同。其次，企业在各阶段依靠不同的资源配置形成不同的企业能

力。 后，后发企业跨国并购追赶存在制度与知识上的δ曲线，侧面反映了连续并购中企业基

础能力与制度能力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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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民营企业跨境并购的股权策略与并购绩效—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乐    琦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跨境并购是中国民营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战略途径，而跨境并购时的股权安

排是影响并购方能否顺利实现并购预期目标的重要和首要决策。本文基于30个中国民营企业

跨境并购的样本，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获得如下发现：第一，股权策略是跨境并购

时获取高绩效的重要变量，其中绝对控股是多数条件下实现跨境并购高绩效的重要路径；第二，

相对能力是跨境并购时获取高水平并购绩效的重要影响变量，尤其是主并方相对能力强时可

以更多考虑实施绝对控股；第三，制度环境尤其是制度距离是跨境并购时采取相应的股权策略

所需考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制度距离低时绝对控股是实现高绩效的有效路径。基于此，本文

将中国民营企业跨境并购归纳为三种模式，分别是“龙行四海”型、“知己知彼”型和“谨小

慎微”型。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企业决策建议和政策参考。 

 

3. 距离产生美？跨国并购中个人主义价值观差异的不对称效应 

李    洪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叶广宇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赵文丽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文化距离是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在跨国并购中，文化距离的作用一定是

负面的吗？其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带来怎样的积极影响？本文试图从国家文化层面的个人主义

价值观视角来回答。运用2000-2014年间全球范围内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服务行业的

119个大型跨国并购事件，探讨了个人主义价值观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以及业务相关性和并

购经验的调节机理。研究发现，个人主义价值观差异的作用是不对称的且具有两面性的：当并

购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弱于目标方时，个人主义价值观差异与并购绩效呈负相关，而业务相关性

会削弱该负面效应；当并购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强于目标方时，主效应并不显著，但此时个人主

义价值观差异与并购经验的交互作用正向显著，即在高差异和丰富经验的同时作用下，并购方

并购后的绩效表现将会受益。本研究的结论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化距离的内涵，还为管理

者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4.  新兴市场技术获取型跨国并购的逆向学习机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

析 

程宣梅    浙江工业大学中小企业研究院，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谢洪明    浙江工业大学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协同创新中心 

陈侃翔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王    菁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技术创新及企业国际化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以 Zephy 数据库 2000‐2016 年期间我国企业技术获取型跨国并购案例为研究样

本，对影响跨国并购逆向学习绩效的前因条件构型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定性比较检验。研究结果

表明：第一，虽然制度距离和技术能力都是影响企业跨国并购逆向学习绩效的重要前因条件，

但相比而言，企业自身的技术能力对于跨国并购获得较好的学习绩效才是必要的前因条件；第

二，本文基于定性比较的前因条件构型，总结出了三种有效实现跨国并购逆向学习的模式，即

后探索式学习、后利用式学习以及后利用‐探索并举式学习。第三，正式制度距离和并购后的

研发投入具有互替性，双方正式制度距离过大，会抑制母国企业并购后的研发投入。以上研究

发现不仅有利于完善新兴市场国家的逆向跨国并购学习理论，也有利于指导企业在复杂情境

下开展逆向跨国并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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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国企业海外上市对跨国并购的影响研究 
阎海峰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周海波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李    桐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摘要：目前有关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研究大多在财务管理领域，主要探讨海外上市对企业

资本成本及公司治理的影响，很少有研究从企业战略角度入手。事实上，海外上市不仅满足了

企业的融资需求，还与其国际化战略息息相关。从制度理论视角入手，海外上市意味着企业自

愿遵守发达资本市场法律制度规则，接受海外市场正式制度的约束，提升管制合法性；海外上

市前后，企业与海外会计师事务所和承销商等权威第三方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由它们的声誉为

企业背书，提升规范合法性；发达资本市场还能改善企业信息环境，吸引大量分析师和媒体的

关注，增强社会公众对企业的熟悉程度，提升认知合法性。海外上市对企业合法性的提高有利

于其跨国并购的顺利完成。以“A+H”型上市（同时在 A 股和 H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

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海外上市能够促进跨国并购；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对于缺乏国际化经

验的企业或国有企业来说，海外上市对跨国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论文报告4-4：公司治理 

1. 国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政府与私有股东冲突视⾓的研究框架 

张    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武常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摘要：国有跨国公司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取得了国际瞩目的成绩，这与他们从国有独资

到混合股权的转型密不可分，因为混合股权有助于充分发挥政府与私有股东的互补优势。然而，

这些混合组织中政府的政治和外交目标与私有股东的经济目标却存在一定的冲突，导致他们

可能表现出与其他跨国公司不同的决策行为。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的文献，阐释了政府与私有股东冲突的理论基础与内涵，并构建了该视角下国有跨国公司对外

直接投资的研究框架， 后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与建议。本文不仅有助于从政府与私有股东冲

突的新视角解释国有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且对理解政府与私有股东冲突及谋求

平衡机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启示。 

 
2.资源知识属性、学习能力与合资企业控制权演进：跨案例研究 

赵    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杨震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摘要：文章从资源知识属性和学习能力视角，结合跨案例对比研究方法研究IJVs控制权演

进的过程和原因，并分析学习能力对资源知识属性和合资企业控制权演进的影响。文章通过对

案例分析认为：（1）双方掌握的资源的知识属性会影响合资企业的控制权演进；（2）学习能

力（学习速度和效果）的提升对控制权演进具有推动作用；（3）学习能力（学习速度和效果）

在资源知识属性和控制权演进中起到中介作用。本研究对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在合资企业中的

权益和走出去、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等提供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 提升创新效率必须要进行所有权改革吗？国际化扩张的补偿效应 

谢    瑜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杜义飞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所有权改革和国际化扩张是新兴市场企业提升研发效率并实现技术追赶的两种重

要策略，然而当前的研究缺乏对它们之间关系机制的关注。本文探索了新兴市场企业股权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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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际化程度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机制，并以中国电子信息类制造业200多家

上市公司2011年-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国际化程度正向调节研

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2）国有资产控股负向调节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3）企

业国际化扩张可以部分补偿国有资产控股对研发效率带来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新兴市

场企业的股权性质并非是提升技术创新效率必须改变的部分，国际化扩张可以部分补偿其中

的负向影响，甚至将其劣势条件转化为优势条件。这对于新兴市场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提

升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4. 跨国企业临时性项目团队如何创造高效的跨业务单元协作？—基于沃尔沃

临时性项目团队的案例研究 

许    晖    南开大学商学院 

王亚君    南开大学商学院 

郭文艳    沃尔沃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单    宇    南开大学商学院 

    摘要：现有研究鲜有探讨在跨国企业临时性项目团队这一情境下，如何快速创建高绩效的

协作。本研究基于网络嵌入和组织惯性理论，对沃尔沃同一跨国项目下的两个临时性项目团队

进行了纵向对比案例分析，揭示了两个临时性项目团队协作路径及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

关注关系网络构建，强化了对结构洞的依赖、行为粘滞与协作低效之间的恶性循环，会造成团

队的低效协作；成员之间的弱连接，反而减少了冗余信息，有利于形成较高的行为惯性反而会

促进团队协作绩效的提升。基于案例研究结论，我们总结出一个整合的过程理论框架，对跨国

企业临时性项目团队短时间内创建高绩效协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机制与管理实践指导。 

论文报告5-1：相关议题 

1. The antecedents of the innovation speed: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leader encouragement and creative engagement. 
Cong Che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iebing Cao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bstract: Research has confirmed that innovation speed affects the acquisition of 

organization’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ut literatures shows less about the antecedents of the 

innovation speed. Most creative actions are practiced by employees’ personal engagement and 
influenced by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is research focus on how each factor 
which located on three various hierarchies contributes to creative effectiveness respectively. 
By using SEM and fsQCA,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ambidexterity of organization and 
encouragement of leader both impact the innovation speed and the fully mediating role of 
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 between these two antecedents and innovation speed. Besides, 
leadership also play a part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 and personally 
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 Findings of fsQCA report 4 more detail possibilities leading to 
innovation speed, which indicate three strategies in various growth stages of organization.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innovation research that all 
of creative activities depend on employees’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rs should consider staffs 
first for improv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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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to creativity of creative 
talents 
Qinghua  Qin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aise University 
Dingbo  Zhou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aise University 

    Abstract: Collaborative theory provides a coope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s. This relationship is investigated by examining how train innovative talents creativity.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encouragement may be a mediator 
between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 cooperative education. We test our hypotheses with data 
collected 427 students who had participated cooperative education in four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Guangxi. The results support our hypothesis that the university co-operative 
behavior and enterprise co-operative behavior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innovative 
talents creativity.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3. Technology driven interaction and multimedia instructional design in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eaching 
Ziyu Meng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Joy Lopez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Xiaohua Y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role of technology related instructional design in 
enhancing the class interac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lass 
setting. By using the multimedia learning and British Parliamentary style debate, the authors 
were able to observe that students could more effectively learn the lecture knowledge through 
diverse instructions and refresh their cognition process. Deployment of the new interaction 
and online video design allows the researchers to draw some initial conclusions that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ools as well as class interaction designs facilitate students to gain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multicultural competence effectively, which otherwise have to be obtained through 
global immersion programs. This study provides implications for use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eaching in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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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交通和校园地图 
Transportation & Campus Map 

华东理工大学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梅陇路 130 号。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UST) is located 

at No.130 Meilong Road,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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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酒店 
Conference Hotel 

 格兰云天大酒店 Grand Skylight Gardens Hotel 
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百色路 100 号（近上海植物园，距华东理工大学 2.3 千米） 
Address: No. 100 Baise Road,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2.3km to ECUST) 

电话：+86-21-51801144    Tel: +86-21-51801144 
 Shuttle Bus to and from meeting venue 会场-酒店巴士服务 

日期  
Date 

方向 
route 

上车时间 
Scheduled 

time 

上车地点 
Place 

2018 年 5 月 26 日 
May 26th, 2018 

去会场 
To meeting 

venue 
7:50am 

格兰云天大酒店大堂门口 
The main door of Grand 
Skylight Gardens Hotel 

回酒店 
Back to hotel 

9:00pm 
乐泰酒店 

Lotel Hotel 

2018 年 5 月 27 日 
May 27th, 2018 

去会场 
To meeting 

venue 
7:50am 

格兰云天大酒店大堂门口 
The main door of Grand 
Skylight Gardens Hotel 

回酒店 
Back to hotel 

6:30pm 
商学院新大楼门口 

The main door of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乐泰精品花庭酒店 Lotel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老沪闵路 385 号（近华东理工大学东门，850m 到会场） 
Address: 385 Old Hu Min Road, Xu Hui District, Shanghai (850m to meeting venue) 

电话：+86 21-54649797    Tel: +86 21-54649797 
 Guide leading to and from meeting venue 会场-酒店向导服务 

日期  
Date 

方向 
route 

出发时间 
Scheduled time

地点 
Place 

2018 年 5 月 26 日 
May 26th, 2018 

去会场 
To meeting 

venue 
7:50am 

乐泰酒店大堂门口 
The Hall of Lotel 

回酒店 
Back to Lotel 

5:00pm 
商学院新大楼门口 

The main door of New Building
School of Business 

2018 年 5 月 27 日 
May 27th, 2018 

去会场 
To meeting 

venue 
7:50am 

乐泰酒店大堂门口 
The Hall of Lotel 

回酒店 
Back to hotel 

6:30pm 
商学院新大楼门口 

The main door of New Building
chool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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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瑛先生 
张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