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9 月 案例快讯

所属学科 案例名称 指导教授 研究员 研究主旨

网络创新

与应用

Everstring 数据公司的商业模式 张维宁 刘晓婷 大数据公司的商业模式探究

微信：移动社交的潜在价值 刘劲 杨燕 微信网络效应和战略布局

优客工场：共享办公的布局和实践（暂命名） 滕斌圣
杨燕

梅新蕾
优客工场的共享办公战略，以及如何落地

滴滴 B2B 业务研究（暂命名） 廖建文 邓迪 研究滴滴 B2B 业务

资本市场与

金融创新

互联网股权融资平台：路在何方？
欧阳辉

王砚波
杨燕 互联网股权融资平台介绍和现状研究

滴滴 VS 神州：C2C 与 B2C 的模式之争 黄春燕 刘晓婷 分析比较滴滴和神州两种不同运营模式

蚂蚁小贷：数字普惠金融的社会价值（暂命名） 陈龙 杨燕 蚂蚁小贷商业模式研究

“宝万”股权之争（暂命名） 李晓阳 刘晓婷 从万科股权事件，看公司治理的两种委托代理问题

企业转型

与升级

兆驰股份：传统电视硬件厂商的生态圈构建 廖建文 何珊 传统电视硬件制造商如何打造网络生态圈

红领集团：个人定制如何实现机械化生产
郑渝生

梁超
何珊 探讨传统服装代工企业如何实现大规模定制

通用电气：产融一体化的得与失 李伟 邓迪 从宏观经济学、市场监管等方向分析 GE 金融业务

海尔数据驱动的网络化转型（暂命名） 李洋 邓迪 海尔在网络化转型中的大数据应用

文创产业

听奥飞动漫如何“讲故事” 朱睿 邓迪 从市场营销、消费者心理学等领域来分析企业如何“讲故事”

腾讯互娱：互联网时代为 IP 赋能 张维宁 何珊 探讨腾讯互娱如何实现 IP 产业化

精美：从纸媒到内容电商 张维宁 何珊 传统媒体到内容电商的转型和探索

微影时代：互联网票务新秩序 张维宁
何珊

杨燕
从线上票务入手深入电影行业的泛娱乐策略

宏观经济 BCI 月度调查与报告 李伟 谷重庆 反映民营企业运营状况的指数报告

感谢各位教授与以上案例及项目的研究、指导。如在学院工作中需要案例全文，请联系案例中心    casecenter@ckgsb.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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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创新与应用

Everstring 数据公司的商业模式（已完成）

指导教授张维宁和 案例研究员刘晓婷

过去十年，中国互联网公司在面向消费者（To C）的领域发展可谓轰轰烈烈，

但在市场的另一端，即面向企业（2B）的领域，却显得十分冷清。有数据显

示，美国的风险投资在 To B 和 To C 领域的投资分配，比例大概为 40% 和

60%；但在中国，95% 是 To C，只有 5% 是 To B。然而，这几年形势逐渐变

化，中国 2B 企业级创业正迎来发展的春天，被认为是下一个大的风口。成

立于 2012 年的 Everstring，便是在企业级应用方面的尝鲜者。这家公司通过

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不仅能帮助企业客户精准筛选出其潜在用户，还

可以帮助企业精准地寻找到新客户，大大提高客户的营销效率。本案例将

以 Everstring 为例，来看中国企业级应用创业的实践，以及面临的潜在挑战。

微信 : 移动互联时代的生态构建（初稿在编辑）

指导教授刘劲 和 案例研究员杨燕

腾讯能够维持高速增长、高 ROE，表面上看其业务支撑是以游戏为主的网

络增值服务（收入占比超过一半），但事实上，我们认为其最重要的护城河

是源自其以社交关系（即时通讯 / 社交网络）为底层核心驱动力，以支付和

开放为连接，构建了一个具有极强网络效应的生态系统。譬如这个系统在

PC 时代主要以 QQ 形成的社交关系为核心驱动，财付通和 PC 端开放平台

连接线上服务和线下实物交易，构成了“一站式线上生活服务圈”，而在移

动时代，则主要以微信和手 Q 所形成的社交关系为核心驱动，微信支付、

手 Q 支付和移动开放平台 / 接口（公众号）连接包括线上服务、线下实物

交易和线下服务、硬件等，构成“连接一切”的综合性平台和生态系统。那

么作为“微信之父”的张小龙以及微信团队又是以怎样的理念构建微信生

态？整个生态系统又是如何落地实现呢？

优客工场：共享办公的布局和实践（暂命名）（进行中）

指导教授滕斌圣 和 案例研究员杨燕、特约案例研究员梅新蕾

相比于写字楼和孵化器，联合办公作为“新物种”正在探索一条不一样的

商业途径，以“桌子”为流量入口、以服务为粘合剂，聚拢中小微创企业，

并通过打造线上平台，突破“桌子”的物理边界，打破人与人、人与服务的

连接方式。并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打造社群生态。这即是优客工场的战略蓝

图。但战略如何落地？如何提高物理空间的入住率、使用效率，如何打造标

准化的管理系统，以及个性化的创业服务，如何构建线上平台等，这些问

题优客工场还在摸索和实践当中。

滴滴 B2B 业务研究（暂命名）（进行中）

指导教授廖建文和 案例研究员邓迪

目前滴滴的主要业务包括快车、出租车、专车、顺风车等，都是针对个人用

户（2C）提供的服务。在运营几年后，这些业务日趋成熟。2014 年 11 月，

考虑到企业用户市场的巨大潜力，滴滴内部成立了企业级事业部，开始孵

化针对企业用车（2B）的服务。同样是用车服务，2B 和 2C 端既有可能产

生一定的协同，也有可能带来许多冲突。本案例将介绍滴滴如何在 C 端基

因下发轫 B 端业务，同时探寻这一背景下，在业务模式、营销策略、制度

建设、组织文化以及人才战略等方面存在何种协同与冲突。

资本市场与金融创新

互联网股权融资平台：路在何方？ ( 已完成 ) 

指导教授欧阳辉、王砚波和 案例研究员杨燕

互联网具有公开和大众的性质，而风险投资对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

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与此同时，两者结合又有可能踩到非法集资的红

线。到目前为止我国对互联网股权投资并没有出台十分清晰的法律界定。

那么，在此前提下，互联网平台又是如何构建股权投资模式？有何特点？

在案例当中，我们也会对国内外主要的互联网股权投资模式进行一定的探

讨和比较。

滴滴 VS 神州：C2C 与 B2C 的模式之争（已完成）

指导教授黄春燕 和 案例研究员刘晓婷

进入 2015 年，互联网约车领域事件不断，先是滴滴宣布与快的“联姻”，

其后神州租车又选择以别样模式杀入专车领域，与滴滴展开正面交锋。随

着竞争日益白热化，市场对于以神州优车为代表的 B2C 模式和以滴滴出行

为代表的C2C 模式，究竟孰优孰劣，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本案例围绕客户体验、

成本结构、未来布局以及共享经济等几个方面，来探讨滴滴和神州各自的

优劣，分析其模式的差异所在。

蚂蚁小贷：数字普惠金融的社会价值（暂命名）（最后
修订）

指导教授陈龙 和 案例研究员杨燕

小微企业融资难在中国特别突出，但随着互联网技术介入，这一难题正被

攻克。电商起家的阿里巴巴，在 2010 年和 2011 年成立了两家小额贷款公司，

旨在面向阿里电商体系内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卖家提供贷款，企业不需要抵

押，只需要信用。2014 年 6 月，作为阿里金融业务的整合与延伸，蚂蚁金

服成立，小贷业务被划归其中。本案例主要探讨蚂蚁小贷（原阿里小贷）如

何一步步建立基于互联网交易的信贷模式的？与传统信贷机构相比，蚂蚁

小贷的优势何在？以蚂蚁小贷为代表的数字普惠金融又有什么社会价值？

“宝万”股权之争（暂命名）（进行中）

指导教授李晓阳和 案例研究员刘晓婷

2015 年下半年，宝能系通过连续在二级市场增持万科股权，取代央企华

润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打破了万科 15 年来的股权平衡，被市场解读

感谢各位教授与以上案例及项目的研究、指导。如在学院工作中需要案例全文，请联系案例中心    casecenter@ckgsb.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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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野蛮人入侵”。今年上半年，因重大资产重组计划停牌近三个月之后，

万科召开股东大会，宣布引入新的战略伙伴——深圳市地铁集团，却因大

股东宝能系以及华润方面持有不同意见，再掀波澜，引发市场的高度关注。

那么在这场股权争夺中，宝能为何对万科情有独钟？近年来，包括宝能系

在内的保险资金为何频频在二级市场举牌？如何看待外部资金的收购策略

以及公司内部的反收购防御措施？本案例将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尝试解答

这些问题。

企业转型与升级

兆驰股份：传统电视硬件厂商的生态圈构建 ( 已完成 )

指导教授廖建文 和 案例研究员何珊

作为传统的电视硬件制造商，兆驰公司一直在寻求转型。其通过网聚多家视

频内容商、搭建开放型生态圈，希望向互联网制造商转型。那么，这种开放

式的松散型生态圈能否助力兆驰转型？

红领集团：服装个人定制如何实现机械化生产（已完成）

指导教授郑渝生 梁超 和 案例研究员何珊

红领集团是青岛市一家大型企业，主要从事大规模服装定制。本案例通过深

入研究投资红领集团在近些年来的发展，探索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下，传

统企业是如何利用新技术来实现转型。

通用电气：产融一体化的得与失（最后修订）

指导教授李伟 和 案例研究员邓迪

在杰克韦尔奇掌权的时代，GE 曾因为它的金融业务创造了一系列辉煌的业

绩，然而伴随杰克韦尔奇下台、新任 CEO 因梅尔特上任，GE 所面临的经济

环境、金融市场和监管政策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GE

金融业务一落千丈，GE“产融结合”模式也受到诸多质疑和挑战，重整 GE

的因梅尔特决定剥离大量 GE 金融业务。本案例将从宏观经济学、市场监管

环境等方面着重分析 GE 金融业务的兴起与衰落。

海尔数据驱动的网络化转型（暂命名）（进行中）

指导教授李洋 和 案例研究员邓迪

作为中国家电的“老品牌”，海尔家电已经走入近 2 亿的中国家庭。海量的

用户数据如何收集、融合与应用成为了海尔大数据关心的焦点。海尔最新推

出的 SCRM（社会化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正是基于大数据，打通内部数据“孤

岛”，并连接外部市场数据，融合内外，并实际落地应用到相应的 APP，来

助推海尔家电的市场营销。与此同时，海尔也在试水基于用户交互的智能互

联工厂，推行 C2M 大规模定制。本案例将从市场营销、战略管理、大数据应

用等角度来分析海尔这家传统的制造业巨头如何进行战略、组织革新，并实

际落地其基于大数据的互动精准营销和智能制造。

文创产业

听奥飞动漫如何“讲故事”（已完成）

指导教授朱睿 和 案例研究员邓迪

奥飞动漫是我国动漫文化产业的领导者之一，成立十余年，已成功推出如火

力少年王、巴拉拉小魔仙、铠甲勇士，喜羊羊与灰太狼（收购）等 IP，打造

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动漫形象和故事，并打造了以动漫为核心的内容制作、

发行、衍生品制造、品牌授权的产业链条。本案例将主要从市场营销、消费

者心理学、动漫文化产业运营等角度看奥飞如何不断发展并创造一个个动漫

“故事”。

腾讯互娱：互联网时代为 IP 赋能（已完成）

指导教授张维宁 和 案例研究员何珊

近些年，国内涉及文娱行业的公司争相通过深度打造 IP 来开发其商业价值。

腾讯互娱凭借文学、游戏、影视等几大板块的联动，在 IP 打造和引进运营

方面成绩突出。本案例希望通过对腾讯互娱 IP 战略的深入研究，分析以文

娱为核心的公司的商业逻辑以及如何深度拓展 IP 的内在和外在价值。

精美：从纸媒到内容电商（已完成）

指导教授张维宁 和 案例研究员何珊

作为传统纸媒中发行量较大的品牌企业——精品传媒集团，在自媒体、新媒

体辈出的当下，一方面面临用户流失的窘境，另一方面其所对接的品牌广告

商却很难在新兴媒体中找到适合的传播媒介，专业媒体仍是他们重要的合作

伙伴。面临用户端和客户端的尴尬，精品传媒集团决定转型，在旗下孵化一

只专业的新媒体平台——精美 APP。那么精美如何通过 APP 进行转型尝试？

精美 APP 的成立对于正在被颠覆的传统媒体又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呢？

微影时代 : 互联网票务新秩序（已完成）

指导教授张维宁 和 案例研究员何珊

本文主要研究微影时代的商业模式和商业运作，分析它如何以在线票务为切

入口连接行业和用户，逐步构建从 IP 开发、出品、发行、营销、票务到衍生

品售卖的完整电影产业链，并从电影业拓展到赛事和演出，最终发展成为线

上线下的娱乐内容发行平台。

“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报告

BCI 月度调查与报告（进行中）

指导教授李伟 和 案例研究员谷重庆（报告及媒体文章）

中国经济中民营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但市场上一直缺少一个反映民营企业运

营状况的指数。长江的校友中有不少是民营企业家，因此我们利用这一资源，

通过做问卷的方式来获取信息，从而制作出相关的指数。目前，我们每月都

做一次问卷调查，然后根据问卷调查来计算指数，最后根据指数来撰写相关

的报告。每年会操作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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