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大讯飞：探寻人工智能的实现路径（已完成）
指导教授：李伟	 研究员：梅新蕾
从中科大实验室到市值近千亿的国内智能语音龙头企业，科大讯飞如何利用“产学研”基础积累核心技术优势，又如何探索其核心技术的产业化路径？从投

资者的角度看，目前科大讯飞在智能语音领域的业务格局、商业模式、经营状况以及产业链地位如何？放眼未来，正在从智能语音向人工智能领域跨越的科

大讯飞，有何增长前景和战略挑战？

千亿市值的电池巨头：宁德时代是怎样崛起的！（已完成）
指导教授：李伟	 研究员：祝运海
成立不到 7 年的宁德时代迅速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而且市值超越了老牌新能源龙头比亚迪。宁德时代的成功有什么秘诀？未来还能保持

这样的高速发展趋势吗？

乐信：打造消费金融的闭环生态（计划中）
指导教授：欧阳辉					研究员：杨燕
乐信是一家金融科技集团，经过五年多的发展，乐信旗下目前拥有互联网消费金融电商平台分期乐、网络借贷中介服务平台桔子理财、以及资产管理开放平

台鼎盛资产，初步形成了一个互联网消费金融的闭环生态。本案例主要探讨乐信闭环生态是如何构建的，以及其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走向开放：比亚迪能再造传奇吗？（已完成）
指导教授：李伟					研究员：祝运海
比亚迪曾经是中国乃至世界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的领先企业，吸引了大量公众及专业投资者的目光。但经历过曾经的辉煌之后，千亿市值的比亚迪疲态初现。

比亚迪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遵循着什么样的战略，这个战略有什么得与失？

红纺文化：管理咨询模式的 IP运营（已完成）
指导教授：李洋	 研究员：祝运海
红纺文化成立于 1999 年，最开始从事以出口代加工为主的服装生产业务，2005 年开始接触 IP，并在 2008 年成为奥运会福娃的保密生产商。经过数年在 IP

管理与运营上的积累与探索，如今红坊文化在 IP 的风口之上，已成功转型为目前国内最大的 IP 商业转化集团。那么，作为一家由传统生产转型的 IP 运营企业，

红纺文化在 IP 引进上有何独特的思考？如何运营 IP，落地 IP ？它的核心竞争优势究竟是什么？

万达战略转型：三十而立，走向何方？（已完成）
指导教授：滕斌圣					研究员：祝运海	
作为一家传统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万达借着中国房地产行业大发展的东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之一。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以及房

地产行业形势的变化，万达也面临着转型与发展的新挑战。万达向何处去已经成为摆在万达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美的智造：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已完成）
指导教授：梁超	 研究员：祝运海
作为中国家电行业的一家领军企业，美的为什么会产生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美的采取了哪些手段与步骤来进行数字化转型？在转型过程中，美的又遇到了哪

些问题与挑战，有什么得与失？对于其它企业及相关者，能够从美的数字化转型中学到哪些东西？本案例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剖析。 

远景能源：从智能制造到能源互联网（已完成）
指导教授：梁超	 研究员：梅新蕾
成立于 2007 年的民营企业远景能源，如何通过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源整合抓住新能源行业风口，在短短十年内快速成长为国内领先的智能风机制造商？又如

何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完成从风机硬件设备制造向智慧能源管理服务的转型、升级？其在全球化布局与全球资源整合方面又有何成功经验？ 

小米：一骑绝尘后的挑战（已完成）
指导教授：滕斌圣					研究员：李梦军
“互联网思维”成就了小米的商业模式，小米在一骑绝尘之后，面临哪些严峻挑战，又是如何继续巩固和扩张自己的市场地位的？

乐视生态：相关多元化（已完成）
指导教授：滕斌圣					研究员：梅新蕾
乐视布局生态圈战略的实践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为何会以失败告终？在复盘乐视生态体系的“生命轨迹”、分析其生态构建得失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如

何客观、理性的理解生态圈战略这一新理念？

小狗电器中央维修模式（已完成）
指导教授：郑渝生					研究员：闫敏
依托电商平台快速发展带来的流量红利，小狗电器迅速成长为吸尘器线上零售的知名品牌，售后服务问题也很快凸显出来。是与传统售后网点合作，还是另

辟蹊径？小狗电器中央维修模式创新性地解决了售后服务问题，并在顾客满意、成本控制、产品质量三方面有所改进。

联想（进行中）
指导教授：李伟					研究员：祝运海
联想曾经是中国科技企业的代表。但近年来，曾经耀眼的科技巨星光芒逐渐暗淡。联想是怎样逐渐走上下坡路的？联想未来将向何处去，联想还能再次辉煌吗？

阿拉善SEE基金会：用企业家精神做公益（已完成）
指导教授：朱睿					研究员：李梦军
阿拉善 SEE 是企业家以社会责任为己任所组成的中国最大的环保公益组织。本案例主要介绍了企业家做公益有何创新之处，与普通人做公益有什么不同？

蚂蚁森林：用商业的手法做绿色公益（已完成）
指导教授：黄春燕					研究员：祝运海、梅新蕾
传统公益模式中，捐赠人与公益组织之间是简单的金钱赠与关系，除此之外的联系非常松散。这造成了传统公益筹款难、透明度低、社会影响力小等诸多问题。

而蚂蚁森林所代表的新环保公益模式让亿万公众深度介入公益项目，不但推动了公益项目的执行与发展，更深入改变了参与者的日常行为模式。蚂蚁森林是

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本案例将为您做深入地探讨。

矢崎公司：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已完成）
指导教授：朱睿					研究员：李梦军	
日本矢崎集团成立于 1941 年，是一家 100% 家族控股的世界 500 强企业，至今已有 77 年的历史。汽车用电线组件是矢崎集团的主营业务，其产品占世界

市场份额约 30%，居全球同行业之首。回顾矢崎集团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家族企业通过三代人的努力仍然在不断地发展、创新。矢崎是如何做

到的，矢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支持一个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德龙钢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进行中）
指导教授：朱睿						研究员：李梦军
钢铁厂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重度污染行业。德龙钢铁作为一家钢铁企业，把钢厂变成了国家 AAA 级景区，一年要接待上万人次。德龙钢铁通过高标准高要求

倒逼企业内部管理改革，以确保巨额的环保投入，同时还实现了吨钢利润河北第一的优良业绩。德龙的实践打破了环保公益与利润不可兼得的神话，作为传

统行业的环保公益创新案例，德龙钢铁的实践值得借鉴。

黑暗中对话：十字路口的抉择（进行中）
指导教授：朱睿						研究员：李欣	李梦军
黑暗中对话德国总部接受了一笔捐款，从社会企业转型到慈善组织。作为被授权的中国黑暗中的对话，目前运作方式是社会企业，也将面临变革。是用眼泪

获取同情？还是坚持以社会企业的方式艰难维持运营？蔡史印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盒马鲜生：阿里新零售业态（已完成）
指导教授：荆兵					研究员：李梦军
近年来，一方面，传统实体零售商业受到电商的冲击以及物业人工成本上涨的压力营收下滑，缺乏新的增长动力；另一方面，电商行业的流量红利逐渐消失，

行业增速逐渐放缓。谋求变革成为了无论是实体零售还是电商的共同追求。盒马鲜生就是阿里巴巴集团在新零售业态方面的新尝试，本案例旨在研究盒马鲜

生的商业逻辑与运营模式。

永辉超市：生鲜保卫战（已完成）
指导教授：荆兵					研究员：李梦军
在传统零售受到电商、新零售的巨大冲击下，永辉超市依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成功迈入千万市值俱乐部。作为后起之秀，是什么成就了如今的永辉，

永辉如何能够实现转型？ 

苏宁易购：线上线下的融合之路（已完成）
指导教授 :滕斌圣					研究员：杨燕	邓迪
十年的时间里，苏宁如何开始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转型之路？在此模式下，苏宁的线上电商和线下实体又是如何有效融合，协同发展？

拼多多：社交电商龙头的来处与归处（进行中）
指导教授：荆兵					研究员：梅新蕾
随着电商市场逐渐进入存量竞争的下半场，社交流量成为一片备受关注的“蓝海”，但以阿里、京东为代表的传统电商平台在此领域的布局乏善可陈。在此

背景下，诞生于微信生态内的拼多多展现了社交电商模式落地的初步成功，但爆发式增长之后亦需直面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本案例将探讨拼多多迅速崛起的

驱动力以及潜在的发展方向。

上海上美：吕义雄式“无为而治”（已完成）
指导教授：张晓萌					研究员：梅新蕾
企业的基因和成长轨迹，往往与其创始人和领导者的风格息息相关。深耕国内化妆品行业十余年的上美集团经历了何种战略演变？其创始人吕义雄如何通过

“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将上美打造成一匹行业黑马？在一个高度竞争、人才无价的行业中，吕义雄如何激励员工、保持核心人才团队稳定？

香天下：文化渗透与项目制（计划中）
指导教授：张晓萌					研究员：梅新蕾
在劳动密集型的餐饮行业，朱星全的香天下集团为以下问题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答案：对于大量的一线服务人员，什么样的激励机制是有效的？企业领导

者如何打造企业文化，并将其有效渗透至一线员工？内部项目制和品牌管理平台具有什么价值？

正面理解房地产税（已完成）
指导教授：李伟	 研究员：谷重庆
每隔一段时期，房地产税就会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作为直接向房产征收的税种，房地产税是一种直接税，而且几乎肯定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房地产税呢？除了对房价的影响，房地产税最关键的影响实际上是对地方政府转型的影响。要把中国地方政府运作目标从经济发展

转为提供公共服务，房地产税是关键的配套政策。

勤劳至多步入小康，发达需要直面金融创新（已完成）
指导教授：李伟					研究员：谷重庆
长期以来，有一批优秀的中国企业选择在海外上市，例如京东集团在纳斯达克，阿里巴巴在纽交所，腾讯在联交所。实际上这些公司的收入几乎全部都在国内，

国内的投资人对它们更了解，也倾向于给更高的估值，但这些公司为何还要舍近求远？其背后的问题发人深省，直指中国金融改革。

加征关税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吗？（已完成）
指导教授：李伟	 研究员：谷重庆
2018 年，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了额外的关税，希望以此来降低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中国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从现有的格局来看，美

国政府加征关税的行为或许可以减少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但却很难降低其贸易逆差总额。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本质上是个金融问题，它与美元的国际货

币地位有着极大的联系，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寄希望于关税来减少贸易逆差总额，无疑是不现实的。

国际金融视角下的美日贸易摩擦（已完成）
指导教授：李伟	 研究员：谷重庆
二战后，日美之间曾长期存在贸易战，其中的历史意义颇值今日的中国借鉴。战后美元成为了国际货币，这造成了一个问题，即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元的需求

大于美元对其他国家货币的需求，大量资金流入美国，日本也通过贸易顺差的方式将大量的资金投在美国，这导致美元币值高估，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虽然美国在具体的贸易政策和贸易问题上屡屡获胜，但对日贸易逆差问题却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实际汇率与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化（已完成）
指导教授：李伟	 研究员：谷重庆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得美元天然的处于容易被高估的地位，但美国仍然可以通过调整其国内物价水平的方式来减少贸易逆差。然而，这种做法需要使用紧

缩的宏观经济政策。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会使得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升高，在政治上会使得政府面临很大的压力，因此美国政府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走这

一步的。

< 广场协议 >与日本经济变革（已完成）
指导教授：李伟	 研究员：谷重庆
1985 年，日美等国签订了《广场协议》，日元对美元汇率开始升值，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开始减少。日元升值冲击了日本的出口，日本随即降低了利率，

1987 年年初，《卢浮宫协议》签署，日本开始阻碍日元升值，这使得日本的货币供应量大增，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宽松的货币环境，资产价格大涨。随着资产

价格的上涨，日本的通胀也开始抬头，最后日本央行下决心收紧货币政策，泡沫破灭，日本经济出现了过山车。

中美贸易战路在何方？（已完成）
指导教授：李伟	 研究员：谷重庆
与多年前一样，贸易战的办法没有解决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今天加税的方法同样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但从中国的立场上来说，作为一个发展

中国家，贸易顺差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贸易顺差相当于借钱给别人，一个穷国在借钱给一个富国，而且这个穷国的资本回报率是高于这个富国的，这明显

不是一个合理的事情。所以中国应该想办法逐渐调低自己的贸易顺差，将宝贵的资本尽量多的留在国内，目前的发展模式无疑是不明智的。

BCI 月度调查与报告（进行中）
指导教授：李伟					研究员：谷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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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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案例快讯

所属学科 案例名称 研究主旨

科技创新
与应用

科大讯飞：探寻人工智能的实现路径 科大讯飞在智能语音的发展现状、未来布局和挑战

宁德时代：千亿市值的电池巨头是怎样崛起的 宁德时代发展的历史、快速成功的原因

乐信：打造消费金融的闭环生态 探讨消费金融的落地模式及风险因素

企业转型
与发展

走向开放：比亚迪能再造传奇吗？ 比亚迪战略转型的得与失

红纺文化：管理咨询模式的 IP 运营 红纺文化如何引进、运作、落地 IP ？

万达战略转型：三十而立，走向何方？ 万达转型经验与面临的挑战

美的智造：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 美的数字化转型，起因、进展及得失

远景能源：从智能制造到能源互联网 远景能源的转型经验，以及在全球化布局的实践

小米：一骑绝尘后的挑战（更新） 从小米手机到小米生态链的演进过程

乐视生态：相关多元化（更新） 复盘乐视生态体系的“生命轨迹”，探讨乐视生态战略得失

小狗电器中央维修模式 制造业服务化 / 产品服务化的创新

联想（暂命名） 联想战略选择及落地实施的得与失

公益创新与
企业社会责任

阿拉善 SEE 基金会：用企业家精神做公益 阿拉善 SEE 的公益创新

蚂蚁森林：用商业手法做绿色公益 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公益模式的改造与创新

矢崎公司：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矢崎公司可持续发展研究

德龙钢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德龙钢铁的环保公益创新

黑暗中对话：十字路口的抉择 黑暗中对话如何选择自己做公益的方式？

新零售

盒马鲜生：阿里新零售业态 盒马鲜生的商业逻辑与运营模式

永辉超市：生鲜保卫战 在新零售变革中，永辉超市如何实现转型

苏宁易购：线上线下的融合之路（更新） 苏宁线上线下融合的转型之路

拼多多：社交电商龙头的来处与归处 拼多多迅速崛起的驱动力以及潜在的发展方向

人力资源与
企业文化

上海上美：吕义雄式“无为而治” 上海上美创始人“无为而治”管理风格研究

香天下：文化渗透与项目制 香天下的激励机制与朱星全如何打造文化

宏观经济

正面理解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税种，其作用又在何处？

勤劳至多步入小康，发达需要直面金融创新 中国金融改革

加征关税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吗？ 美国寄希望于关税来减少贸易逆差总额，是不现实的

国际金融视角下的美日贸易摩擦 二战后，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

实际汇率与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化 美国政府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采取紧缩的宏观政策

《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变革 日本的经济变革

中美贸易战路在何方？ 中国应逐渐调低贸易顺差，将宝贵的资本尽量多的留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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