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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19年浙江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优秀教学案例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老师： 

根据《浙江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优秀教学案例认定

办法(试行)》（浙大研院〔2019〕26号）文件精神，经个人申

报、学院（系）推荐、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共

认定了 21个浙江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优秀教学案例（名

单见附件一）。此外，48个已被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全国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浙江省学位办等认

定的优秀教学案例被直接认定为浙江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优秀教学案例（名单见附件二）。现对 2019年浙江大学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优秀教学案例认定名单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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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9年浙江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优秀教学案例认定名单 

学院 案例名称 作者 

经济学院 德发公司房产拍卖案例分析 徐  志、周  萍 

经济学院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虚开发票发放工资

的案例 

徐  志、王佳瑶、 

杨蓉洁 

经济学院 
福建三钢闽光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案 
徐  志、潘冬慧 

光华法学院 
萧山五青年抢劫杀人案——刑事诉讼

中的证明标准与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 
胡  铭 

光华法学院 
复旦投毒案——预谋型故意杀人罪死

刑裁量中酌定量刑情节的规范适用   
叶良芳 

光华法学院 
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区分原理：以许霆

案为例 
高艳东 

管理学院 
诚大如何破解大订单带来的产能难

题？ 

王世良、杨祥吼、 

张胜男 

管理学院 沈荡黄酒如何定位？   戚  译、汪曙青 

管理学院 
新潮传媒：继续跑马圈地还是寻找下

一片蓝海？ 

郑  刚、梅景瑶、 

窦军生、朱  凌 



学院 案例名称 作者 

管理学院 一企两制：海康威视的内部创业探索 郑  刚、杨南奕 

管理学院 瑞维奥科技的回报众筹  
金  珺、郭  敏、 

林建青 

管理学院 
向左走？向右走？-网科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的战略转型抉择 
徐伟青、卢永达 

管理学院 缸鸭狗跨区域店址如何选？ 
徐伟青、张大亮、

吴宵妮、王诗翔 

管理学院 
为时尚早还是恰逢其时：Rokid 在 AR

眼镜量产中的抉择 
杜  健、卢柯颖 

管理学院 华为企业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张刚峰、许冬晴 

建筑工程学院 港珠澳大桥大节段钢箱梁施工监控 汪劲丰 

建筑工程学院 
青岛市延安三路交通时空资源协同优

化设计 
金  盛 

建筑工程学院 平原河网地区海绵城市建设 周永潮 

工程师学院 
成本大计精细为赢：中建三局杭州国

际中心项目的成本管控之术 
俞洪良 

工程师学院 海尔智能工厂的数字化、智能化解密 顾  复 

工程师学院 石化工程项目成本控制创新之路 毛义华 

 

 



附件二 

2019年浙江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优秀教学案例直接认定名单 

学院 案例名称 入选案例库名称 

经济学院 

从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骗贷

案看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发

展风险管理 

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

库 

经济学院 

从传统商业银行到金融科

技银行：招商银行的智能

化探索之路 

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

库 

经济学院 四海商舟转型之路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管理学院 

从 PPG 到 VANCL 网络服

装销售的商业模式演进

（From PPG to Vancl 

Business Model Evolution 

of Online Apparel 

Retailing）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首届全

国百篇优秀教学案例评选获奖

案例)，毅伟案例库 



学院 案例名称 入选案例库名称 

管理学院 
华荣公司的管理措施为什

么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首届全

国百篇优秀教学案例评选获奖

案例) 

管理学院 
从产品制造到文化创造—

—万事利的商业模式创新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二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中粮包装：2000-2010 年

间的组织结构演化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二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从传统金融到维基金融—

—建行浙江省分行网络银

行运作模式创新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三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成江药业：创始人之间的

合作裂痕如何修复？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三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明德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A)——创业历程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三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学院 案例名称 入选案例库名称 

管理学院 迪安诊断往何处走？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四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秀山茶业 BtoC 抹茶产品

上市之惑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四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盾安集团的社会责任演进

之路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四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千岛湖有机鱼该游向何

方？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四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华特工艺厂产品质量困境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五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天长保险浙江公司的组织

变革路在何方？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五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文化，让万事利丝绸重放

光彩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五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易时科技新业务开发引发

的组织变革风波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五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GZT 公司的海外业务发展

之路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六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艾雅莱服饰公司的库存梦

魇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六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学院 案例名称 入选案例库名称 

管理学院 
大数据时代同花顺这副牌

该如何打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六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隐性服务失误应该如何处

理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七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韩都衣舍的组织创新：以

“产品小组”为核心的单品

全程运营体系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七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涵琳的品牌推广之困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七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万向集团创新全球化

（1984 年-2016 年）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八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维库公司战略转型之惑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八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人人都是老板：永辉超市

的“全员合伙”制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八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以创代承：方太茅氏父子

的跨代创业历程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八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廸立公司先进制造中心主

任的人选之惑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九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学院 案例名称 入选案例库名称 

管理学院 
聚散沉浮为哪般？星茂公

司创业过程中的人和事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九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永不过期”的道德基因：

广药集团的战略性社会责

任探索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九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海康威视的国际化与超越

追赶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九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从“学标”到“越级对标”：

吉利汽车的超越追赶之路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十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心相近、习相远：问心公

司创业团队成员为何最终

分道扬镳？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十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寻觅桥梁人物：吉利并购

沃尔沃后的 CEO 人选之

问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第十届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管理学院 Xiaomi Inc. in 2018 

斯坦福案例库、哈佛商学院出

版社( Harvard Business 

Publishing)案例教学资源平台、

The Case Centre  



学院 案例名称 入选案例库名称 

管理学院 Xiaomi Inc. in 2017 

斯坦福案例库、哈佛商学院出

版社( Harvard Business 

Publishing)案例教学资源平台、

The Case Centre  

管理学院 
Xiaomi's globalization 

strategy and challenges 

斯坦福案例库、哈佛商学院出

版社( Harvard Business 

Publishing)案例教学资源平台、

The Case Centre  

管理学院 

The Chines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n 

2012 and beyond 

斯坦福案例库、哈佛商学院出

版社( Harvard Business 

Publishing)案例教学资源平台、

The Case Centre  

管理学院 
攀钢钢钒的现金选择权之

痛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优秀案例） 

管理学院 我的风险投资契约之恋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管理学院 
南华勘测设计集团有限公

司的预算改革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学院 案例名称 入选案例库名称 

管理学院 

产业转型升级、战略调整

与 A 公司全面预算管理之

困境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社会组织的自主性：

比较案例分析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

例库 

公共管理学院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

选择与政府职能转变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

例库 

公共管理学院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

新形态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

例库 

公共管理学院 
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如何

形成?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

例库 

公共管理学院 
“虎哥回收”：开启城市垃

圾治理新时代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

例库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          2019年 12月 3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