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研·斯坦福500强商业领袖

项⽬背景 

       2017年9⽉，中共中央、国务院25⽇正式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
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的意见》。提出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尤其指出要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规划引领，
发挥优秀企业家⽰范带动作⽤，加强企业家教育培训。为了贯切这⼀决定，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联合美国斯坦福⼤学，共同推出以“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
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为核⼼理念的国研斯坦福500强商业领袖项⽬。                         
本项⽬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以及相关政府部门领导、斯坦福⼤学知名教授、
国内经济领域权威专家共同组织成导师团队，围绕创新领导⼒为主题，从新理
念、新知识、新视野、新机会、新⽣态等不同层⾯，系统提升企业领导的全球
化视野及国际竞争⼒，同时构筑中国企业商业领袖群体的新⽣态圈。

                                                                    企业家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

                                                                    是最难得的⼈人才

                                                                    国研·斯坦福“500强商业领袖项⽬目”聚才育才

                                                                    为企业家充电、加油，是企业家之家

                                                                    希望更更多的企业家来到国研·斯坦福

                                                                    从这⾥里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成为企业的新领袖

					

															 候云春

                            国研·斯坦福“中国企业新领袖培养计划”中⽅主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原副主任
                          中国评价协会会长
                          中国⼴告主协会会长



主办机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DRC）是直属于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机
构。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
战略性、长期性问题，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中国企业家评价协会

      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是⽬前国内唯⼀⼀家
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的，专门从事全国性企业评价、研究、咨询⼯作的社团
法⼈组织。

     ⾃1988年起，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和管理世界杂志社，会同国务院各有
关部委，按照国际惯例连续8年发布了中国500家最⼤⼯业企业，最佳经济
效益企业、服务业企业和建筑业企业评价结果，对我国⼯业、交通通信
业、⾦融业、建筑业、商业、旅游业、进出⼜贸易等各⾏业企业的规模、
效益进⾏了详尽的分类、对⽐和评价，撰写出⼀系列综合和专项分析报
告，在国内外引起较⼤反响，近年来开展的中国⼤型企业集团研究和成长



型中⼩企业评价以及对中国企业⼈⼒资源管理状况的评价，对推动我国企
业健康有序地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斯坦福⼤学

�  

  

      斯坦福⼤学，是美国著名的顶级学府之⼀。斯坦福⼤学拥有1775名终
⾝教授，包括16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普利策奖得主，21位国家科学奖章
得主，80位国家⼯程院院⼠，132位国家科学院院⼠，233位美国艺术与科
学院院⼠，进⼊只是经济时代后，斯坦福将⼈⽂与科技、知识与资本紧密
结合，成为新经济的摇篮。

核⼼优势

•机构：顶级智库与顶级学府的联合 
        由中南海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与斯坦福⼤学商学院联合主
办，针对中国企业家打造的⾼端教育平台；

•⾔路：⾼层次的智慧分享 
         政策制定相关部门领导亲任导师，深度解读各类政策，帮助企业家
把握⽅向；

•平台：协同共赢 







 

——准确把握国家最新经济政策和产业动态，以新理念开创新市场；
——知名专家教授和政府官员担任导师，与学员共同探讨解决企业实际问题；
——和政府经济主管部门权威政要近距离对话，学员的建议将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参
考。

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与政策

基于中国经济现状，从宏观层⾯剖析当前点问题，解读国家相关经济政策。研讨影响
企业运营的主要政府法规，并就未来经济发展态势及国内经济环境进⾏权威分析与展
望。

中国企业发展的国际环境与战略

分析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帮助企业制定科学的全球化战略，为企业
“⾛出去”战略与“引进来”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重要参考与保障。

中国产业的转型发展与技术创新

围绕中国企业改⾰、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战略和管理以及技术创新⽅⾯的重要问题，
从内外层⾯进⾏深度剖析，重点探讨这些领域的机会、问题及可借鉴的经验。

企业发展模式与战略

为谋求企业长期稳定的⽣存与发展，通过对不同国家企业发展模式及其战略调
整的分析，结合当前政策与经济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建议。

中国企业的资本与财务战略

分析中国企业适⽤的资本财务⼯具，探讨中国企业的资本财务战略模式。 

新理理念       造就前瞻新理理念 
            ——国家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解读





——斯坦福商学院以把企业家培养为现代前沿的先驱者为⽬标
——斯坦福商学院精⼼设计的专注于企业家创新领导⼒的课程体系
——斯坦福商学院教授组成的导师团队带来最前沿的理念

企业组织与战略制定的新思维
⾯对世界经济变化越发快速的现状，探讨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制定相应的发展
战略，以及如何运⽤创新思维进⾏组织设计达成企业战略⽬标。

全球化进程中的机遇与陷阱
全球经济⾼度⼀体化，我们不能忽视其它国家，然⽽如果我们试图⾛出本国⼤门，则
会⾯临巨⼤的失败风险。本模块探讨通过“市场以外的战略”及“荟萃竞争”等⽅法来避
免“外来者劣势”，建⽴对竞争者的优势。

国际市场中的创新战略
企业只有创新才能发展。本模块探讨如何克服对新想法的抵制，激发创造性思维，并
在企业内进⾏内部创业，使创新⼤众化。

⾦融创新与实践
著名⾦融机构的资深⾼管及专家深⼊讲解国际资本市场⾛向，以不同视⾓解读热点话
题，为企业解答如何进⼊美国资本市场及控制⾦融风险。 

新知识       全球背景下的新知识 
            ——斯坦福商学院创新领导⼒力力课程





——美国新经济产业考察

每年定期组织美国考察活动，在斯坦福校园聆听权威教授专题讲座，感受
百年名校的学术底蕴与斯坦福商业智慧。

赴硅⾕知名企业考察交流，见证新经济企业的商业模式，体味硅⾕企业家
的创业激情。

联合国中美企业家年会

亲临联合国⼤会现场。有机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开拓全球伙伴合作的新
视⾓；获得世界范围的新商机；与联合国合作，建⽴参加千年计划的新通
道。国研·斯坦福学员享有联合国⼤会参会资格。

中国企业发展⾼层论坛

2005年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企业研究所发起主办了“中国企业发展⾼
层论坛”，旨在通过这些交流与合作，吸收借鉴国际有益经验，促进中国
的改⾰开放和发展，同时帮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国研
·斯坦福在读学员享有“中国企业发展⾼层论坛”参会资格。

新视野       创新时代的新视野 
            ——站在世界的舞台





——洞察政策⽅向 把握商业先机
——汇聚学友智慧 创造辉煌财富

学员交流合作平台
利⽤并整合国研·斯坦福平台上政府、企业、⾦融机构、专家等优势资
源，建⽴“（学员所在）地⽅政府推荐招商项⽬——（学员所在）⾦融机
构提供投融资服务——（学员所在）企业投资经营——（导师）提供政
策、产业、技术、管理咨询⽀持”⼀体化的区域投资项⽬内部合作新模
式。

产业投资基⾦
针对新兴产业或⼤型投资项⽬，组织相关资源，设⽴产业投资基⾦，通过
群体的⼒量，共同推动新兴产业或投资项⽬的发展。
备注：据不完全统计，采⽤国研·斯坦福内部合作⽅式实施的项⽬投资已
达上百亿元。

新机会       创新时代的新机会 
            ——构筑产业投资合作新模式





 
 
——致⼒于搭建中国⾼端⼈脉与价值分享平台，倡导优质健康的企业家⽣
活⽅式，通过举办各种有益⾝⼼的活动，为学员营造⼀个真诚融洽的信任
链和⾼端⽣态圈。

国际商务考察
不定期组织国际商务考察，向不同国家的世界知名企业学习取经，⾄今，
学员的⾜迹已踏遍美国，欧洲，⽇本等众多国家和地区。

学友企业考察交流
学习期间，将组织赴学员企业参观考察，相互切磋成功经验，共同探讨经
营⼼得。

新领袖⾼尔夫球友会
不定期举办⾼尔夫邀请赛，深化同学友谊，⼴泛结识各界精英，塑造健康
的⽣态圈

国研·斯坦福学友会
学友会是国研·斯坦福为结业学员和在读学员搭建的多元化、⽴体化的交
流平台。通过在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论坛、讲座、研讨会以及各种联谊活
动，增进友谊、分享经验、共谋发展。⾃2004年8⽉以来已成⽴了华东学
友会、华南学友会、东北学友会、西北学友会、西南学友会、华北学友会、
⼭东学友会、资深学友会、青年学友会9个学友会。

新⽣生态       企业领袖的新⽣生态 
            ——营造健康成⻓长的企业家⽣生态圈



中⽅课程
1，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与政策

作为企业的当家人和领路人，企业领袖需要具备宏观的视野和把握行业趋势的
韬略。宏观的经济发展形势和政策信息解读不但帮助企业家“抬头看路”，及
时沟通宏观信息和经济发展的思路，还给学员们提供了可贵的与国家政策制定
者们同堂交流的机会。 

课程大纲： 
——深入解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宏观经济发展趋势 
——当前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 
——分析中国企业所处的法律环境，探讨企业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 
——围绕企业经营所需面对的经济环境、产业环境展开深入讲解和探讨 
——帮助企业家学员更懂得如何“抬头看路”，制定企业应对战略 
——中国税收制度改革与企业发展 
——中国的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 

2，中国企业发展的国际环境与战略

作为出口大国，我们的很多企业家在对外贸易中曾经遭遇困惑。同时，中国经
济的发展也为企业的国际化搭建了舞台。初涉国际舞台的中国企业领袖，需要
了解国际市场运作的知识，熟悉我国相关政策、法律及其变革思路。本课程的
目标是为企业“走出去”战略与“引进来”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重要参考与保
障。 

课程大纲：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环境 
——当前经济形势和增长阶段转换 
——世界经济新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与金融格局，掌握全球化投资政策与经营策略 
——中国发展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下一年的海内外经济形势展望 
——帮助企业制定科学的全球化战略 

3，中国产业的转型发展与技术创新

面对中国正处于的全力推动经济转型、加快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企业家在这
个时候应当主动寻找出路，不断探索转型升级的新途径。本模块的目的是帮助



企业家在这个关键时期，发现企业转型发展过程中问题所在，并找出解决思路。

课程大纲： 
——新政策信息下的新兴产业技术及其蕴藏的商机 
——中国企业转型发展的方向 
——产业转型的主要途径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转型升级 
——工业化与信息化 
——探讨企业创新模式及战略转型策略 
——解读经济转型发展与产业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 

4，企业发展模式与战略

为谋求企业长期稳定的生存与发展，企业家需要依据企业内外部，并结合当前
的环境与信息来不断的制定新的策略以实现核心目标及接近愿景。本模块侧重
案例分析，通过国外企业的具体案例，为企业家提供可借鉴的国外企业的实践
经验。 

课程大纲： 
——中国企业转型发展的经验与策略 
——不同国家企业发展模式的特点分析 
——国内外企业的发展战略调整具体案例分析 
——企业在发展和战略调整过程中应具有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社会责任 

5，中国企业的资本与财务战略

资本运作与公司财务战略的调整是为谋求企业资金均衡、有效流动和实现企业
发展战略。加强企业财务竞争优势，在分析企业内、外环境因素影响的基础上，
对企业资金运用进行全局性、长期性和创造性的谋划。通过资本本身的技巧性
运作或资本的科学运用，实现价值增值、效益增长。在复杂多变的资本市场和
财务环境中，卓越的企业领袖需要运用适当的资本运作及财务战略来带领企业
腾飞。 

课程大纲： 
——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产融结合经营案例 
——金融战略模型结构 
——企业资本运作实操模式及其运作过程中的风险管控策略 
——思考公司价值、价值评估、价值评估建模与价值理论 
——金融市场综述：美国、中国及世界金融一体化 
——投资环境、投资工具、投资管理 
——合理安排股权、债券与资本结构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构建科学的资本运作战略，制定企业价值优化管理模式 



中⽅师资

徐匡迪 

第⼗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程院原院长

 

王梦奎 

第⼗⼀届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原党组书记

  

             

陈清泰      

中国发展研究基⾦会理事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原主任

 

贾康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之⼀
全国政协委员
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著名财经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中国税务学会、中
国城市⾦融学会和中国改⾰研究会常务理事）



张燕⽣生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席研究员
原国家发展与改⾰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王⼀一鸣 

国家发展和改⾰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
究员
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区域经济

巴曙松 

中国银⾏业协会⾸席经济学家
⾹港交易所⾸席中国经济学家
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融研究所副所长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余永定 
⽜津⼤学经济学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师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研究领域：国际⾦融、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问
题



秦亚⻘青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之⼀
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外交学院院长

李李　伟：                                韩　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王⼀一鸣：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余　斌：                                刘建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   外交部部长助理 

怀进鹏：                                季晓南：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国务院国资委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美⽅课程
1，企业组织和战略制定的新思路

本模块围绕战略制定的既有做法和新兴实践作深入探讨。在富于动态的竞
争市场中，企业如何创造有效的竞争策略和链接策略，并使该战略在多个
市场中融会贯通是首要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进一步解析企业战略方面的
前沿性思路，从而找到企业战略的新发展和新的组织设计来支持这些策略。

课程大纲： 
企业战略与组织认同 
战略从何而来：发现一致性 
战略领导力：评估战略状况、“感知价值”和“实施成本的分析” 
“战略钻石”框架 
“波特增加”（Porter Plus）框架 
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企业长治久安的战略动力 
管理企业战略 
战略与组织设计：从战略到实践 
越界干扰的管理 
组织创新改善企业工作 



2，全球化进程中的机会与陷阱

我们将在本课程中探索国际化中的机会与威胁。我们应怎样认识新兴的国
际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和各个国家、市场的差异。我们将立足于此，研
究应怎样创造能在各个国家同时成功的策略和组织。 

课程大纲： 
全球化与商业机遇 
全球经济中的“荟萃竞争” 
全球化与市场评价 
全球化与战略优势 
管理文化差异 
全球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市场以外的战略 
激励措施、成本和利益组织 
全球范围内市场以外的限制 
作为战略工具的私人政治：活动家、非政府组织和危机 

3，国际市场中的创新战略

创新是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富于活力的国际市场。一些企
业不断创新，另一些企业尝试但失败了。成功的企业是怎样鼓励新想法，
是怎样把想法带入产品和服务的？本模块将重点讨论这些问题。 
课程大纲： 
认识创新文化 
内部创业 
设计正确的供应链 
薪水等级创新 
建立高效组织文化：管理实践创造价值 
克服对新想法的抵制 

4，⾦融创新与华尔街实践

通过对国际资本市场的系统介绍，以及对美国财政金融政策和热点话题的
解读，帮助企业家把握国际宏观经济金融走向，理解国际金融对国内企业
提出的挑战和机遇，可以为企业“走出去”战略提供策略性操作层指导和
帮助。课程内容突出实践性和前沿性。 

课程大纲： 
全球财富资本市场纵观 
建设久远和诚信的财富管理市场 
中国企业如何在美国资本市场运作中如鱼得水 
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运作中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私募基金的投资策略 
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融资全方面解析 
金融风险控制 



风险情报 
国际政治趋势对未来资本市场的影响 
全球经济和金融资本市场走向 
美国财政和金融政策详细解读 

美⽅师资

Jean C. Oi 戴慕珍

美国斯坦福⼤学政治学系威廉 哈斯讲座教授
弗⾥曼 斯伯格⾥国际问题研究所⾼级研究员 

 

John Roberts 约翰 罗伯茨

经济学、战略管理学、国际商务学约翰 H. 斯卡利教席教授
⼈⽂与科学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
全球管理学系系主任
总裁课程战略与组织学学科副主任 
 

Robert A. Burgelman

管理学埃德蒙 W. 利特菲尔德教席教授
斯坦福⼤学总裁课程执⾏主任 
 

Glenn Carroll 格伦 卡罗尔

组织学劳伦斯 W. 莱恩教席教授
学术事务⾼级副院长
⼈⽂与科学学院社会学荣誉教授
新加坡斯坦福国际⼤学总裁课程国际管理学学科副主任 

           



中国⽯油天然⽓集团公司 党组成员

中国⽯油化⼯集团公司 党组成员（2名）

中国南⽅电⽹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海尔集团公司 副总裁（5名）

和记黄埔中国港⼜ 总经理

⾹港中华煤⽓有限公司（内地公司） 总经理（4名）

沈阳煤业集团 董事长、党委书记

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总裁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副总裁（2名）

中国电信集团 副总经理

中国万达集团 董事局主席

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国地质⼯程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2名）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

中国航空技术进出⼜总公司 总经理

中国核⼯业第⼆三建设公司 总经理

中国建设银⾏股份有限公司 总⾏副⾏长

中国建筑第三⼯程局（集团公司）总经理

中国⽣物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淮柴动⼒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三⼀重⼯ 副总裁

河北敬业集团 董事长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双星集团 董事长

包钢（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台北富邦银⾏ 总经理 副总经理（3名）

珠海振戎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奥凯航空有限公司 ⾸席执⾏官

巴克莱银⾏ Associate Director

上海浦东发展银⾏股份有限公司 总⾏副⾏长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本⼭传媒集团 副董事长

北京汇源饮料⾷品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北京⾸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党委书记

⾸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远东控股集团公司 董事局主席

西⼦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这 个 群 体 领 导 的 企 业 为 中 国 GDP 贡 献 近 30%



学员分布

 

35%

16%

49%

36岁⾄至50岁49 %
50岁以上35%
35岁以下16%

4%

15%

34%

47%

⺠民营企业47%
国有企业34%
外（合）资企业15%
政府及其他4%

8%

4%6%

8%

9%

19%
21%

25%

⽣生产制造业25%
能源化⼯工21%
房地产开发19%
IT9%
贸易易/运输/物流8%
⽣生物医疗6%
⾦金金融业4%
其他8%

学员年年龄 单位性质 ⾏行行业分布

0

10

20

30

40

5亿元以下9%
5亿元-50亿元29%
50亿元-100亿元37%
100亿元以上25%

⾃ 2004 年 ⾄ 今 ，共 有 700 余 位 企 业 领 导 成 为 国研·斯坦福 的 学 员 。



学员代表

陕西⾦花企业集团 吴⼀坚              河北敬业集团  李赶坡                   远东控股集团 蒋锡培

第⼗届全国⼯商联副主席                          第⼗⼀届全国⼈⼤代表                                中共⼗六⼤代表
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全国⼯商联冶⾦业商会副会长                    江苏省⼗⼆届⼈⼤代表
陕西省总商会副会长                                  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                            全球中⼩企业联盟副主席
陕西省医药协会副会长                              河北省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亚洲制造业协会副会长
九届、⼗届、⼗⼀届全国政协委员          河北省冶⾦⾏业协会副会长                        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中国万达控股集团 尚吉永                西安海星集团 荣海                         顾家集团 顾江⽣

全国⼯商联执委                                             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                           中国家具协会执⾏主席
⼭东省⼯商联副主席                                     2000年紫荆花杯杰出企业家                       全国⼯商联家具商会副会长
⼭东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                     陕西功勋企业家                                           浙江家具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国际商会⼭东商会副会长                     中国⼗⼤民企英才                                       杭州市政协委员



西安东盛集团 郭家学                      中天钢铁集团 董才平                     万马联合集团 张德⽣

第⼗届全国⼈⼤代表                                 第⼗⼀、⼗⼆届全国⼈⼤代表                     浙江省第⼗届⼈⼤代表
陕西省政协委员                                         全国⼯商联冶⾦业商会副会长                     杭州市第⼋届政协委员
中国民主建国会陕西省委员会委员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浙江省慈善总会副会长    
陕西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江苏省商会副会长                                         杭州市第⼗届⼯商联副会长
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                 江苏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                     临安市⼈⼤常委会副主任            

只有志存⾼远，才敢为天下先。

⽴百年之基业，展万⾥之宏图。

这是国家和⼈民，对企业家领袖。

对未来中国之拔新领异者的共同期待。

                                                      ——国研·斯坦福

  
• 开课时间：2017年11月24日-26日 

• 培养周期：共9个模块，18个月完成。每一个月集中授课一次，每次周
末两天。 

• 学习地点：斯坦福大学（中国）中心 

• 选拔对象：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A股上市公司、各行
业百强企业董事长、总裁、实际控制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6%B0%91%E8%90%A5%E4%BC%81%E4%B8%9A%E8%81%94%E5%90%88%E4%BC%9A/10394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