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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收获

课程体系

师资力量
（部分授课教授）

授课教授 简介

李其

仲为国

王辉

江明华

陆正飞

翟昕

王汉生

武常岐

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1979 年 9 月至 1983 年 7 月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9 年 9 月至 1997 年 6 月就读于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获社会与经济科学博士学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北大光华—日出东方”青年学者。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辉教授为国内外多家企业进行
领导力，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管理，人际沟通，团队建设等方面的培训。

经济学博士 / 博士后。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兼任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

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她在清华大学取得双学士与工学硕
士学位，在美国普渡大学商学院取得管理学博士学位

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系主任。2001 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校，统计学博士。现为国际统计协会会员，美国统计学会，美国数理统计研究员，英国皇家统
计协会，以及泛华统计学会 International 会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1982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经济学系。1986 年获
比利时鲁汶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0 年获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武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为
战略管理、国际商务和产业经济学。

1997 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和博士生导
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品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主题模块 课程名称

全球化、产业与增长

宏观格局

视界突破

战略创新

组织赋能

国际经济形势及挑战、
“一带一路”及自贸区战略解读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伊斯兰文明与当代伊斯兰世界

国际产能合作政策

战略思维与创新

海外投资环境与机会

组织中人的管理

央企参访与座谈

主题模块 课程名称

营销升级

精益财务

认知洞察

资本运作

数据分析

展望提升

营销管理与品牌建设

海外投资模式与创新

财务：精益管理 （线上课程）

中西哲学的比较视野及其文化效应

冲突管理

海外业务实务操作与指南

企业家借力中的智慧

风险管控与企业责任

数据：商业决策 （线上课程）

企业国际化经营

世界 500 强企业参访与座谈

整合优质商学教育资源和行业资
源，全方位多角度了解中国及至
全球经济与产业的宏观环境及趋
势以及与之对应的国际经济与贸
易。

趋势前瞻

聚焦企业国际化经营面临的问题
与挑战，提升跨国企业运营决策
及转型升级的战略思维和方法论，
助力企业领导者对复杂环境中问
题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聚焦明辨

挖掘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奥秘，通
过中外知名企业和平台标杆进行
实践教学，加强企业领导者推进
国际化进程的战略构建与实施能
力，全面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知行合一

开学时间
2021 年 4 月，上课地点为北京大学

学制
12 个月，共 10 个模块，周末集中授课

费用
� � � � � � � 元 / 人

（其中包括学费、教学资料费、案例使用费、
教学管理费、茶歇费用，不包含交通食宿等费用。）

项目说明

获得证书
完成全部规定的课程及学习任务，经
考核授予光华管理学院“新型国际化
领航人”培养项目结业证书。

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国际秩序、世界经济秩序、全球化经济合作面临着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我们如何聚焦国际化
的模糊认知到深刻理解“国际化”，布局新型国际化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发展新理念，
强化国际产业合作能力。新型国际化领航人需要做好准备，和全球产业链重新对接，实现新型国际化。

“新型国际化领航人”高级管理课程，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为中国企业新型国际化发展的企业创始人、董事长、总
经理以及关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相关企业与机构负责人打造的全新方案。汇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和科
学人文名师，为学员提供全面的新型国际化思维框架，实现学习、实践、交流和落地的深度融合。

* 以最终课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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