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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企业管理素养研修班          

【教育单位】 

北京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

程”重点建设院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北京大学历史最悠久

的院系之一，也是中国高等院校中最早建立的专门的经济系

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出很多在学界

享有崇高声誉、学养深厚，影响深远的大师级人物，可谓“大

师如林，贡献卓著”。如李大钊、马寅初、赵迺抟、陈岱孙、

樊弘、陈振汉、熊正文、杜度、赵靖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国家经济学基础

人才培养基地”和“全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学术底蕴、重

要的学术地位、不断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吸引着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 

【研修背景】 

    当前，在经济新常态和改革“空转”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及热点问题越来越受到

广泛关注，中国与世界经济高度关联并将产生深远影响。“北京大学企业管理素养（Enterprise 

Management Diathesis）研修班（第一期)”（简称 EMD项目）将引领企业家顺应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突破同类课程仅限于“术”层面进行讲解所

导致的同质性，以前沿的课程内容，多层次、多维度的延展领导者的视野，把握政策形势和

企业命脉，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组

织创新、市场创新、渠道创新，内外兼修，让企业家的领导魅力得到升华，保持企业基业常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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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处在哪一个行业，无论您的企业是大是小，北京大学企业管理素养（EMD）研修班

全新的管理思维，将帮您探究突破瓶颈的有效路径。可以让您明确方向，掌握竞争成功之道，

确立市场优势地位，告诉企业向何处去？怎样去？如何提高竞争力？并有效地达到目标，保

持持续的赢利能力。如果您还在经营的隧道中痛苦地跋涉，对未来感到迷惘，在这里，我们

将与您共同探索新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全新理念，破除传统管理的迷思，破解全球最卓越企

业的成功基因，把握新经济时代经营制胜的法则，开创 21世纪企业管理者的必修课程。 

【研修目的】 

北京大学企业管理素养（EMD）研修班主要以北京大学校内外的优秀教师和知名学者为

主讲师资，采用老师讲授、企业参观考察、案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教学，旨在： 

 

 

 

目标 

1.洞悉全球经济发展脉络，洞

悉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在经济转型中充

电，提升领导决策力，推动企

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 

2.启迪企业领导者的

心智，增进领导者的

专业思维、人文素养

和领袖气质； 

 

4.解惑企业在不确定

环境中面临的挑战，

解决企业发展难题，

寻求突围之路。 

 

3.掌握全球金融领域

新动向，整合资源创

新价值，再造利润，

制定传承世代的财富

管理规划和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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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价值】 

【招生对象】 

民营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管；青年民营企业家等。（不招收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人员参加或者旁听。） 

 

 

课堂 

价值 

 

汇聚国内外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管理学

家、金融学家，从国际视野，实时分析

国际国内经济、政策形势、汲取前沿管

理理念，掌握企业发展命脉。同时融汇

东西方文化，贯通人文、商道，实现卓

越企业家的自我超越。 

经济学院多年来吸引了万余名来自世界

各地的优秀企业家，每年组织各类大型

论坛，成立校友会，为同学们打造一个

高质量，高层次的学习交流圈。增进学

员交流、提升企业竞争力。为共同合作

发展创造商业合作机会，实现价值共赢，

交往最具价值的朋友、成就最具价值的

事业。 

分享来自全球最新的管理理念、最先进

的技术和管理实战经验，拓展商业视野，

颠覆传统工业时代的管理理念与思维方

式，有效地进行战略革命，重塑企业的

竞争优势。给学员最实用战略规划、商

业模式设计、及投融资管理、营销管理、

品牌管理的有效方法，让学员能够在经

营实践中加以有效的运用。 

国际视野 

前沿课堂 

管理实战 

案例分析 

名家论坛 

校友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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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管理】  

由经验丰富的班主任专职管理，确保良的教学质量及教学环境。班主任组织选举班委会，

组织学员听取专家讲座、参与同学沙龙、参加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使您的学习经历更加充

实。 

【课程安排】 

一、 格局篇 

面对新经济时代复杂的商业环境，企业领军人对商业格局的理解决定企业的发展高度。

通过对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商业环境演变趋势的研判和解读，使学员能够把握时代脉络，

拓展商业思考广度和深度，多层次、多维度延展商业格局。 

1.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 

2.  “一带一路”下战略布局与新的合作机
遇  

3. 新热点、新投资、新消费 

4. 企业转型与产业升级 

5. 信息社会与商业变革 

6. 互联网思维：技术、行为、文化、经济、

经营 

7. 数字化是怎样颠覆商业的 

8. 轻资产时代与新兴趋势 

9. 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 

二、管理基础篇 

企业高层要能对关系全局、长远、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做出准确分析、判断、预见和决

策，突破固有思维模式，提升把握机遇、整合资源及规避风险的能力，在激烈的商业竞争

中提高核心竞争力，赢得竞争主导权。 

1.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解读德鲁克 

2. 企业经营决策与解析 

3. 组织行为学—预测、引导、激励 

4. 时代背景下的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5. 营销新理念与定位地图  

6. 生产与运营管理 

7. 财务数据与企业战略 

8. 税务管理与税务筹划案例分析 

9. 变动环境中企业战略管理智慧 

10. 大数据时代重构数字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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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延展篇 

1. 企业运营框架——世界 500 强之道 

2. 领导者言语表达艺术——谈话、谈判、演
讲 

3. 突发事件紧急策略与媒体应对 

4. 用品牌打造企业竞争优势及案例分享 

5. 企业竞争和成长战略 

6. 中国企业的领先基因 

7. 卓越领导力 

8. 商务礼仪与人际沟通 

三、决策篇 

企业家如何快速应对商业模式、公司治理、财务、税务等现实问题，决定了企业能走

多快、走多远，企业家要在重大问题面前，保持冷静，思维缜密的考虑问题，做出果断而

准确的判断。 

1. 企业经营决策与解析 

2. 企业决策之规划公司治理结构  

3. 股权激励方案建立合伙人进退机制 

4. 股权激励整体方案打造全产业链生态圈 

5. 资本运营与金融决策 

6. 企业财务决策与分析 

7. 企业全面经营决策沙盘 

8. 公司运营之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 

9. 大数据在企业决策中的应用 

四、资本篇 

金融与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给企业带来了无限机遇，创造了无数的财富传奇！作为新经

济时代下的企业家们，要拥抱趋势，看清资本本质，理清投资逻辑，把握投资机会，让资

本为企业服务。 

1. 中国资本市场的变革与成长 

2. 资本市场与国际竞争力 

3. 私募股权与企业投融资 

4. 证券市场与期货期权投资 

5. 企业融资规划与上市运作  

6. 投资决策与并购重组 

7. 境外投资与海外上市 

8. 市值管理与价值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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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篇 

企业文化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其核心是企业的精神和

价值观。是企业个性化的根本体现，是企业生存、竞争和发展的灵魂。 

1. 国学智慧与领导艺术 

2. 企业文化与企业竞争力 

3. 儒家、道家和企业家精神 

4. 中国人的智慧--《周易》 

 

5. 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 

6. 跨文化管理 

7. 中国企业的人文基石 

8. 企业转型升级与企业文化创新 

六、视野篇 

创新、跨界、融合是企业通向未来之路的趋势，企业高管的产业视野则是开启未来之

门的钥匙。课程对接北大独有的产学研资源，配合移动课堂等形式，帮助学员了解最新科

技和产业发展动向，寻找合作创新机遇。 

1. 科技变革 - 未来科技与颠覆式创新 

2. 人工智能与未来应用 

3. 虚拟现实现状及发展趋势 

4. 先进医疗健康技术产业化 

5. 信息技术前沿与设计应用 

6. 中国企业的领先基因 

1. 德国工业 4.0 学习考察之旅 

2. 以色列金融创新与创业学习考察之旅 

3. 日本丰田精益管理学习考察之旅 

4. 美国创新与领导力学习考察之旅 

5. 海尔、格力、华为参访 

6. 京东、百度、腾讯参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E5%8F%91%E5%B1%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5%AD%98/824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1%E5%B1%95/3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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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介绍】 

拟安排以下主要老师，具体授课以实际安排为准。 

董志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亚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 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庆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为国务院参事成员。  

雎国余：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任副院长、党委书记。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

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萧  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崔建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副教授。 

叶静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岳庆平：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章  政：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中华: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副院长、哲学系博

士生导师。 

周建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  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南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副主任。 

冯  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鹏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陈  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聂志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张智勇：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李  鸿：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讲师、旅俄女高音歌唱家。 

黄  宏：商业模式、营销创新设计专家。 

刘海峰：著名品牌管理专家，国际品牌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于洪波：著名项目管理专家。 

余乐安: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获得者、中组部首届“万人计划”获得者。 

 

 

 

 

 

【学习时间】 

每个月上课一次，每次集中授课 2天，共计授课 24天。 

【授课地点】 

北京大学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1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22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22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370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93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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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管理】 

学完全部课程并考核合格后，由北京大学颁发学校统一编号的培训结业证书，证书盖北

京大学钢印，证书编号可登陆北大网站查询。 

 

【学费标准】 

    培训学费：￥68000 元/人/期，上课期间食宿及其它费用自理。 

培训学费由北京大学财务部在开班前统一收取，开具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并严格执

行有关财务规定。请学员将学费汇至北京大学帐户。  

【汇款方式】 

    户 名：北京大学          开户行： 工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帐 号：0200004509089131151 

    在汇款单“用途”栏里务必填上“经济学院+企业管理素养班+学员姓名”。 汇款后请将

银行汇款回单复印件发送给教务部。 

【报名流程】 

填写报名表 → 邮寄报名材料和照片→缴纳学费 → 发入学通知书 → 报到入学  

◆ 申请报名：申请者可通过电话或邮件索要报名表报名，报名表格复印有效。 

报名表填写后请用电子邮件发送，并同时邮寄报名材料和照片，包括本人身份证、学历

证明及交费单据复印件、四张证件照片（1寸和 2 寸照片各两张，照片背面写明姓名）。 

◆ 确认回访：经审查合格者，发“交费须知”。 

◆ 缴纳学费：学员收到“交费须知”后，按要求交纳全部学费。 

◆ 入学通知：学员交纳学费到账后，将按照北京大学的有关规定开具行政事业单位统一

票据并发入学通知书。 

 

【联系方式】  

电话：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118室、119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