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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 EMBA 高级研修班

【项目背景】

全球大变革，中国新时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改革和

创新史，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企业创新EMBA高级研修班”根植

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伟大实践，秉承北京大学深厚的人文底蕴，汇聚最前沿、最精髓的

管理智慧，倾力打造新时代企业管理课程，赋能新时代中国经济领跑者，解决企业发展难

题，提供完善的落地方案，建设优秀企业家终身学习交流平台。

【项目定位】

 认知升级，做企业精神的引领者，激活团队战斗力；

 企业升级，做企业方式的指引者，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资本升级，做企业突破的变革者，构建科学组织架构；

 财富升级，做企业长青的推动者，瞄定未来发展战略；

【项目特色】

 师承大家：甄选业界顶端师资，分享最具洞察力与前瞻性的观点；

 知行合一：课堂教学、私董会、标杆企业参访相结合，游学思悟一体；

 学以致用：聚焦学员企业真实案例，深度剖析，提出切实可行方案并付诸实践；

 永续发展：将生态圈商业、共享经济、营销等新兴商业模式与最前沿科技融合产

生强大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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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模块一：企业战略新思维与资本运营

中国企业战略管理新思维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解读

企业战略规划与联盟

全球化战略与中国企业机遇

资本运营与企业投融资

企业资本运作与并购重组

企业战略投资分析

企业投资风险防范与控制

资本运营经典案例分析

模块二：财务管理与纳税筹划

企业财务管理与企业内控

非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的预算考核

建立企业内部控制机制

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

税制改革与企业纳税筹划

中国税制与税务风险防范

企业纳税筹划实务

最新税收政策解读与优惠政策

企业接受税务检查时应做的各项工作

模块三：人力资源开发与绩效管理

战略性人力资源开发

企业组织结构设计原则

常见的组织结构设计/分析方法

职位分析与职位评估

人力资源开发项目的设计与评估

企业绩效管理与薪酬政策

企业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

绩效评估的实操技巧

KPI 指标法的思路与关键

企业薪酬福利的策略

模块四：营销管理与创新实战

品牌战略与营销革命

市场定位的技巧和方法

分销通路设计和管理方法

价格策略的战术运用

成功品牌的核心运作

实战营销创新模式

有效客户关系 CRM 管理

整合营销传播（IMC）
大客户拓展策略

打造高绩效的营销团队

模块五：企业文化与高效团队建设

企业文化与学习型组织建设

企业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模式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

学习型组织建设与基业长青

以文化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高效团队建设与组织运行

高效能管理者的基本技能

企业执行力打造与提升

建立高效团队和激励机制

团队构建与组织行为分析

模块六：公司治理与股权激励

现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

政府公关艺术

媒体沟通与应对

思维创新与领导力修炼

成功企业家的管理哲学

员工股权激励机制

股权合伙合作机制

不同行业的股权激励方法

科学设计股权架构

股权激励实操案例分析与应用

http://www.ceosaga.com/EMBAwk/xinchouji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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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七：企业法律实务与风险防范

企业必备经济法规解读

劳动法与企业管理实务分析

专利与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

国际商法与国际化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与控制

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资本运作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日常经营管理中的法律风险

模块八：企业危机管理

中国市场语境下的危机管理

信誉危机、产品危机、财务危机、财产危机

沟通价值，危机沟通策略

网络危机应对策略

企业领导者的心理变革

企业领导者心智模式再造

卓越领导力的成功方程式

危机管理与危机公关

模块九：管理心理学

企业领导者心理变革

管理决策与心理

危机应对心理学

情绪心理学

沟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人际关系心理学

心理学与禅

模块十：传统哲学与现代商战

孙子兵法与企业谋略

鬼谷子与经营智慧

晋商、徽商之道

博弈论与企业决策心理调适

企业经营哲学塑造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

《易经》哲学与企业发展

中国商帮的经营哲学

模块十一：国学精粹与企业家人文素养

儒家智慧与修身之道

毛泽东思想与统帅之道

《黄帝内经与中医养生》

从历史学经营：史记中的商业巨擎

古典文学鉴赏

禅修与心灵修炼

西方哲学及思想的精华

书法与绘画的美学艺术

增值模块：企业家成长高层论坛

【培养对象】企业中从事高层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渴望系统学

习管理知识、提高管理技能的高级管理人才。

【培训时间】学制一年，每月确定一个周末集中 2-3 天授课。

【报名流程】1、填写《报名表》发送至招生办公室

2、教务老师审核《报名表》，向学员发出开课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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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员收到通知书后 3个工作日内缴纳学费。

4、报到时携带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单位简介复印件各 1 份

5、近期免冠二寸彩色照片二张（或电子版）

【学 费】 68000 元（128000元包含 UITM欧洲管理科技大学 MBA 学位证）

【学校简介】

UITM欧洲管理科技大学（波兰热舒夫信息技术与管理大学）

https://wsiz.rzeszow.pl和 www.uitm.eu，位于欧盟的波兰热舒夫市。是一所由欧盟、

波兰教育部认可的著名大学，也是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所推荐中国学生留学的一

所大学。其创新管理排名全波兰第一。目前，大学已经拥有众多培养学士水平和培

养研究生水平的专业学院与研究型博士研究所，每年 8000多名欧盟学员在校学习。

创校至今，大学在波兰国家民主调查中，多项一直名列非盈利性大学之首。

学校自成立以来，一直恪守的宗旨是：为青年人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课程，以便

学生学习并掌握在社会激烈竞争中所需的知识和技巧，帮助他们在从事的行业领域

中有出色的表现。比如大学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保持着很好的战略合作关系，也为

汉莎输送和培养人才。UITM 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IT 公司思科（CISCO）、微软

（MICROSOFT）和甲骨 (ORACLE)的合作伙伴。大学也被波兰主要报纸和杂志《HOME

ANDMARKET》、《 WPROST》、《PERSPEKTYWY》和《RZECZPOSPOLITA》评为波兰

高等院校中最具国际性标准的大学。

【联系方式】

【师资备选】

宋承敏 曾任国务院机关团委副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秘书，副处长，国家广播电

影电视部部长秘书，处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副司长，河北承德市副

市长，国家经贸委信息中心副主任，国家经贸委中国经贸导刊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编辑部主任。

董志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锦桥 知名家族财富管理及股权投资专家、北大清华澳洲麦考瑞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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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家族基金协会高级顾问，中房协金融委员会副主任，全经联金融委员会顾问，

现任嘉富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MBA 学位，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朱少平 先后在国家计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国家经委法规局，国家体改委政策

法规司工作。在国资改革、民营经济、股权投资、金融投资、私募基金、合伙制、

经济立法等方面具有深入研究。

赵 越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东方智慧商研院创始人，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经济学-哲学博士，被众多政企精英称之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难得一遇的实战派

EMBA 教授”。

易 斌 现为财政部 PPP立法课题专家组成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PPP智库专家。

入选多地市、多企业集团 PPP专家库。致力于 BOT、PPP、特色小镇、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法律研究与实践，有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孙红伟 天使投资人，小村资本合伙人，德尔泰达合伙人。思想公益基金会理事，

北大、清华、港大、芝大客座讲师，在国内外多家上市或拟上市公司任董事等职。

刘春雷 华商基业创始合伙人/董事长、正晖资本创始合伙人/投委会主席 、华商基

业企业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知名营销与管理专家。

李江涛 著名经济学家、管理突破专家，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南

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央视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点评专家。学术领域：复杂系统研究，

战略规划，转型升级研究、商业模式设计。

丁志国 吉林大学商学院 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金融财务策划师协会公

司金融标准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注册理财规划师协会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中央

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理财教室》 主讲人，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CCTV-2)《交易

时间》 特邀嘉宾。

杨朝明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

央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

事等。

王岳川 当代中国书法“文化书法”理论创始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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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 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台灣大學第一位哲學博士，現任山東大學特聘教

授、台灣元亨書院院長，曾任台灣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董 平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历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万献初 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副所长，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典籍整理与研究中心办主任。

金占明 博士，清华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 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导，澳大利亚科廷科技大学访问学者，中企联

CFO 认证培训专职讲师。

张 鹏 财政部政策实验室宏观经济部主任，经济学博士，财政部多项财政改革的

关键研究人员，担任财政部综合经济预测与财政政策分析组成员，中国社科院宏观

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研究组主要负责人，财政部呈送中办、国办宏观调控领域研究

报告或专项报告的署名报告人和核心执笔人。

雎国余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任副院长、党委书记，现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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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俊生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中国法学会培训中心特聘教授，道家第五代传人，北

京市安博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李左东 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问题专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钟朋荣 著名经济学家，曾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少”之一，北京视野咨询中

心主任，兼任西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

庄志敏 中国著名营销实战与品牌运营专家，实战策划师、培训师，曾任海尔集团

营销策划负责人 拥有近三十年实战营销经验和专业培训、咨询经历。

杨克明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博士，清华、北大、浙大等总裁班讲师，青岛大学课

程教授。企业文化和绩效管理专家，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工业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

中国首席文化官联盟主席。

王景江 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国资委职业经理中心特约培训师，著名财税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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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专家。

汪满润 南京大学 EMBA，财政金融研究生， 中国会计师、税务师。

刘 东 亚洲投资者学会秘书长，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特邀专家，清华大学经济

外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公司金融》杂志社特约研究员。

阎旭临 国内著名品牌专家，清华大学大健康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莫高思路全球

文旅体系专家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企业总裁班品牌策划与运营课程核心师资。

于洪波 项目管理实战派专家，北京大学《项目管理》课程特邀主讲人，中国管理

科学研究院、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所特聘专家。

陆满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证券博士后、金融学教授。曾任江

苏省省属综合性大学——扬州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金融学教授，深圳证券交易所综

合研究所博士后及高级研究员、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培训中心主讲教授，综合性券

商和首批保荐机构德邦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投资银行总监、研究所所长，现任平安

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执行总经理。

陈东琪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社会理事会理事，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曾兼任北京市、长春市、广东省等重要省市经济顾问，现兼

任山西省、上海市等省市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

温元凯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金融投资专家，澳门城市大学特聘教授、亚洲投资论

坛董事，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之一，现任北京南洋林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裁。

阮晓东 中科院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研究室研究员；东北亚开发研究

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宏国研（北京）信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北京新发展

产业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李海舰 经济学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二级研究员，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与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E%B3%E9%97%A8%E5%9F%8E%E5%B8%82%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4%B9%E9%9D%A9/110516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