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特色地产经典课程高级研修班
房地产开发+康养文旅+乡村振兴

【项目简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国家的城镇化建设的稳步发展，外部经济的打

压，国家经济的调控深入等，为房地产业的开发，带来了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北京大学依托百年学府的人文理想情怀，携

百年名校的专业优势和顶尖师资，联手产业精英，将战略、运营、艺术与创意内

化成一种人生追求，开设北京大学特色地产经典课程高级研修班。

课程深度聚焦房地产开发、乡村振兴、康养产业、文创文旅及特色地产等前

瞻性产业，从战略规划、顶层设计、落地运营、产业投融资的全生命周期，帮助

学员更新理念和知识，提供新思维、新视角、新观点与新模式，达到理论水平与

实践能力的全面提升，进行有效资源对接、助推企业的全面健康发展，为企业转

型升级与产业发展赋能，以现代创新思维去进行房地产业的突围和破题。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整个行业发展的共同目标，近几年房地产从“高速增长”

到“高品质增长”的转变，更加考验我们房地产业卓越领导人的大智慧、大谋略。

新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带来的发展契机，更需要汇聚各方优质资源和前沿战

略思想。聚焦地产行业转型升级，借鉴成熟市场经验，重塑房地产全价值链，在

混沌中实现蜕变，为房地产企业管理者提供新思维、新视角、新理念与新模式，

引领地产经济新时代。

【课程亮点】

课程涵盖：洞悉时势、通晓政策、理性思辨、全局统观、资源融合、圈层交

流、管理提升、样板研学、实操落地等亮点。



【课程特色】

1. 全球化视野聚焦中国实践，解析当前经济内涵与地产经济未来趋势。

2. 研析国际经济风云，透视世界资本潜流，解读中国房地产发展趋向。

3. 响应国家战略，聚焦康养文旅产业，为房地产业升级发展加持赋能。

4. 归口在任主管领导和业界权威专家学者以及一线实战大咖探讨交流。

5. 转换调控压力为动力，重塑房地产业体系，成就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6. 磨砺培养兼具前瞻战略思维与创新地产行业智慧的领袖型房企大家。

7. 大师汇集，国学经典，经史文博，借先贤智慧之光，点拨今日迷津。

【核心价值】

系统课程学习，内容聚焦国家战略和新兴产业发展，包括乡村振兴、特色小

镇、田园综合体 、康养文旅、功能农业、森林康养，以及相关产业落地运营和

项目投融资策略等。

具有全球发展意识和调研成果的北大权威师资，包括各部委在职领导及相关

部门专家，和标杆康养文旅项目操盘者，亲身面授，解读最新政策，指导最前沿

产业方向，鞭策最专业战略规划。

操盘者课堂深度解析授课+成功案例项目考察调研+标杆项目运营负责人带

队解读，环绕房地产主题，从文化、康养、民宿、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特色

小镇等多主题项目深度游学。

【课程模块】

课程设置：1、宏观经济 2、城镇更新 3、模式创新 4、文旅地产 5、康养

地产 6、田园地产 7、智慧运营 8、金融解构 9、标杆实操 10、人文修养，共

计 10 大模块。

01 | 课程体系



课程模块 课程内容

第一模块

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与政策法规解读

全球经济走向和宏观经济发展

国际房地产发展周期规律研究

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展望

国家最新房地产调控政策解读

严控局势下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新型城镇化下的房地产业转型

第二模块

城镇更新

国家战略下的房地产发展

房地产业向城市运营商的进阶

乡村振兴下的房地产开发契机

房地产业助力国家脱贫攻坚战

特色小镇开发是房地产的蓝海

田园综合体与功能型地产开发

区域经济转型与房地产业创新

第三模块

模式创新

产业引领助推模式创新

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矛盾解决

乡村振兴战略下政府供地模式

主题式房地产开发的开发架构

产业引领下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大健康战略下的地产经济开发

功能地产模式成就房地产升级

第四模块 文旅地产融合的协同共生开发



文旅地产

文旅 IP 与地产全价值链

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创产业开发

文化 I P 资源开发的转化模式

场景故事驱动型文旅地产模式

夜经济是拉动消费的核心动能

文旅产业发展模式与科技创新

第五模块

康养地产

康养与地产的融合发展

区域性医养一体地产项目开发

城市康养文旅综合体商业模式

新形势下养老地产的系统开发

主题式康养度假园区地产模式

长寿城镇村概念引领地产开发

森林生态康养引导房地产开发

第六模块

农业地产

田园地产助推乡村振兴

乡村田园康养地产综合体模式

农旅小镇式康养民宿度假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下一村一品运动

功能农业拉动特色房地产开发

景观农业带动房地产开发模式

循环农业与三农经济开发模式

第七模块

智慧运营

智能化时代的运营模式

互联网大数据赋能房地产开发

5G 智能时代管理运营模式创新

企业发展战略方向与智慧管理

地产营销创新与网红打卡模式



02 | 招生对象

战略性人力资源系统管理运营

企业特色文化建立与智能竞争

第八模块

金融解构

新态势下的地产金融创新

城市更新助推房地产投资机会

资本视角下产业新城创新模式

产业地产开发模式和发展策略

产业地产多元化金融模式探索

房地产企业税收管理风险控制

房地产金融创新融资实战案例

第九模块

标杆实操

最新标杆型开发案例研学

国内外房地产标杆案例的分享

标杆实战项目管理与经验借鉴

产品研发设计要素把握及案例

房地产成本策划与精细化管理

房地产高周转模式的核心解码

实地考察调研房地产成功案例

第十模块

人文修养

人文素养与企业家心灵修炼

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产业转换

中国传统美学活化与开发应用

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解读

《周易》文化与堪舆智慧解读

儒家经典《论语》的心灵解读



房地产开发商、投资商及相关行业，以及将要涉足房地产开发产业的企业董事长、

总经理，和业务骨干，企业精英等。以及与区域性开发、产业园区、特色小镇、

田园综合体、康养文旅项目开发等相关的企业或机构高层主管领导等。

03 | 报名条件

5 年以上工作经验及 3 年以上高层管理经验

04 | 报名程序

1. 填写《北京大学特色地产精品课程高级研修班》报名表，微信或电子邮件至

招生办公室；

2. 学校对报名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及时办理学费手续；

3. 学员报到应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个人、单位简介各一

份，近期免冠二寸彩色照片 2 张。

05 | 学习费用

人民币 98000 元（其中包含课程费、讲义制作费、结业证书费、管理费），食

宿费用自理，学校可协助统一办理。

06 | 课程时间

学期一年，每个月集中授课二天，（周六至周日），游学课程——现场授课三
天，（三次现场案例教学）。

07 | 开学时间

08 | 上课地点：北京大学

09 | 学习证书

完成全部课程且学业合格者，颁发《北京大

学特色地产精品课程高级研修班》结业证书，证

书统一编号。结业证书可按证书编号在北京大学

继续教育部网上查询。并成为北京大学校友，凭



结业证书优先参加学校组织的联谊、论坛、讲座和考察活动。

10 | 师资力量

师资有国家部委相关部门领导，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北大清华等高校教授

和国内外实战派专家。

11 | 拟邀师资备选（所有师资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吴必虎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
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

林 坚 北京大学城环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教授，博导，曾为中央政
治局常委集中授课及讲解“土地政策”。

李双成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自然地理
教研室主任。

李 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

董志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

宋承敏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司长，研究员，国家经贸委信息中心副主任，国
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原主编，中国经贸导刊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资源与环境政策研
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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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维海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执行总监，研究员，国合华夏城市规划研究
院执行院长。



徐忠明 赛博旅游文创创始人，全国工商联小镇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建筑
研究会副理事长，主持参与上灵山小镇·拈花湾、山东曲阜尼山圣境等著名文旅
项目文旅产品策划创意工作。

许玉林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
高级访问学者，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领域的创始学者之一。

屠长风 绿维文旅战略规划研究院院长，特色小镇规划、运营、金融三位一体
模式倡导人，包括北京等上百区市县地方政府，进行授课交流和项目实操。

许云飞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振兴乡村研究中心主任。

宋 杰 国家开发银行总行专家，高级经济师，国家发改委、国家财政部 PPP
项目专家。

阮晓东 中科院博士，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机构研究员，现任中宏国研信息
技术研究院城市发展部部长，高级研究员，东北亚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特
邀研究员。

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北
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
副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

冯 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北
硕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北京大学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 忠 华高莱斯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治理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清华、北大等 26 所院校城市发展课程客座教授 。

宋守军 宋守军，山东省自然资源厅一级巡视员。山东省政协常委，经济委副
主任。在教育，住建，审计，政府，研究部门工作。多年从事城乡建设，国土管
理实践及政策理论研究。并有著有多部专著。

张 蕾 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司司长，现任中国林业产业联
合会副会长，森林康养促进会理事长，教授级高工，博士生导师。

刘 嵘 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医养健康工委会会长，中国医养健康文旅
产业联合会主席。

向 勇 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



究院副院长。

曹和平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数字
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矫培民 国内著名房地产管理专家，和君咨询资深合伙人，首都师范大学副教
授。

刘文元 现在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班特聘教授、香港国学研究
院执行院长、辽宁省周易研究会理事、中国瓦房店市周易文化研究会会长。

宋 磊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学术兴趣主要涉及比较政治经济学视野
下的政企关系和工业战略、经济民主问题、公共组织的战略管理。

胡 晶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秘书长，中国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老年旅游委
员会专家委主任。

刘 涛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镇化、
人口迁移、城市土地开发、城市与区域规划。


	北京大学特色地产经典课程高级研修班
	房地产开发+康养文旅+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