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进步与颠覆式创新

人工智能的商业应用
金融创新与金融科技
智能制造与企业转型升级
新零售的核心、挑战与商机

老板的思维上限决定了企业发展的边界！

只有掌舵者的视野与格局提升，才是改良企业基因、突破传统的根本

全球视野与价值对接

新视野、新思维、新对策
国家战略下的产业机遇
全球经济环境下的中国
税收筹划与境外投资

知行合一的学习旅程

制度与社会发展

产业革命与制度基因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十九大新论断与经济发展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人文精神与社会担当

科学精神与东西方文化内核
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
公益商业化与商业化公益



报名须知

招生对象

上市企业董事长、CEO、总经理等企业高管；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

的决策者及高级管理者；

控股公司/集团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各类从事实业、股权投资或投资管理的专业人士和高层管理者。

报名条件

副总以上职位；具有五年及以上管理工作经验；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三项满足两项即可）

学习时间

在职学习一年半，每月授课 2 天，周末上课，每天学时 6 小时

学习费用

RMB 29.9 万/人，校友价 19.8 万/人。

报名流程

提交报名表 → 入学资格审核 → 发放录取通知书 → 缴纳学费



在这里
我们打开领袖新格局

中国深度 全球广度



以国际前沿的管理教育理念，升华中国本土商业实践，成功打造兼具

全球视野、创新精神的 EMBA 课程体系，旨在激荡商业思想、启迪

管理智慧，引领中国商业实践与商业文明澎湃向上。

整体课程体系帮助商业领袖从思维框架，到管理实务，再到战略和整

合，层层递进，由点及面构建系统商业认知，全面提升和培养自身领

导力和社会责任感。

商业领袖 EMBA 是一场激荡碰撞的知识盛宴，一段自我探索、知行

合一的学习旅程。

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















从教研合一
到知行合一

以全球智慧创造中国未来

知行合一的学习旅程



核心师资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

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讲授课程：

宏观经济政策、国际金融体系、中国与亚洲经济等

宫玉振 北大国发院 BiMBA 副院长
北大国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讲授课程：

大国国家发展战略、不确定环境下的领导力与竞争战略、战

略文化与战略行为、中国文化中的领导力等

杨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
美国福坦莫大学商学院 终身教授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董事

讲授课程：

国际领导力、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跨文化管理等

魏 杰 著名经济学家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讲授课程：

企业制度、企业战略、企业文化、文化经济学、宏观经济分析等



核心师资

韩秀云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

中央电视台 财经评论员

讲授课程：

资本论、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国制度环境、

中国与世界经济等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 副院长

讲授课程：

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等

戴天宇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副教授
中国企业管理制度设计学 创始人

深圳市政府决策委员会 专家委员

讲授课程：

博弈论与管理决策、管理制度设计、企业生态设计等

李四龙 北大宗教文化研究院 副院长
北大佛学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

讲授课程：

佛陀与科学、民俗佛教的形成与特征、现代中国佛教的批判

与反批判



核心师资

孙熙国 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讲授课程：

中国古代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发展等

向松祚 中国农业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OMFIF）顾问成员

讲授课程：

市场经济新观念、市场经济新体制等

祁 斌 中投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 执行院长

讲授课程：

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伟大的博弈等

张云峰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党委书记
上海财经大学 兼职教授

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 兼职教授

讲授课程：

多层次资本市场与中小企业融资，主板、创业板、新三板以

外的上市途径等



核心师资

何怡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访问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访问教授

美国蒙莫斯大学会计系(终身)副教授

讲授课程：

财务转型与价值创造、财务报告分析、投资分析与商业决策等

周 颖 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 副教授
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 EMBA 主任

讲授课程：

消费者洞察与营销策略、品牌定位与传播、营销管理与创新等

余明阳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 院长

多家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

讲授课程：

品牌战略管理，市场营销战略等

卞华舵 中科招商基金管理公司 董事合伙人
远东控股集团 首席投资官

世华联合投资公司 总裁

讲授课程：

产业决策、制度决策和人才决策等



核心师资

高建华 苹果中国 市场总监
中国惠普公司助理总裁

讲授课程：

市场营销，企业文化，战略规划，顶层设计等

施俊琦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教授
珠江学者 特聘教授

美国马里兰大学 访问学者

讲授课程：

消费与营销心理学、高级心理统计、决策心理与企业管理、

组织行为学前沿进展等

彭剑锋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中国著名管理咨询专家

华为集团 高级管理顾问

讲授课程：

华为基本法、TCL 以速度抗击规模、新奥企业纲领、三星

（中国）文化、六和集团微利经营与服务营销、白沙集团

人力资源三大机制六大体系等

孟晓苏 北京大学 博士
中房集团 董事长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秘书

讲授课程：

中国房地产发展与创新



核心师资

欧阳红武 耶鲁大学 博士
北京大学 访问教授

讲授课程：

商业模式创新、产业经济、战略管理等

冯 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博士
中国民生银行 创业董事

万通集团 董事长

讲授课程：

企业战略、策划咨询、公司战略、公司治理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访问教授

美国蒙莫斯大学会计系(终身)副教授

讲授课程：

财务转型与价值创造、财务报告分析、投资分析与商业决策等



顶尖师资·论坛大咖

龙永图
博鳌亚洲论坛 原秘书长

陈全生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

魏 杰
著名经济学家

清华大学战略系 主任

李稻葵
全国政协委员

清华大学金融系 主任

易 纲
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

樊 纲
著名经济学家

国民经济研究所 所长



顶尖师资·论坛大咖

金一南
国防大学 教授

周其仁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

马光远
当代经济学者

著名财经评论人

姚景源
国家统计局 原总经济师

汤 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副秘书长

吴晓灵
中国人民银行 原副行长



对于成功的商界领袖而言，于外在世界行稳致远同样重要的是内在世界的领悟

跃升。改变世界的历程，同样也是改变自我的旅程。寻求商业的答案，亦是寻

找人生的答案。

实现自我新生的觉醒之

旅

学习导入公司治理新理念，获中国
上市公司“最佳董事会”荣誉

2019 年导入合伙人模式，布局‘’
产业+资本‘’顶层设计战略，实现
‘’企业多元化、内部创业化‘’，
成功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金润集团

商业领袖 EMBA 是一种感受，来这里，
与其说是接受现代管理的知识教育，莫
若说是来感受一种文化，当然也包括关
于全球，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不
敢说从这里走出的人一定都有全球眼
光，但想成为能够融入世界的中国企业
家，不妨到这里走一趟。

尹洪卫
岭南股份（002717)

当前传统制造向高端及科技制造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我有幸走进了商业领
袖 EMBA。商业领袖 EMBA 给我重返
课堂、和优秀企业家交流切磋的平台，
祝愿商业领袖 EMBA 越办越好！

余渐富
南翔集团

兰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报 名 登 记 表
以下信息仅用于录取审核工作，并为申请人保密，请详细填写。

个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照片（2 寸）

出生年月 籍 贯

身份证号

最高学历 专 业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通信地址

公司性质
□ 国有企业 □ 民营/私营企业 □ 外商独资企业

□ 中外合资企业 □ 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 □ 其他(请注明)

所属行业

□ 制造业

□ 金融投资

□ 贸易、服务业

□ 房地产建筑

□ 信息、通讯

其他 _______

企业

年销售额

企业

员工人数

兴趣

爱好

注：如在报名材料中提供虚假、错误的信息，遗漏重要信息，将自愿承担不予录取或取消学

籍的后果。所缴纳的费用将不予退还。

申请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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