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大 EMBA 中心专家根据 2.0 时代特点全新系统性设计

清大·工商管理（EMBA）总裁高级研修
<2.0 时代经营管理突破课程>
【课程前言】
清华大学·工商管理（EMBA）总裁高级研修班创始于 2006 年，历时 10 年开展了 31
期，超过 3000 名企业家和企业高级管理人才的参与见证，成为清华大学工商管理培训系统
内的标杆项目。
随着经济 2.0 时代的到来，由北清智库联合清大 EMBA 中心及清华大学诸多专家，走
访数百家企业，采访近千名企业家，经过深度研究，系统性的打造出全新的“清大·工商管
理（EMBA）总裁高级研修班”产品体系，为新时代企业高层管理者提供最先进、最前沿、
最实用的经营管理课程；
二十一世纪的企业管理者要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必须掌握最先进的管理理论，洞悉最
新宏观经济形势。清大 EMBA 课程，通过组织最新管理理论的学习，引进国际权威性的管
理科学体系，挖掘典型案例研讨，结合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研究，培养出从容应对未来竞争的
商界精英。
清大 EMBA 项目是广聚人脉和交流合作的平台，它的课程由名师与著名企业家共同选
择，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可以拓阔视野,架设学者与企业家的沟通桥梁，为融入北清名校名商
提供良机。

【教学方式】
EMBA 核心课程教授、互动案例解析（最新热点案例）、专题讲座论坛；
战略眼光，独特视角——著名教授、专家学者、业内资深人士授课，传递真知灼见；
封闭学习，浓缩精华——最新教学方式，互动授课与案例分析结合，突出实践应用。

【课程收获】
系统学习经典管理理论，梳理管理中的问题，治病于未病防患于未然；
准确分析宏观经济走向，应对新机遇新挑战，叶落知秋决胜变化之间；
通过大量剖析经典案例，分享成功实践经验，以史为鉴感悟商战之道；
打破传统思维模式束缚，活跃思维创新管理，破茧而出皆归挥洒自如；
拓展建立优秀人脉平台，商场实战以学会友，尊享人生广交天下精英。

【学制安排】
学 制：一年制，分阶段授课，平均每两月一次，每次集中一个周末上 2-3 天课。
学 费：49800 元/人（优惠期间为 20000 元/人）（ 含 1 年的教学、教材资料，不含学习
及游学产生的食宿交通游览费用）。
授课地点：清华大学

【招生对象】
各类企业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总监、行长、会长、总经理、职业经理人及参与公司
战略制定的其他职能高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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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特色】

课
程
特
色

特
色
活
动

专家
授课

知名教授联袂主讲，与您共同打造管理精英论坛，为您提供贴近企业实际的最新前沿
管理理念与技巧，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信息
交流

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金领云集的高层次人际网络，共享先进管理理念。迅速拓
展交际网络，建立广泛高层人脉。

增值
服务

学员可加入清大 EMBA 校友会，丰富您的社会资源。培养终身学习者，建立学习型组
织。

拓展
训练

学员在轻松的氛围下体验多种启迪性活动，认识自我，超越自我。

科技
交流

组织学员参观北大、清华科技创新体系，定期发布北大、清华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帮助学员了解最新科技动态，为企业研发与北大、清华建立科技合作搭建桥梁。

商务
考察

参加由北大、清华及各地政府组织的国内外优秀投资项目考察活动，考察学员优秀企
业。

终身
学习

滚动式授课，内容更新，终身免费补课，建立学习型企业。

【课程目标】

课
程
目
标

目标

问题表现症状

配套课程

培训目标

明确
战略
规划

对市场环境和竞争变化缺乏充分
的认识和分析；盲目追求市场热
点、
投资过度多元化、
缺乏明确的、
切合实际的长期发展规划与战略
目标；

企业战略计划、过
程；建立成功的战
略联盟；战略实施
与组织结构。

明确公司远景和战略目标；
制订相应发展战略、；引入
新的管理模式和盈利模式；
制订战略实施计划。

规范
管理
平台
运行

经营决策盲目性大、
缺乏科学的专
家论证体系；
缺乏管理监督与控制
功能；
机构设置不科学、
分工不明、
职责不清；经验型管理；

危机管理与危机
公关；企业执行力
打造；国学管理思
想与现代管理。

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建立
严密的管理控制体系；定编
定岗、引入新的管理手段、
提高工作效率。

优化
人力
资源
配置

难以吸引并留住人才；人才的选
拔、培养、晋升缺乏科学依据，主
观因素大；员工缺乏工作热情，人
心涣散；员工缺乏归属感。

人力资源管理的 P
－O 模型；强化员
工的优势与才干；
建立发挥优势的
环境。

提高 对人力资 源管理的地
位与作用的认识；建立一套
科学 有效的人 才选拔、培
养、考核与淘汰机制。

提高
运营
管理
能力

财务管理素养差，重会计功能，轻
财务管理；资本运作能力不高，不
善于进行资源整合；
生产流程组织
效率低，供应链体系运转不良；项
目管理漏洞多，效率低。

经济周期波动的
行业周期轮动；企
业必备经济法规
解读；经济增长与
产业结构变迁。

增强财务管理意识；降低风
险，控制成本；具备规范高
效的项目管理能力；具备卓
越的现场管理能力；建立完
备的质量管理体系。

提升
领导
力与
管理
艺术

以权管人，以权压人；决策水平不
高，操作能力欠缺；不善于进行危
机管理；不善于进行沟通，协调与
激励；不善于运用激励手段；个人
魅力欠缺。

领导用人艺术与
领导激励艺术；卓
越领导力的成功
方程式；情境领
导。

提高思维、决策水平；传授
有效 的领导方 法；讲授用
人、用权艺术；帮助领导人
发挥个人魅力，树立良好的
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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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
中国经济全面进入 2.0 时代，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同时西方国家工业 4.0 的推进，导致
对中国企业的双重挤压，致使成本大幅上升，管理效率大幅下降，从而造成利润大幅下滑；
在无法改变经营效率的情况下，运营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本课程主要结合当下时代特点，
研发设计了一系列让企业实用、实效的方法工具，以解决企业经营管理困局！

EMBA 必修课程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现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

◆企业经营战略管理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
货币供应量与信贷投放
中国经济趋势解读
国际经济危机与中国企业的发展
深化改革中企业的机遇与选择

产权制度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企业如何挑选高层经理
治理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国内外公司治理案例分析与研究
企业流程重塑与管理讨论

未来企业面临挑战和发展趋势
动态竞争分析
信息对战略的作用及影响
建立成功的战略联盟
战略实施与组织结构

◆如何实现商业模式创新

◆现代企业管理与商业博弈

◆企业危机管理

如何跨行业复制，解决同行抄袭
如何实现革命性降低成本
锁定控制力与定价权
提高重复购买，实现客户依赖
如何打破“惯性”思维
精准定位，发现深度隐形需求

我国企业在管理中的问题
建立高效的运营机制
管理的内涵与管理者的角色
博弈论与现代管理分析
管理决策与组织博弈
管理者的角色定位与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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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管理健全防范风险的机制
危机管理与危机公关
企业财务风险管理

◆企业法律实务

◆创新营销学实战

◆非财务人员财务管理

企业必备经济法规解读
常见企业法律事务
新公司法精读解析
企业运营与合同风险防范
专利与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及实务
法律风险防范体制建设

如何进行市场定位（STP）
如何成功地创建品牌
市场竞争新思路、新规划
4P 营销策略组合设计
高绩效营销团队建设
产品组合策略与新产品开发规划

报表解读涉及的管理问题
利润的设计及来源
企业发展三个阶段的资金配备
企业财务风险的有效控制
预算与成本管理
CEO 财务决策分析

◆企业税务筹划

◆面向领导决策层的项目管理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企业经营中的税务筹划
节税工具及管道选择
销售活动以及节税安排
防控风险的税务管理体系
全面预算管理

项目的识别与选定
项目可行性研究
项目规划的依据和前提
项目分解结构
项目实施与过程控制

价值来源：人力资本价值挖掘
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
强化员工的优势与才干
优秀经理的人才管理哲学
人力资源管理的 P－O 模型

◆企业组织与企业文化

◆领导力与领导艺术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

企业精神与企业价值观
企业文化运行质量测评
富有竞争力企业文化的设计
当代企业中的文化塑造

引爆变革--引爆点领导力
领导用人艺术与领导激励艺术
精英领导模式：五种行为论
领导艺术与企业高效执行力

古代治国之道中的德与礼
老子的思想与任人唯贤
《周易》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
太极管理系统

◆挂牌新三板与新三板投资

◆资本市场与企业资本战略

◆互联网时代战略之迷思

新三板市场解析与企业抉择
新三板挂牌策略、案例分析
新三板的挂牌流程与申报规则
挂牌过程中财税问题及解决方案
拟挂牌企业的市值管理与做市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分析与拆解
资本要约收购分析
行业分析与投融资决策
投资组合与风险规避
资本收购与风险兼并

外部环境分析与外部契合度
互联网下商业模式分析
发现自身行业互联网下的蓝海
互联网时代企业文化、价值观
互联网时代企业生死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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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出席北清产业资本发展论坛嘉宾】
陈全生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

龙永图

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易 纲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樊 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周其仁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原院长

马光远

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黄益平

花旗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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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景源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

郎咸平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孟晓苏

中房集团理事长

祁 斌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刘晓光

北京首创集团原董事长

【拟授课师资介绍】
雎国余：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郭

伟：著名税务争议解决与危机处理专家

王晓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刘红松：中国孙子兵法应用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江

英：军事科学院教授，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

黄俊立：北京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所执行所长

张

伟：北京大学投资银行学会会长

张华光：清华大学商业模式研究工作室 执行主任

刘

东：亚洲投资者学会 秘书长

吴树江：北京大学公司战略研究室 主任

李玲瑶：北京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劲松：北京大学商业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贺

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

于宝刚：北京金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万

钧：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著名营销学家

鞠远华：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人际沟通培训专家

刘冀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温元凯：著名经济学家、资本市场运作专家

梁小民：北京工商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张其成：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艾学蛟：管理学博士、著名危机管理专家

姜彦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普颖华：我国著名孙子兵法与商战研究专家

王志耘：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

叶茂然：国际易经发展联合会会长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

刘玲玲：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教授

许玉林：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人民大学教授

刘 杰：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韩元茗：中国国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国学院教授

陈晋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阎旭临：清华大学长三角研究院首席品牌专家

崔国文：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孟祥青：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国际战略学博士

臧日宏：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洪

张建华：中国企业组织建设专家、管理学教授

于长滨：南开大学戈德学院副院长

刘凤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永亮：清华大学客座教授、著名战略与管理专家

卢进勇：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博导

路长全：中国最具价值的营销实战专家

兵：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室博士生导师

备注：因老师的时间安排变动，课程及讲师顺序可酌情排列，调整后的师资将保持同一级别
和水平。详细资料请以学员手册具体安排为准。

【招生办公室】
联 系 人：关老师
联系电话：13552956343（微信）
电话;010-57157131
地址：北大燕园大厦 14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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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工商管理（EMBA）总裁高级研修班（33 期）
<2.0 时代经营管理突破课程>报 名 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位

单位地址

邮编

贴照片

固定电话
手

传真
E-mail

机

身 份 证
号 码
毕业院校

学历与学位

毕业时间

专业

教育背景

工作简历

是否预定房间

□需要

□不需要

您的建议与要求：

申请人：
年

月

此表复印或传真均有效，请务必详细真实填写上述信息。
汇款请全部汇至清大 EMBA 中心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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