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课程背景】

北京大学新时代企业工商管理高级研修班
审批编号：北大编号20210383号

党的十九大以后，伟大的祖国迈入了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中国和世界正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也即将翻开

新的篇章！

新时代催生新要求，新时代呼唤新模式，新时代锻造新龙头。新经济

形态的不断涌现及市场竞争模式不断产生的新变化，推动着企业管理模式快速

向前发展，时代赋予的一系列的新变化要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我们的

企业家们，必须具备创新的思维、崭新的视野、宏大的格局、先进的企业管理模

式和不断更新的知识，才能在新时代为企业铺好路、把好舵，为企业发展插上腾飞

的翅膀！

2020 年的疫情，影响了中国，更改变了世界，后疫情、新时代，国内

经济和世界格局将发生亘古未有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布局？环境已变、

市场已变，我们如何变？

本课程秉持“以北大创新精神，造卓越企业领袖”的理念，将企业管理与

国家重大发展方向与战略紧密结合，为中国和全球的企业培养大批高层次、复

合型领导人才。本课程的定位是为全球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熟悉中国新时代特

征，具备前瞻、哲思和创新能力的卓越领导人才,使其能够系统掌握宏观经济趋势、

公司战略、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品牌建设、管理创新、运营管理、投融资等

领域的专业知识,运用先进的分析方法及技术,成为高层次、复合型的商业领袖和

领导者。本课程植根中国，放眼世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价值、知识和

技能”三位一体的工商管理领导力提升。

【课程特色】

名师云集：汇集高校著名教授、管理专家、实战精英、国学大师、知名企

业家。高视野、重实战、案例教学。学员有机会与专家、大师和行业精英零距

离研讨， 解决实际问题。

课程设置：紧扣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企业应该采取的整体对策，结合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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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者应具备 的综合素质提升，既相对独立，又浑然一体，服务于企业家的针对

性需求。

高端平台：北大平台，拓展建立优秀人脉资源，商场实战以学会友，尊享

人生广交天下精英。

资源共享：整合全国各地精英同学资源，终身受益，为同学们打造一个高

质量，高层次的学习交流圈。

【招生对象】

1、企业高层领导人。

2、本科以上学历且 3 年以上管理工作经验。

3、大专学历且 5 年以上工作经验，担任管理工作者。（符合其中一项即可，不招

收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公职人员参加或旁听。录取学员需签订北京

大学社会招生非学历教育培训项目协议书。）

【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

企业发展--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

新发展的形势和环境

产业发展亟待转型

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知识密集

型产业的转换

推进由工业化初期轻工业发展

密集型产业制造业的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数字企业成熟度模型

区域数字化经济发展

数字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

企业价值链重构

公司治理与资本运营

查尔斯汉迪的 S 曲线

企业成长的 S 曲线与投融资的形势

资本市场收益三角形

公司治理与组织成长

绩效管理心态转变有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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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领导艺术与领导

心理升维

业绩与人才：选人重在智慧与性格

心态与激励：欣赏与信任他人

企业危机管理 行业分析与投融资决策投资银行与

资产证券化法律风险防范体制建设

常见企业法律事务

企业投融资--

金融风险防范

融资法律风险规避

融资募集程序

法律风险防范体制建设常见企业法

律事务

企业税务战略

金税三期对企业的威力

企业税务规划

纳税筹划

企业重大涉税风险雷区

企业税务风险管控

企业绩效管理：

赢在利出一孔的绩效管理

体系

绩效管理概述
利出一孔的绩效管理思想

构建管理体系

价值创造

绩效管理的指标管理技术

团队建设

管理技能评测与管理法则

销售管理者的个人管理技能提升

销售团队不同发展阶段的管理对策

销售任务分解与传达技巧
销售人员激励--调动下属积极性

创新思维与领导表达艺术
创新表达设计

口语传播理论

领导表达中常见误区分析
融媒背景下领导者如何做好企业宣传

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
黄帝内经的文化传承

黄帝内经的思维模式

概念养生与内在养生

用内经智慧

股权激励的风险与应对

公司结构治理的 19 道防火墙

董事与董事会

规范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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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设计相关文件：股权转让协议

增资扩股协议，股东进入推出机制，

有限合伙企业持股平台协议

品牌推广与战略管理

品牌文化战略策划

如何打造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品牌

价值评估与交易上市品牌资产保值与提升

市场结构与竞争对手分析

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分销通路

互联网时代商业模式创新

爆款产品的规划和打造方法互联网+战略重构

传统企业如何直面挑战及突出重围

如何重启增长战略：商业模式重构

商业模式与资本运营

什么是商业逻辑

资本运作与企业投融资基础金融市

场与金融创新企业金融的风险控制

融资渠道比较分析及选择

B2B 大客户开发与管理

营销热门软件的使用

营销谈判

客户分流与递增

网络营销工具的应用
策略与方法

营销的基本原理

超级符号原理的品牌十六字咒：品牌寄生、购买理由、超级

符号、货架思维。

从结果到思维方法的思维模式

营销-有盈利地满足顾客需求

创新营销
宏观展示营销学的历史、现状和趋势

传统企业如何直面挑战及突出重围

互联网＋下的企业战略创新

中国文化之源：先秦百家

争鸣

儒 家

法 家

墨 家

道 家

名 家阴

阳家农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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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师资介绍】

兵家

从历史智慧看新时代企业

管理

从历史看进退智慧

做事交往的大法则

管理服务的大智慧

孙子兵法与企业谋略

道与术：企业文化为道，经营模式为术孙子兵法的战略管理

框架

守正出奇的战略分析思路上下同欲的制胜之道

军争之法的运营策略

道德为体，谋略为用

张 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学位评定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黄俊立：北京大学民营企业研究所执行所长、北京大学马克思学院副教授。

张智勇：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十佳教师。

王新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副教授。

刘新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

王守常：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

长。

阎步克：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吕 帆：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宣传办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

岳庆平：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

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代表。

宋俊生：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某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程广见：销售与回款领域的跨界专家，大客户营销管理实战派讲师。

於丙才：著名财税专家。

路长全：著名实战营销专家。

李冬梅：著名实战派人力资源专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5%93%B2%E5%AD%A6%E7%B3%BB/670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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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勇：著名实战营销专家。

黄正宏：著名实战专家，首席讲师。

石泽杰：国家科技部专家库专家评委；国家工信部全国领军人才项目专家。

朱冠舟：实战型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中国人民大学 MBA，长江商学院 EMBA。

寇 飞：实战派市场营销专家，17 年营销管理及互联网运营经验。

王国玮：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

【教学管理】

学制：学制一年，从 2021 年 9 月 6 日至 2022 年 9 月 6 日，两个月内集中上课一

次，每次两天（个别 3 天）,共 18 天，144 学时。

培训地点：北京大学校内。

【证书授予】

参加全部课程学习者颁发结业证书，证书统一编号，加盖公章，校官网可查。

学员按学校学生管理制度统一管理，建立学员档案，同学录加入北京大学校友录。

【课程费用】

学费：49800 元/人，其中包括培训费、讲义费、拓展训练费等。

（食宿费用等其他相关杂费学员自理。）

【报名缴费】

1. 填写报名表；

2. 提交资料：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个人及企业简介各一份；本人近期免冠

照片二寸两张，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上姓名；名片两张。

3. 报名截止后，我们将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向申请人通报审核结果，

对合格者发送录取通知书及入学报到须知；不合格者退还申请材料。

4. 被录取的学员在接到录取通知后，请将学费于指定日期内汇入以下账户，

并签订北京大学社会招生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项目协议书，汇款时请备

注学员姓名，并将汇款底单截图发送到指定邮箱。学费到账后由我院统

一开具发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5%8C%BB%E5%8C%BB%E9%99%A2/2999021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北京大学新时代企业工商管理高级研修班

个人资料

姓 名 性 别

证件号码

籍 贯 省/直辖市 市 民 族 政治面貌

办公地址 邮 箱

手 机 办公电话 微信号码

单位资料

单位创立时间 年 月 担任管理工作时间 年 月

单位名称 单位网址

职务 技术职称

贵单位员工总人数 亲自管辖的员工人数

贵单位上年度总资产 （亿）人民币

贵公司是否有培训负责人 否 /是(请注明)姓名： 联系方式

学籍档案材料

◆ 两张2 寸蓝底近照 (电子版) ◆ 身份证复印件

◆ 两张名片 ◆ 最高学历 、学位证书复印件

联系人：

电 话：

微 信：

邮 箱：

本申请表为保密文件，仅供招生委员会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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