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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BiMBA 

        支持平台： 燕园企业家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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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中国大的制度变化，研究存

在的机会、这些机会能存在多久等问题。向学生提供大的宏观的视野，使得企业

家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站在把握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和商业环境变化规

律这个高度上去研究企业具体的管理问题。”因此，北大国发院逐渐形成了“依

国家智库，铸商界领袖”的独特定位，在商业管理教育领域独放异彩。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BiMBA 教授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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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于 1994 年，是在著名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基础上新组建的一个以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科研教学机构，学院坐落于北京大学

美丽的皇家园林朗润园，设 MBA、EMBA和企业培训项目，凭借以“国家智库”著称的北

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强大师资与海外二十余所合作商学院，培养了数以外计具有北大精

神、中国高度、全球视野与社会情怀的商界领袖和职业经理人，在《福布斯》、《财富》、

《商业周刊》等商学院排名中屡获殊荣。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由林毅夫、海闻、易纲、张维迎等教授联合创办，关注国家发

展，前瞻性地提出重大的战略、制度、政策和基础理论问题，汇集了以林毅夫、周其仁、

张维迎、宋国青、姚洋、卢锋等为代表的几十位著名的经济学与管理学教授，二十年来

已经成为社会公认、中央政府倚重的高效“智库”。 

林毅夫教授说：“我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中国大的制

度变化，研究存在的机会、这些机会能存在多久等问题。向学生提供大的宏观的

视野，使得企业家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站在把握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和商

业环境变化规律这个高度上去研究企业具体的管理问题。”因此，北大国发院逐

渐形成了“依国家智库，铸商界领袖”的独特定位，在商业管理教育领域独放异

彩。 

 

【燕园介绍】 

北京大学校园又称燕园，与圆明园、颐和园毗邻。北京大学于一九五二年迁

此园后，充分利用了这些古典园林基础，保持传统，适当改造，适应了内外园林

区的风貌，营造了园林化校园环境。数百年来，燕园数易其主，饱经沧桑，已非

原貌，但其基本格局与神韵依然存在，成为难得的历史遗产。在燕园这个舞台上

上演了中国很多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个缩影，也是北大学子们的精

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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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平台：燕园企业家俱乐部】 

燕园企业家俱乐部是由在北京大学校园（北京大学校园又称燕园）学习和进 

修过的优秀企业家学员成立的组织，燕园企业家俱乐部继承百年学府北京大学的

优秀基因，通过对优质资源的整合，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致力于为中

国新经济时代的成长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家搭建高端智慧平台。 

    一个自身不断成长、企业持续发展、家庭幸福和睦、心系社会公益的企业家

才是符合当下社会认知的成功企业家，燕园企业家俱乐部以打造企业家新形象为

己任，立足于企业家自身能力成长、企业成长、家庭成长、心灵成长四个维度展

开服务，帮助企业家奠定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新形象，从而获得社会广泛认同。 

 

【核心优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品牌项目】 

CCER中国经济观察——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中国经济展望论坛 

朗润预测——金融市场决策的重要参考            金融体系改革研讨 

两会解读——第一时间把握政策趋势              北大汇丰经济论坛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高层论坛                  严复经济学讲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讲座                        政要来访——国际视野 

致福轩之友讲座——国际管理名家的分享 

 

【教学特点及收益】 

扎根本土，服务本土：以本地授课为主的模式，节约了去北京求学在时间、精力、 

财力方面的投入，综合性价比极高；而且在课程设置和师资安排上按照苏南企业家的需

求来展开； 

课程更新速度快：每年根据商业环境的变化和学员的具体需求，更新 20%左右的课

程，确保学员学到最新最实用的课程； 

多元背景的师资团队：教学团队由 30%海外留学背景、30%大型企业工作调研背景、

30%学院理论背景的强大师资构成，有力保障了教学成果； 

系统的商业课程：针对苏南企业高层管理者、以实战为导向的系统化商业课程，帮

助学员搭建自己的商业知识体系，学以致用，全面提升学员的实战能力及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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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毕业，终身学习：考虑到学员的工作繁忙，难免与上课时间冲突或需要温故而

知新，学员随时可参加其他班级所有课程的学习，不另收取费用；也可以参加其他班级 

的所有活动，获取更多的考察机会，赢取更多商业机会，结交更多朋友； 

北大校友的高端人脉平台：采取交流教学的模式，每个班级有 2 次与外地的北京大

学 EMBA 班级交流学习和商务考察的机会；作为北大的校友，学员将有机会免费参加

朗润园内举办的国际、国内顶级讲座，领略大家风采、近距离感受中国商学教育与研究

圣地的底蕴。 

 

【必修课程】 

战略与投融资决策模块 

模块 

导读 

在新经济的格局下，深刻剖析中国企业面临的形势，并着眼于如何保持企业永

续发展。本模块帮助学员审时度势，从容应对宏观经营环境变化，进行理性、

清晰的商业决策，结合众多企业实践案例，促进学员思考企业通过战略与环境

的不断适应，从而打造企业新经济格局下的组织结构和支持平台。 

课程 01  企业定位与战略管理 

课程 02  资本市场分析与投融资决策 

课程 03  管理心理学——决策与判断 

转型与创新模块 

模块 

导读 

中国企业传统的替代式竞争模式终将成为历史，创新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本模

块旨在帮助学员掌握经典市场化运作理论与实践的同时，通过资源匹配与模式

创新来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整合资源，创新价值，再造企业赢利系统。 

课程 04  中国企业转型与管理创新 

课程 05  商业模式创新与顶层设计 

课程 06  企业项目化的经营管理之道 

管理实务模块 

模块 

导读 

本模块涵盖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将企业经营实践中的各项问题纳入系统的分

析框架中。旨在帮助学员完善知识结构，深入了解企业管理的各项职能、全面

提升综合经营管理能力，为长足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课程 07  市场营销——策略与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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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08  流程管理——用流程复制 

课程 09  企业经营法律风险防范 

领导力发展模块 

模块 

导读 

组织之卓越依赖于能否成功地凝聚不同人才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行。本模块将探

讨提高领导力的诸多因素，获取体系性的管理思维方式，增强在不确定环境中

卓有成效地管理变革的能力，系统地掌握可持续发展的领导方法技巧。 

课程 10  高绩效组织领导力 

课程 11  企业公共事务与危机管理 

课程 12  企业人本管理与人才战略 

 

【选修课程】 

课题 

01 宏观经济与时政解析 

02 全球经济与中国 

03 孙子兵法与取胜之道 

04 儒墨道法中与现代管理 

05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艺术-曾国藩管理方略 

06 毛泽东战略思想与领导艺术 

07 政务、商务礼仪 

08 艺术品鉴赏 

09 中医与养生智慧 

10企业经营税收管理与风险控制 

 

【特色课程】 

极限挑战课堂 朗润预测发布 

课程 01 井冈山圣地团队挑战课堂 

课程 02 库布齐沙漠穿越实战课堂 

课程 03 新疆天山大穿越实训课堂 

朗润预测，为“CCER中国经济观察”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起、约请其它经济研究机构

对 GDP、工业增加值、CPI、投资、利率、汇率等十项指标

进行短期预测，参与机构提供的预测数据将在客观、公正、

透明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综合预测结果。这项工作以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所在之古典皇家园林——“朗润园”命名。

故又称作“朗润预测”。 

本项目学员将第一时间得到预测结果，并观看现场转播视

频。 

 



 

 7 

 

【部分师资】 

李 玲——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人之一；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北京市政府顾问，世

界银行政策研究部医疗改革顾问。 

江 英——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人之一；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正师职，大校军衔；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国大典主讲人，毛新宇的博士生导师；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战略学。  

汤 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副秘书长，国务院扶贫办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教授；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陈全生——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研究司司

长；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委、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工作多年； 

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民营经济研

究会副会长。 

张  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大国际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奥美品牌研究中心

学术主任，北京大学直销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高校市场学学会理事，《营销科学

学报》等学术期刊评审；张黎教授主要从事市场营销管理、零售和消费行为领域的教

学与研究。 

王正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博士

生导师；其他学术兼职有外交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副秘书长。 

宫玉振——北大国际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不确定环境下的领导力

与竞争战略、孙子兵法与战略管理、商业管理中的战争隐喻、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等领

域的研究与教学。 

艾学蛟——北大国际《危机管理》主讲教授；北京大学危机管理课题组组长，中国

危机管理切割理论创始人，中国工商联常年特聘危机管理培训和咨询专家；艾学蛟教授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危机管理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众多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指点

迷津、化解危机、提供危机解决之道。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1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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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西苑——北大国际《资本运营》课程主讲教授；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会员；房西苑教授曾在美国华尔街工作多年，回国后任美国投资基金 

驻华代表，将多家中国企业送上国际资本市场，是少有的既熟悉国际资本市场规则、又

深谙中国国情，即买过企业、又卖过企业的实战派专家。 

刘启明——北大国际《战略管理》课程主讲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学士、硕士

学位，美国华盛顿大学、杜克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领导并完成过 100个

以上的跨国或国内企业管理咨询和市场营销项目，项目所涉及的行业主要包括：快速消

费品、汽车、通讯、IT、金融保险、零售和房地产。 

于洪波——北大国际《项目化的经营管理之道》课程主讲教授；资深管理专家，北

京大学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研究室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美国管理科技

大学客座教授,美国项目管理协会会员。 

施俊琦——北大国际《管理心理学》课程主讲教授；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北京

大学心理学系应用心理学专业博士、中山大学岭南商学院教授；从事消费心理学的教学 

和科研工作，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担任多个重点项目的负责人。 

林健安——北大国际《转型管理》课程主讲教授；著名的战略管理专家、高级咨询

师，兼任叔十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政府以及企业的战略顾问；10多年来，林老师致力于

管理科学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在管理科学的诸多领域都有独特贡献，其《价值战略》、《应

用管理学》、《企业全程生涯管理》等研究成果颇受理论界与企业界的认同与好评，被誉

为“将西方管理理念中国化”的管理专家。 

高博厚——北大国际《法律风险防范》课程主讲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企业管理

高级研修部教务副主任，北京大学 MBA教程编委，资深律师，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高老师擅长企业商务合同陷阱及其风险防范操作，专注于公司法人治理、房地产法律管

理实践，丰富的企业法律管理与实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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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对象】 

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及高层管理者，要求四年以上高层管理岗位经验； 

 

【学习模式】 

学制 15个月，每月集中上课一次（寒假除外），每门课程周末授课； 

必修课 12门（每门课程 2天），选修课 4门（每门课程 1天或半天），特色课 1门； 

班级活动：商务考察、企业互访、同学联谊、北大百年讲坛等课外学习活动根据学员需

求灵活安排； 

学习地点： 北京大学朗润园 + 本地授课 + 移动课堂。 

 

【学习费用】 

报名费：1000元/人；  

学费：48800元/人（包括学费、教材、讲义资料费、课间茶点费、论坛讲座、论文辅导费等

费用，不包括食宿和交通费）。 

 

【报名程序】 

提交报名表、身份证复印件、学历证明、个人履历及公司介绍、2寸证件照四张； 

北大国发院培训部对报名学员资料审核通过后发放录取通知书； 

学员按照录取通知书办理入学手续，统一学籍管理。 

 

【报名咨询】 

圆才培训中心  叶欣  66605848  yex@o-h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