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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才能上进，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

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

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既要

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 ；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

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

——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于中共

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



陈昌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建中央主席

领导题词



领导题词

成思危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铁映

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一批具有全球领导力的政府官员及企业家

活跃在世界舞台 ：在世界银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贸易组

织……，代表中国政府的官员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他们正在改

变着世界经济治理的格局 ；放眼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一批杰出的中国

企业家通过技术创新、海外并购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发起冲击，不

断改变着全球产业竞争的格局。

全球化时代，具备全球领导力者方能建立起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既有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又为世界经济持久繁荣作出贡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精心设

计的“全球领导力培养计划”，为学员与世界级专家学者及企业家提

供了一个高层次的智慧分享、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的平台，培养学员

的政策影响力、学术运用力、产业竞争力、创新研发力，使每一位参

与者紧跟世界发展的步伐，积极面对未来的挑战，一起打造我们的长

青基业，共同迎接中国的世纪辉煌！

中方领导

经济全球化时代，给新一代领导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区域

经济竞争与合作，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换代，企业组织架构的重组与改

造，技术的变革与创新，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新一代领导

来说，洞察未来的前瞻力，颠覆传统的创新力，捕捉机遇的决断力，

面临危机的应变力，是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核心能力。

耶鲁管理学院以培养商业和社会领袖而闻名，更以创新力、创造

力、和治学严谨而著称。在中国，我们希望携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以及中国科学院等合作伙伴，通过整合文化、社会、经济、商业和

科技等多个领域杰出领导力的资源来创新领导力的培养模式，为中国

企业培养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外方领导

曹文炼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

际合作中心主任，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dward A.Snyder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项目简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宏观调控中枢与改革
参谋总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

sion），作为国务院的重要职能机构，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

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

主办机构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The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美国顶尖管理学院之一，全球管理教育的领先者，旨在培养企业及社会领袖。凭借顶级专

家师资团队、丰富详实的案例资料以及创新型导师系统，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开发了一系列独特

的课程模块，为全球学员持续创造着特别且意义非凡的学习之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 

国际合作中心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直属正司级事业单位，主要负责组织实施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企业，以及其他外国机构的合作项目 ；举

办经济社会发展与体制改革方面各种综合性和专题性的国际研讨会、讲座、培训班 ；组

织研究各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 ；为国外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介绍合作伙伴以及

参与兴办有关经济实体。

美国耶鲁大学 —“培养领袖的摇篮”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坐落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创于 1701 年，是美国历史上建

立的第三所大学，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齐名，“政、商、学”三界培养出一大批杰出校友，

包括 Bill Clinton、George Bush 等 5 位美国总统、Peter Diamond、Brian Kobilka 等 20 余位诺贝尔

奖得主以及 William Edward Boeing、Roberto Goizueta 等数十位全球企业领袖。



中方重要授课导师

高层政要 学术名流

王昌林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王辑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厉以宁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

石    勇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    斌  清华大学副校长

张承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陈    劲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助理，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周大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原所长

林毅夫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院长

钱颖一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成思危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七、 

 八届民建中央主席

王保安 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忠民 全国社保基金副理事长

乐玉成 中国驻印度大使

石    军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白春礼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冯   飞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司长

刘明康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银监会原主席

刘    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

邵   宁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杨伟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陈   健 商务部原副部长

张晓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

吴晓青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民建中央副主席

（按姓氏笔画排序） （按姓氏笔画排序）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云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

宁高宁 中粮集团董事长

冯    仑 万通集团主席、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晓光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东生 TCL 集团总裁兼董事长

张瑞敏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

宋志平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柳传志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梁信军 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傅成玉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蔡洪平 汉德基金董事长

企业领袖

吴晓灵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

陈锡文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张来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副部长

季晓南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罗    汉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共中央政 

 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周子学 工业务信息化部总经济师

易   纲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赵家荣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中国循环经济协 

 会执行会长

韩   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董宝青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暨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信息化发展局副局长

魏建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 

 部长

戴国强 国家科技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主任



耶鲁授课导师

Robert Hormats   

罗伯特·赫马特，美国奥巴马政府前副国务卿

Robert Shiller  

罗伯特·席勒，当代行为金融学的主要创始人

Richard N. Foster   

里查德·福斯特，曾任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

Thomas A. Kolditz  

托马斯·科蒂茨，耶鲁管理学院领导和管理实践学教授

Bob Stefanowski  

鲍伯·斯蒂芬罗斯奇，瑞士投资银行首席财务官

Stephen Roach   

斯蒂芬·罗奇，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

Micheal Beer  

迈克·比尔教授，哈佛商学院的荣誉教授

Paul Anastas  

保罗·阿纳斯塔斯，耶鲁大学绿色化学与绿色工程中心主任

Jeffrey A. Sonnenfeld  

杰夫瑞·索南菲尔德，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James Baron  

詹姆斯·巴瑞，研究包括人力资源、组织设计和组织行为、社会分层和不平等 ；就业、

劳动力市场和职业发展、社会经济学、创业企业等

Peter K. Schott  

彼得·肖特，主要研究企业和企业员工如何应对全球化

Barry Nalebuff   

巴瑞·奈尔巴夫，博弈理论专家

谢德荪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电机工程系博士，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终身教

授、亚太中心主任

陈競辉

全球私募基金巨头“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的亚洲区创

始合伙人

陈志武 Zhiwu Chen  

现任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创造力与革新
课程要点 管理与领导力   

 组织中的创新  

 理解和克服阻碍创新的障碍

全球化进程中的机会与陷阱

课程要点 全球化进程中的机遇与风险

 新兴市场经济政策环境与文化差异

 未来动态环境下的决策与风险管控

全球化时代企业经营与管理

课程要点 全球可持续竞争力与跨国经营

 领导者可持续资源管理与运营思维创新

 全新价值观与文化体系的建设

金融创新与全球实践

课程要点 国际资本市场与财政金融政策

 全球经济走势

 国际金融环境下的挑战与机遇

课程模块设置

“及时把握企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战略”

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
课程要点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解读

 全球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与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经营所需面对的经济环境和产业环境

授课导师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等相关部门领导及知名专家

国际环境与全球战略

课程要点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金融格局以及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环境

 全球化投资政策与经营政策

 企业如何更好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

授课导师 商务部等相关部门领导及对外政治、经济外贸政策方面的国内外知名专家

经营转型与技术创新

课程要点 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与产业升级相关配套政策解析

 中国企业转型发展的经营与策略

 新科技和新理念下的新成长机会

授课导师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中科院等部门相关领导及专家学者

组织变革与管理创新

课程要点 企业组织生命周期与组织变革

 企业治理结构模式与文化差异

 企业未来发展模式与管理创新

授课导师 国资委等部门相关领导、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及专家学者

资本运作与财务战略

课程要点 产融结合案例剖析与战略模型

 资本运作战略与实操

 企业价值优化管理模式与风险管理体系

授课导师 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相关领导、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及金融专家

中方课程 外方课程

“激发和提高管理者在动态环境中的决策与管理能力”



梁信军（复星 CEO）

庞大的中国市场助生全球伟大的中国公司。

宁高宁（中粮集团董事长）

成功的公司一定是在战略方向和战术执行力上都到位。

席勒（诺贝尔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教授）

金融是管理风险的方式，能提高生产力，达到我们的目标。

马云 ( 阿里巴巴董事长 )

工业 4.0 是企业系统集成能力的体现，抓住这个趋势就抓住了未来。

赵令欢（弘毅投资总裁）

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需求，用资本的方式把中国实业、生产带出去。

洞察力

领导力

创新力

走近｜聆听｜交流
成为全球伟大公司的领导者

高手云集

思想激励

事业支持

超越知识｜分享智慧
汇聚中国企业 CEO 的佼佼者



2015 年，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落实的初始年。企业海外布局，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最优选择。

与众不同的海外课堂和事业交流平台 ：借力中国政府经济外交力

量，为中国企业家们海外战略布局提供决策参考 ：政治格局、投

资机遇、行业趋势、合作案例、投资指南。

向领先企业学习｜做领先企业 海外战略｜运筹未来

中美 

中美合作开发北美能源专题研讨会

中英

中心成功举办“中英先进制造业投资促进项目”

启动会

中加

加拿大阿美科集团环境与基础设施国际公司副

总裁司马威先生一行访问中心

中德

中心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签订合作意向书

中津

中心与津总统内阁办公厅签署的《关于推动中

津双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国与联合国

中心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共同主

办“ 2013 全球可持续金融圆桌峰会”

走近新希望
新希望董事长    刘永好

不想盈利的商人永远不会成功，然而商亦有道，要想做得大，走得远，需

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我多年的体会是，要用心理解中国全面改革的政策，

抓住新常态下的政策红利，建立良性的政商关系。

走近红领 
红领集团董事长    张代理

在新的互联网时代商业文明中，大规模标准化的制造将遭到摒弃。创新商

业模式，打造一个以消费者为开端，以数据管理为核心，由消费者、渠道商、

制造商、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构成的生态系统。这和工业 4.0 的理念有异曲

同工之妙。

抓住中国崛起的改革红利



项目咨询
与项目办公室联系，咨询与项目相关的问题

报名申请
填写报名申请表，提交个人信息及相关资料

资格审核
由专家遴选委员会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审核，确定录取名单

录取通知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向通过审核的申请者发放录取

通知书、入学须知和学员注册表

交费通知
申请人按照入学须知的要求填写学员注册表并寄回、交纳学费，并

将交费凭证发送至项目办公室确认

开学通知
项目办公室确认收款后，向学员开具发票并发放开学典礼及第一次

授课通知

报名流程定向招生 ：
大中型企业及创新性高新技术企业高层管理者 ； 

金融服务机构负责人 ； 

其他有志于全球化发展的各类机构高层管理人士

培养方式 ：

采取不脱产学习方式，以集中授课，课堂讨论，教学互动与实践，撰写学习论文等

为主要培养方式，并与体验学习，企业参观交流，国际专题考察活动等方式相结合

进行。

培养周期 ：

24 个月，每 2 个月集中授课一次，每次 2-3 天时间。

项目认证 ：

本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与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进行联合资

格认证，完成课程并经考核合格的学员将获得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

心和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联合颁发的权威证书。

培养模式



联系人：李玲

手机： 13911069821  

电话：010-66239826 

传真：010-88131088 

邮箱：169339328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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