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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后EMBA商业领袖上市公司董事长班（15期）

后E促进会

北大后E促进会，由北大后EMBA企业家学员共同发起，于2013年10月正式注册成

立。会员构成为年营业额或资产10亿以上企业负责人，目前会员人数超过1600

人。旨在继承和发扬北大的优良传统，为北京大学后EMBA同学搭建资源共享、互

相合作、永不毕业的综合平台；通过自身资源及优势、创造、发展、发掘、促成

商业机会以服务同学、回报社会，进一步实现会员及促进会的价值增长。理事长

由原招商银行行长、著名银行家、金融家马蔚华先生担任。

项目简介

21 世纪是一个巨变的时代。现有的市场秩序与商业规则正不断面临新的冲击，

富有“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精神的北大人, 不满足于业已取得的成就, 特

别是在现代政商企文哲跨学科、交互融智等管理领域, 不断开拓进取、与时俱进、

勇于创新, 在国内首开“后 EMBA”之先河, 为接受过 MBA、EMBA 系统教育的社

会精英之士, 提供了一个升华精神才智的现代黄埔。

后 EMBA2011 年开办以来，已先后开班十一期，1600 余位党政精英和杰出企业家

入班学习，正逐步成为我国目前最高端的知识学习和资源整合平台。后 E促进会

秉承为后 EMBA 同学搭建资源共享、永不毕业的平台，顺应时势发展，将原有后

EMBA 课程进行升级，凭借自身优势，延请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专家、学者

型官员和著名经济学家、文化学者、社会知名人士为核心导师，力邀海外顶级金

融机构实战专家，融入更多金融课程及海外课程，通过人文素养、哲学思辨、科

技创新、财富传承之道的学习培养全球视野、系统性思考、人文关爱情怀的新商

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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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MBA、EMBA 只是人生的其中一个高点，实现后 EMBA 的超越才至关重要！

项目定位

超越管理、超越财富、超越自我

后 EMBA 是 MBA、EMBA 之后的再延续、再提升、再超越！如果说，MBA、EMBA 是

人生的一个高点；那么，实现后 EMBA 的 超越 才至关重要！

项目价值

1: 云集权威大家名师

首创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专家、学者型官员、国内外著名学者及各行业实

战专家组成的核心师资团队亲自授课,聚焦国际国内民生热点,前瞻宏观经济发

展趋势,剖析政策的制定 背景及后续发展方向。独特的课程体系涵盖政治、经济、

金融、创业、创新、人文、历史、宗教、外交、艺术等领域,全面提升企业家 的

格局、视野、胸怀和修为 ;使企业家在学习和修炼中得 到思想的碰撞、观念的

交融、财富的增值、精神的共鸣。

2：全球视野、资源对接

后 E携手世界顶级金融机构穆迪、高盛力邀世界顶级金融实战专家作为师资，从

企业在成长中遇到的典型问题进行深度解剖，切合企业成长实际，以实用为本的

原则，确保学以致用。同时凭借在欧美金融界的高规人脉资源，提升中国企业家

对全球资产配置、家族财富管理等方面的全球化视野，搭建商务合作平台。

3: 汲取中西人文精华

后 E熔炼古今文化精髓,蕴含东西哲学 智慧。融人文关怀、宗教体验、修身养性

于一体,构建开阔、博学、深刻的跨文化修炼体系,成就转型时代达观天下的社会

领袖。

4: 凝聚中国精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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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后 EMBA 同学会致力打造国内最高端的人脉资源平台及最有价值和影

响力的校友网络, 学员来自国内不同背景、不同行业的高端人士，多元化的交流，

教学相长、激荡智慧，在学习的同时获得社会资本和财富的增量。通过定期举办

的紧贴时事热点的高端论坛、私人银行定制、项目对接会 等多种形式,充分挖掘

及整合多方资源,凝聚中国精英力量。

5: 超越财富 实践强者的有为

北京大学后 EMBA 倡导“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中国经济要在全球化的

今天追寻更大的发展,企业家必须要“超 越财富”,学会正确看待和使用财富,

同时努力承担社会责任,以身作则践行公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课程设置

一、中国的未来：机遇与挑战

(一) 中国经济 60 年 : 回顾与展望

(二) 世界金融形势与我国的货币政策

(三) 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四) 解读十三五规划、如何实现中国梦

(五) “一带一路”下新的合作机遇

(六) 国外城市化发展模式与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

二、全球创新：科技变革与创新创业

(一) 科技变革 - 未来科技与颠覆式创新

(二) 移动互联网下的产业颠覆

(三) 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创新路线图

(四) 中国制造业 2.0 向 4.0 的跨越

(五) 大数据时代重构数字营销

(六) 社群经济时代与社会化营销的游戏规则

三、资本运作：跨越式发展

（一）中国资本市场：变革与成长

（二）完胜资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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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并购：世界兼并收购浪潮与中国对策

（四）盘活资产的另类选择：资产证券化

（五）市值决定命运：解读中国式市值管理

（六）大数据时代的金融创新与实践：互联网金融

四、财富管理与传承

（一）规划人生规避风险：财富管理与风险管理

（二）趋之若鹜的非传统投资

（三）避免投资偏差的软性技能：行为金融

（四）颠覆：开启财富时代金融衍生品投资新思维

（五）理清财富管理脉络，明晰国际税务考量

（六）解密财富传承：家族信托与家族保险

五、国学：中国文化根基

(一) 中国文化与强国之梦

(二) 易经与决策思想

(三) 儒家的基本精神:修身与治世

(四) 佛教的基本精神与《金刚经》品读

(五) 道家的基本精神与《道德经》精读

(六)《 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

六、超越管理：修炼领袖的气质

(一) 毛泽东思想:战略战术与领导韬略

(二) 从历史看管理: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启示

(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力:曾国藩管理方略

(四) 选择伟大领导人的机制:跨国企业的选人与育人

(五) 家族企业传承与基业长青:摆脱“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六) 中国企业案例点评

七、超越财富：实践强者的有为

(一) 哲学智慧与人生思考

(二) 爱之旅途与生命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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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古典诗词鉴赏与人文素质提升

(四) 走进音乐的世界

(五) 天趣：中国书法与绘画的艺术追求

(六) 财富的归宿:商业伦理与企业家精神

八、明道全球 学以致用（海外游学）

（一）美国东部名校前沿思维之旅

（二）美国西部硅谷生态圈之旅

（三）英国引领未来财富之旅

（四）以色列创新创业之旅

（五）德国工业 4.0 与隐形冠军之旅

核心师资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专家

饶毅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生物学家、原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熊澄宇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人之一。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化产业研

究中心主任,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新媒体、文化产业及软科学。

贾 康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人之一。著名财经专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领域:宏观经济、财经

理论与政策。

张燕生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人之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领域 : 国际金融、国际贸易。

王一鸣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人之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书

记、副院长、研究员。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区域经济。

秦 虹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人之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领域：城市建设投融资、住房与房地产政策

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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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人之一。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

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

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国际金融、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

巴曙松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人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

生导师，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领域：金融机构风险管理、金融市场监管。

学者型部委官员

叶小文

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正部长级）。研究

领域：哲学、社会学、宗教

李肇星

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新闻发言人，原外交部部长。

刘明康

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国银监会主席。

李荣融

原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徐冠华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科技部部长。遥感应用学专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瑞典

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荣誉博士。

陈章良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原广西省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生物学家，

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辜胜阻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曾任湖北省副

省长。研究领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民营经济与企业管理。

魏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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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原商务部副部长。研究领域：经济合

作、对外贸易。

周汉民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政协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民建市委

主委，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著名经济学家与知名学者

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研究领域：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经济改革与发展。

姚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章 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研究领域：经济政策与产业组织理论、环境经济与

农业合作理论。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当代一流国际政治学家，著名美国问题学者。

研究领域：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理论。

邓小南

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领域：宋史、唐宋妇女史、官僚制度史。

程郁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北京大学

学报》社科版主编。研究领域：中国古代文学。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

崔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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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创新论坛发起人、战略及领导力研究专家。

宫玉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际(BiMBA)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北京

大学孙子兵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研究领域：中国传统

战略与管理、国家发展战略。

郭春林

北京大学企业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战略及人力资源专家，教授。

夏 斌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研究领域：宏观经济政策、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

经济学家，人本发展理论创立者。研究领域：资源与环境、宏观经济和中国走势。

张其成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

医学家，易学专家。

徐 焰

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教授。研

究领域：军事历史、军事思想。

李 莉

国防大学教授，军事科技教研室副主任，军事学博士，陆军大校军衔。担任中央

电视台军事栏目访谈嘉宾与军事评论员。研究领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武器装

备现状与发展。

周海宏

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研

究领域：音乐心理学、音乐美学。

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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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结构生物学家

国际师资

朱棣文

美国能源部部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理查德 · 库珀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副国务卿

莱蒙 · 卡萨德苏斯-马萨内尔

哈佛商学院克兰内特学院赫尔曼籍工商管理教授

爱德华 · 罗伯茨

麻省理工学院 MIT 大卫· 萨诺夫技术管理学讲席教授，MIT 终身教授

方 华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张首晟

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电子工程系和应用物理系终身教授

史蒂夫·布兰克

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教授、当代“创新大师”

Sebastian Thrun

斯坦福大学的教授、GoogleX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威廉·巴内特 William Barnett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

祝效国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博士

谈 锋

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硅谷联络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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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学费

学 制：2年，每月利用一个周末上课 2天。

学 费：RMB 79.8 万元/人/期，食宿统一安排，费用由学员自理。

联系人：

李玲 老师 13911069821

010-66239826

010-88131088

Q Q:1693393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