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财经大学

始建于 1949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新型高等财经院校；

校训：忠诚、团结、求实、创新；

办学理念：求真求是，追求卓越；

是中国首批“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

中国首批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人文社科类院校；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科于 2002 年和 2007 年先后两次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2012 年成为教育部、财政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2017 年成为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中央财经大学被誉为“中国财经管理专家的摇篮”。



以中央财经大学 EMBA 核心教授、资本运营实战专家为主要导师团队

洞悉全球经济形势 探究企业运营规律 把控宏观战略布局 铸就卓越领导智慧

【课程背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成为推动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国进入创新、创业的井喷期，经济结

构与经济增长方式正在飞速调整与转变。企业决策者在带领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遇到

越来越多的挑战与困惑。

如何实现战略突围？

如何优化商业模式？

如何推动企业转型与升级？

成为中国企业决策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多年以来，中央财经大学为各大银行、企业提供多层次的市场定位。遴选最优师资，紧

扣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两大主题，同时整合了企业管理方面知识，加强了企业家人文精神的

塑造和领导力培育，灌输资本运作新理念，开设 《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实战班》，帮助学员

有效地实现管理、治理、资本运作能力的多向提升。

通过“优秀企业家同班学习”、“课堂干货学习、分享”、“户外实践、挑战”等喜闻

乐见的模式，旨在为新时期企业家商业思维培养、领袖气质塑造、社会担当培育、商业模式

创新等提供一个崭新的平台，从而唤醒新时期“新”的企业家精神，实现企业的创新、变革

与超越。同时，也为新时期中国企业家搭建自我提升、智慧共享、交流合作、实业兴国的平

台。



【课程设置】

九大课程模块
宏观经济 政策解读丨使命 智慧 新时代营销变革 | 思想 整合

要点：企业全局意识、战略管理实践

课程：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

企业战略管理的整体架构；

企业战略规划的制定、实施及评价；

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化战略；

企业发展战略模式的选择；

新形势政策解析；

价格指数波动

要点：以用户为导向的设计与营销、数字时代的

商业模式创新

课程：整合营销与切割营销；

新时代营销拐点；

产品市场定位；

分销通路设计和管理；

价格策略的战术运用；

客户关系管理与维护；

广告、促销与媒体关系

战略管理 机遇挑战 | 创新 视野 私募股权 资本运营 | 全面 实战

要点：全球战略思考

具有商业敏锐力的企业管理实践

课程：战略管理新思维百年家风与家族传承；

未来企业面临挑战与发展趋势；

动态竞争分析；

信息战略的作用及影响；

建立成功的战略联盟；

战略实施与组织机构；

一带一路的全新开放格局；

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

一带一路的国际化布局

要点：应用投资组合对财富进行合理风险管控

获得资产增值

课程：私募股权投资（PE）；

多层次资本市场框架下的投资机遇、模式

与挑战；

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募集；

私募股权基金的项目投资；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退出机制；

基金产品的选择与投资；

私募股权融资募集程序；

私募股权融资操作实务与流程

国学智慧 领导魅力 | 传统 经典 互联世界 共享未来 | 互联网金融

要点：领导者的组织角色与领袖魅力提升

课程：领导力艺术与中国商道智慧；

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

孙子兵法与商战谋略；

经五事原则；

兵不厌诈原则；

要点：互联网金融环境下传统企业顺应时代发展

与科技领域的高度碰撞

课程：互联网金融模式分析

互联网支付

互联网金融模式创新与风险防范

大数据下的投资策略



知己知彼原则 大数据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破解产业痛点

云计算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运营管理模式

公司治理 统筹全局 | 有效 全面 法律风险 防患未然 | 防范 审慎

要点：公司治理的概念与公司股份体质问题探

讨，提高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并建立健

全公司治理结构

课程：公司治理探析；

新形势下公司体系解析；

公司治理中的激励及约束机制；

国内外公司治理案例分析与研究

要点：从法律的角度进行自我保护，有效防范企

业法律风险，用法律为企业创造价值

课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

法律思维决策与管理；

创投产业的实务与案例；

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风险投资的融资活动；

风险投资相关法律与财务

团队建设 人才管理 | 领导 高效 企业参访 | 分享 （选修）

要点：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心理学与高效团队塑造

课程：企业人才战略管理；

领导者的气质、品位提升；

商务谈判与商务礼仪；

如何实现企业家的人生价值；

从禅文化谈自我修养；

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观

企业参访

公共课堂：国学、养生、茶道等

【师资】（与名师同行）

贺 强：国内著名的金融证券专家、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

韩复龄：国内知名金融专家、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应用金融系主任、中国证券市场

研究设计中心、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兼任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专家、中国工商银行等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等财经媒体特邀评论员。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李建军：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院长、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全国金融青联委员。

李志军：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经



济发展研究所所长。

张学勇：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工作部部长，研究生院院长，龙马学者特聘教授，金融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2011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培养支持计划，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CPA）。

苏 治：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金融科技系主任。

莫林虎：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出版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财经

新闻研究所所长；中财大画院副院长。

樊 勇：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国税

务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税务报特约评论员。

张晓涛：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国

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蔡如海： 中央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培训学院院长，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MBA 导师，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

李汉军：管理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国际合作处副处长、参与环保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多个重点项目课题研究。

于洪波：美国项目管理专业理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国资委培

训中心特聘教授。

李永瑞：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副教授。

顾炜宇：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马光远 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

张 勇：南开大学国际法法学研究所所长；天津仲裁委员会涉外仲裁员。

今 朝：著名商模专家。

刘红松：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

雎国余：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 晓：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丁守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杨世文：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黄俊立：北京大学副教授、信息学院高层培训中心投融资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BC%80%E5%A4%A7%E5%AD%A6


路长全：著名营销专家，中央电视台广告部策略顾问。

刘春华：中国著名职业经理人、管理实战专家；原海尔集团市场营销部部长；

原帅康集团副总裁。

龙平敬：中央财经大学特约讲师；财中金控董事总经理；商界孵化中心首席顾问、商业模式

实战专家、顶层设计专家。

李明英：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张子凡：国内资深创业型实战派讲师、营销团队管理专家。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咨询顾问，泰

丰 888（深圳泰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张 伟：北京大学投资银行学会会长；北京市经济法学会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谢智勇：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中心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会理事。

吕廷杰：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王云鹏：中央财经大学特约讲师、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管理学博士、

领导力与执行力实战导师。

傅志勇：电子商务教练型实战专家；阿里巴巴多个运营平台咨询顾问。

【学习收获】
◆解决问题：解决企业发展问题，辅翼企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缔结信任：汇聚信任优秀企业，结合各自优势实现多样化合作。

◆合作共赢：打造优秀精英平台，实现汇仁汇智汇商合作资源库。

◆智库支持：中央财大最优产研教授，实战投资专家产业资本投融资。

◆产业支持：清控产业资本对接，汇集健康医疗及并购基金产业。

【招生对象】
企业董事长、CEO、总经理等企业高管；

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决策者及高级管理者；

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者；

控股公司/集团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各类从事实业、股权投资或投资管理的专业人士和高层管理者

【报名须知】
学 制：一年，每月授课一次，每次 2 天。

学 费：人民币 3.8 万元/人（含 1 年的教学、教材资料，不含学习及参访产生的食宿



交通游览费用）

上课地址：中央财经大学

【报名流程】
提交报名表————获得入学通知书————交纳学费————报到入学

◆ 申请报名：申请者可通过电话索要报名表报名，报名表格复印有效。

◆ 确认回访：经审查合格者，发“交费须知及入学资料”。

◆ 缴纳学费：学员收到“交费须知”后，按要求交纳全部学费。

◆ 入学通知：学员交纳学费到账后，将按照中央财经大学的有关规定开具行政事业单位统一票据并发

入学通知书。

◆ 报到入学：交完费用的学员，正式报到，办理入学手续。

【汇款账号】
收款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账 号：0200002919089021427

开 户 行：工商银行北京新街口支行

【学习证书】
通过全部课程及论文考核，获得中央财经大学颁发的结业证书。

【联系方式】
中央财经大学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66239826

联系传真：010-88131088

项目负责人：

李 玲 13911069821（同微信） Q Q：1693393285

刘淑华 13126802229 Q Q：1526364749

佟长刚 13718066056（同微信） Q Q：2428192523

邮箱：tsinghua301@126.com

mailto:tsinghua301@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