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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0/2021_2022__E6_B8_85_E

5_8D_8E_E5_A4_A7_E5_c78_260833.htm 【课程类别】总裁研

修班 【开课时间】2007年9月19日 【学制安排】10个月，共计

五个课程模块，2个月集中授课一次，每次五天 【学习费用

】人民币22000元/人（含教材、讲义、证书、午餐）(3人以上

可优惠) 【学籍管理】纳入清华大学统一学籍管理，建立学员

终身学籍档案。（可上网查询） 【课程咨询】 010-838 21892

；13911550149 ；010-63823182（传真）周老师、张娟娟老师 

【课程介绍】 领导商略18 期 2007年9月19日－2008年5月 领导

商略19 期 2007年11月28日－2008年9月 清华大学领导商略项目

是国内较早设立，以提升中国企业领导人的管理能力和管理

水平为宗旨的高级工商管理培训课程。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创

新，专门针对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设计了从战略到执行的一系

列课程。通过课堂讲授、案例讨论以及对世界一流企业的管

理经验的介绍和分析，学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消化课程知识

，开阔视野，激发思维，提升全面战略决策能力，成为能够

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挑战的卓越的领导者。 一、课

程介绍 领导商略总裁高级管理研修课程以战略管理、领导力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等为重点，包括四个基础

模块和一个自选模块，每模块授课5天，学员可以在学习企业

管理基础知识，更新经营理念的同时，根据自身的需要，在

企业创新经营、资产管理、民营企业规范化管理和领导力提

升等四个备选模块中选择其一，结合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

有针对性地强化相关领域的学习，提高对学习过程的可控性



。 清华大学领导商略课程既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担纲主讲

，也有企业界著名的实践家与您探讨交流。个性化的学习模

式，更能满足企业领导者不同的学习需求。课程的教学方式

灵活多样，将采用案例分析、课程讲授、小组讨论、讲座、

专题研讨、角色扮演、实战模拟等丰富多彩的方式进行，学

员将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和交流，系统掌握现代管理

理念。 ［课程特色］ 丰富的管理培训经验 国内一流的师资团

队 紧密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 个性化的学习方案组合 灵活多样

的教学模式 创新的课程体系 全方位服务的交流平台 ［课程价

值］ ☆个人收益： 了解系统、全面、先进的工商管理理论体

系； 掌握先进的决策方法和管理工具； 开阔思路，提升全面

综合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拓展人际关系网络，分享校友资

源，交流管理经验，探讨管理心得； 与咨询专家交流，了解

自己企业经营的优势劣势，改善绩效表现； 个性化学习，根

据各自企业的需要，选择最适合的课程。 ☆组织收益： 了解

宏观经济走势，为企业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 提升领导力，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员工团队； 合理安排学习周期，可以

在兼顾企业运作的情况下，通过阶段性学习使企业获益； 派

遣管理团队学习，可以统一工作语言，使企业绩效成倍提高

； 通过优惠的团购价格，满足个性化的组织学习需求。 ［课

程模块］ 必修模块 必修模块一：营销与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

销战略 营销实战与营销创新 品牌管理与整合营销 战略人力资

源管理 必修模块二：战略管理与领导力 企业战略管理 细节决

定成败 中国企业战略突围 新领导力 必修模块三：法律与财务

管理 现代企业法律实务 财务报告分析 非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

纳税与税务筹划 必修模块四：国学精粹与现代变革管理 变革



管理 儒道禅与现代企业管理 创新思维 企业内部组织分析与团

队建设 选修模块 选修模块一：领导力提升 领导力与沟通艺术

授权与领导监控 情商与影响力 领导艺术与变革管理 选修模块

二：资产管理 公司治理 企业投资与融资决策分析 企业并购与

整合 财务监管与审计 选修模块三：创新经营 战略创新与变革

创新企业取得风险投资的途径与策略 组织变革与管理创新 变

化环境中的组织学习与竞争优势 选修模块四：民营企业规范

化管理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和相关政策 中国民营企业竞

争力提升之道 小企业如何做大做强 民营企业制度的建立与规

范化管理 主要课程内容简介 营销与人力资源管理 本课程模块

提供学员企业管理中所需要的营销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方

面的知识。系统地介绍市场 与顾客价值导向的现代营销理论

、策略、手段、方法，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从战略的高度

阐述了 最新的人力资源管理观念和技巧，内容涵盖人力资源

规划、工作分析、招聘甄选、培训发展和绩效 评估等。 战略

管理与领导力 本课程在探讨行业分析、竞争优势、核心能力

等基本的战略概念与工具的基础上，侧重更高层面的 战略理

念与实践，将由著名经济学家为学员阐释中国企业战略突围

的最新思想。同时，为帮助学员 设计和规划自己的领导能力

，通过分析领导之道的特质、行为、权变、组织文化与影响

力，引入和 谐领导的新观念，帮助学员成为真正有效的领导

者。 法律与财务管理 本课程模块一方面分析了与企业发展息

息相关的法律大环境，介绍了企业经营运作过程中有关的法 

律法规，旨在帮助学员正确的识别与规避法律风险。另一方

面，从战略的高度介绍学习财务报表的 知识，掌握会计报表

分析的方法和技巧。探讨战略投资过程、投资风险、资本结



构、融资渠道与融 资风险等问题。 国学精粹与现代变革管理 

本课程模块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变革的关系，将国

学精粹与管理学紧密结合，为企业家提 供一个丰富的思想盛

宴。古今结合，融会贯通。并探讨了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

化和竞争格局的调 整，企业如何通过变革管理，来应对新的

发展机遇和挑战，提高组织核心竞争力，创造持续的企业价

值。 领导力提升 本课程将介绍有关领导艺术与变革管理的概

念、知识和工具，以此来领导并动员整个组织规划和实 施变

革。本课程将探讨有助于提高领导效力的诸多因素，并帮助

学员了解自己的领导风格和特征， 以便更好地调动自己的力

量和潜力。 对于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而言，企业的发展和

管理都与兼并收购和治理结构有关。本课程在对公 司实施有

效的资产管理的基础上，探讨收购与兼并的作用、目标选择

、融资的概念和框架以及对已 收购的公司资产的成功整合。

同时还将探讨理顺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真正有效的董事会

并关注以 及经理人激励等重要的现实问题。 创新经营 民营企

业规范化管理 资产管理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和思考创新

问题，创新将是企业能否生存，发展和超越的关键。本模块 

课程将围绕创新这一主题，探讨战略管理、市场营销、风险

投资、企业信息化和组织变革等方面的问题。 面对激烈的市

场竞争，许多民营企业开始从战略高度重视核心能力的培育

，并着手进行全方位的 组织变革和发展创新。本课程旨在帮

助民营企业家了解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改变经营理念，提升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规范化企业的制度管理，引领企业成功

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 ［专题讲座］ 为达到

教学资源和授课内容的最佳配置，在夯实基础理论的同时，



结合课程进度，将安排多场讲座，聆听著名企业家、政府官

员和学者的精彩演讲， 内容涵盖从战略联盟与合作机会探讨

到企业家的压力管理与生活平衡，此外 还将涉及企业管理工

具的运用：如公司财务状况的诊断和领导方式测评与提高等

。 二、目标学员 国内各类企业董事长、执行董事、总裁、总

经理、副总，部门总监等 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战略制定的职

能部门经理及其他有志于从事企业管理的各类企事 业单位的

人士。 三、主要参与教授 汪中求： 中国最权威、最资深的实

战型精细化培训专家，细节管理专家； 清华、北大等多所高

校特聘培训师、北京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细节决定成败：在此次课程中，他将阐释“精细化管理时代

－细节决定成败”的观点，他的演讲融合了多年研究和咨询

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内容极具操作性，企业高层学习后即可

运用。 郎咸平： 中国唯一的世界级公司治理与金融专家 最受

华人企业家认可的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企业战略突围：在此次

“中国企业战略突围”的课程中，他将运用大量的案例分析

，融合多年研究中积累的丰富资源，内容深刻，观点独到，

对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制定企业的战略，实现企业的增长，

提供最大的帮助。 王健： "优势富集理论"的创始人，我国著

名的创新思维研究者和传播者； 中国创造学会常务理事，同

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广告系主任、教授。 创新思维：在此

次“创新思维”的课程中，他将阐释创新思维在新经济时代

的重要性，通过震撼性的实例发现潜藏在思维深处的障碍，

重建未来领导者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思路。 金占明： 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管

理理论、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战略选择、战略管理过程中的领



导与控制。 战略管理课程：本课程将探讨行业分析、竞争优

势、核心能力等基本的战略概念与工具的基础，侧重更高层

面的战略理念与实践，如战略创新、战略执行、战略行动系

统与构架等。 吴维库：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

策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战略、领导学、价值观与领导、

企业文化、危机公关等 领导力提升课程：本课程将介绍有关

领导艺术与变革管理的概念、知识和工具，以此来领导并动

员整个组织规划和实施变革。本课程将探讨有助于提高领导

效力的诸多因素，并帮助学员了解自己的领导风格和特征，

以便更好地调动自己的力量和潜力。 陈晋蓉： 清华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上市公司财务管理、财务报表

分析、资本运营、企业控制力 财务管理与财务报表分析课程

：本课程一方面强调财务管理的价值创造功能、决策功能和

控制功能。介绍战略投资过程、投资风险、资本结构、融资

渠道与融资风险等问题；另一方面从战略的高度讨论学习财

务报表，帮助学员以有效迅捷的方式获取财务精要，认识企

业战略和经营活动与财务报表的关系。 教授团队： 韩庆祥 韩

秀云 姜彦福 刘峰 刘启明 刘杰 李肃 莫少昆 孙非 魏杰 邹广文 

张应杭等 四、学员组成 按职位划分: 总经理 28%、董事长

19%、市场/销售总监 14%、财务总监 12%、行政总监 10%、

运营/产品总监 7%、人力资源总监 4%、其他 6% 按行业划分 

工业/生产制造 28%、贸易 18%、能源/煤炭/石油 15%、房地

产 14%、交通 10%、通信/技术 5%、政府 4%、银行/投资机构

3%、其他 3% 年龄范围:26-55岁 平均工作年龄:5-25年 五、学

习时间 本课程学制为10个月，共计五个课程模块，2个月集中

授课一次，每次五天，周三，四，五，六，日上课。 领导商



略18 期 2007年9月19日－2008年5月 领导商略19 期 2007年11

月28日－2008年9月 六、 学业认证 修完全部课程，论文通过

评审，颁发“清华大学领导商略总裁高级管理研修班结业证

书”并建立学习档案。学习档案可在清华大学网站查询，可

供人事组织部门查询。 七、高级管理研修班学员单位名单（

部分） 安徽合肥国轩置业有限公司 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

京富林美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威博奥电力设备厂 

北京金木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欧韵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通天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银众投资公司 北京云电英纳超导

电缆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东联集团 富港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广

东哈奇集团 广东省煤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省路桥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 河北天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市环宇电

源有限公司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公司 吉林九鑫药业集团 江苏南

通天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盘锦八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龙

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鲁能集团大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草原牧歌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莱

钢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宁建集团 山东三星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潞

安集团 山西省临汾五洲集团 山西省煤炭运销公司 上海大盛模

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皇家酒店有限公司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 世界

速递香港有限公司 天津市电信公司 云南恒光建筑环境工程公

司 云南省建工集团 中国电信郴州市分公司 中国东星集团有限

公司 中国建行银沈阳市中山支行 中国联通万州分公司 中国普

天信息技术研究院 中美合资吉林鹿王制药有限公司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