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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D_8E_E5_A4_A7_E5_c78_533659.htm 【项目背景】 清华大

学 为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是一所具有理工、文、法、医、经

济、管理和艺术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中国职业董事高级研

修班是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依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

会公司外部董事应超过百分之五十和向社会招聘的意见、中

国证监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培训实施细则》和《公司董事

培训实施细则》等文件 精神，依托国资委中国商业联合会 的

背景 ,整合全国著名公司治理专家共同打造出的浓缩精品课程

，公司（董事会）高管参与学习，亲身体验清华名师风采，

全面提升董事决策管理能力。 【招生对象】 ◆公司董事长、

董事、独立董事、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 ◆高等

院校管理、金融、法律专业的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人员及咨询

公司的经理、高级咨询师等； 【报名条件】 1．在职的公司

董事长、董事、独立董事、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

高管。 2．大专以上学历，在企业管理岗位3年以上的人员。 

【师资来源】 ◆公司治理专业课程师资主要由国内公司治理

专家、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及相关行业协会的专家学者组成

。 ◆管理课程由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特邀的清华资深教授

负责教学。 ◆战略课程和第二课堂以互动形式邀请相关专家

进行专题研讨。 【拟聘师资】 何茂春：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

究所教授、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姜彦福： 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邹广文：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 哲学系副主任。 朱慈蕴：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洪 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科院战略和战争理论研究部军事战

略研究室主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 刘红松： 中国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 藏日

宏：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继教学院特聘教师。 谢 军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局副局

长。 童道驰： 中国证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主任，

公司治理专家。 周勤业： 上海市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财政

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

员，复旦、上海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周放生：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改革局副局长。 王中杰： 公司治理专

家、中国董事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复旦大学现代公司治理研

究中心主任。 【课程设置】第一单元∧核心篇∨第一讲：公

司治理和现代企业制度（ 16学时） 授课目标：整体及系统的

理解公司治理，了解领先企业公司治理实践；高效董事会的

塑造，董事会内部决策结构优化，达到公司治理规范标准。 

课程要点：①问题由来及各类公司制发展阶段的治理难点；

②治理的系统、结构和机制及国际比较和执行标准；③中国

的特殊难点（关联交易和母子公司关系的治理）；④董事会

的定位、构建和运作模式；⑤董事的酬金与绩效；⑥董事会

战略功能的发挥。 第二讲：董事责、权、利法律分析 （ 8学

时） 授课目标：明确董事的责、权、利，剖析国内外企业董

事会、监事会的经验教训，掌握管理好董事会、监事会、当

好董事、监事所必需的法律知识，规避企业风险及履职风险

。 课程要点：①认识公司法人制度特殊性意义和股东、董事

和监事职权确定的依据；②股东大会及其程式规则和高管任



职资格和义务；③独立董事的产生、要求和监督及独立董事

及其监事的工作边界区分；④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债权人

利益保护；⑤董监事行为合法与规范运作问题；⑥上市公司

董监事违法违规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第三讲：中国宏观经济

形势分析（ 4学时） ① 什么是 GDP 、政府扮演的经济角色；

② 金融市场、股票市场；③ 中央银行的作用； ④ 懂宏观 多

机遇 少风险 第四讲：信息披露与关联交易（ 4学时） ①公司

治理的各种机制与执行标准 ②信息披露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③关联交易问题的处理与治理 ④后股权分置时代的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 第二单元∧提高篇∨第五讲： 企业内

部控制及全面风险管理（ 16 学时） 授课目标：通过对企业内

部控制制度的解读，有效的防范企业风险、杜绝内部舞弊，

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建立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课程要点

：① 内部控制政策解读； ② 企业风险管理与价值解析 ； ③ 

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④ 内部控制制度设计； ⑤ 企业全

面风险体系的建立 第六讲： 董事投融资决策工具（ 8 学时） 

①董事投资分析工具 ②价值链分析 ③竞争策略分析 ④市场份

额分析判断 ⑤融资及资本结构 第七讲：董事会管理及经营者

监管（ 4学时） ① 董事会的定位、构建和运作模式； ② 董事

的酬金与绩效； ③ 董事会战略功能的发挥 ④ 国内经营者监

管现状案例分析 第八讲：高效董事会会议管理（ 4 学时） ①

会前准备； ②董事会的宗旨； ③董事会间隔及持续时间；④

董事会主席、秘书等的职责； ⑤评估董事会 第三单元∧战略

篇∨第九讲：卓越企业战略管理（ 16 学时） 授课目标： - 培

养战略观念，训练关系全局、整体、长远的思维方式。- 参观

战略基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理学会安排） 第十讲：



《孙子兵法》与战略型董事会建设（ 8 学时） 以现代企业管

理的角度深入解读《孙子兵法》，从《孙子兵法》的军事战

略高度破解董事会建设 第十一讲：卓越企业文化战略（ 4 学

时） ①文化卓越团队的灵魂； ②企业文化的结构与内涵； ③

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 ④企业文化建设的决定力量 第十二讲

：情商与领导力（ 4 学时） &#8226. 建立基于情商基础的习惯

； ②缔造基于情商的磁力； ③缔造基于情商的自信； ④操之

在我 远 程 名 家 讲 座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汪恕诚部长 中华

礼仪文明-- 彭林教授 智慧与人生-- 王志珍院士 中国国情与绿

色发展-- 胡鞍纲教授 成功竞争之道-- 刘福州 企业家 提高素质

, 迎接挑战-- 胡显章教授 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国家管理 -- 杨

大力教授 中华人文精神与领导素养 -- 张岂之教授 中国经济与

国企改革的不公正因素 -- 左大培研究员 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

展 -- 钱易院士 【学员收益】 1．领略清华教学真谛，体验清

华大学的学习氛围和严格教学。调整战略思想，改观传统思

路，整合新的社会资源，求得领域里的整体发展。 2．职业

董事和董事会的作用： 明确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了解自己行

为的法律框架、经济和法律责任，具有董事会运作知识和能

力，并能确保其有效性。 3．战略业务指导： 获得公司管理

和决策的最新知识和理念，及运用决策的方法，使学员遇到

重大决策时运用自如，得心应手。 4．财务准则与实践： 具

有公司的会计、财务语言和概念，熟悉相关的金融工具和技

术知识，能够根据财务报表分析公司的财经状况，并能提出

相应的措施。同时能通过审计报告的分析，发现、提出和解

决问题。 5．公司愿景组织： 董事承担着保证公司的能力能

够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的责任，掌握组织和构造现代公司



，并能成功地应对不断变化的未来环境，保证公司的健康和

持续发展。 6．终身学习平台： 学员可免费加入清华终身学

习俱乐部，可参加各种交流活动，为大家搭建更新、更高、

更广的人际资源平台。优惠参加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

的系列论坛及各种专题讲座，优惠参加学院举办的其他各类

培训项目。 【企业受益】 美国董事协会报告称：“ 从全球看

，公司治理欠缺规范， 92%的公司董事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

，一个弱势的董事会难以给企业带来生机 。”并认为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提高董事会的运营管理水平，是 21世纪企业管

理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培训对公司的收益在于： 1．通过培

训，在公司治理、法规运用、财务风险的控制、董事会重大

事务的决策等方面，董事和董事会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2

．明确和认识到董事长、董事、独立董事、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等董事会高管，各自的法律地位及应承担的

经济和法律责任，督促董事会成员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提

高董事工作效率，“独立董事”不再是董事会的“花瓶”。

3．董事会的运作能力将得到充分的提高，公司治理趋向规范

，董事会的总体思维将更具前瞻性，更具有共同的语言，目

标更趋于一致，处理好公司的事务显著更加协调。在激烈竞

争的市场中，能创造性的把握市场、赢得市场。 【教学管理

】 学习方式： 以课堂集中面授为主，系统理论学习、案例分

析与专题讲座论坛相结合。学习期限六个月。总学时为 116个

学时，三个阶段分别集中学习。 开课时间： 2008年9月26-28

日开课，具体见通知。 上课地点： 清华大学 案例提供： 学

员上课前提交一份本公司董事会运作的实际案例，提出本公

司董事会面临的典型问题，从而能带着问题与思考参加研修



，同时为主讲教师提供针对性的信息。 申请资料： 填写报名

申请表，准备以下申请材料，并将所有材料发送至清华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 填写完整的《报名申请表》 ● 个人简历

及公司简介各一份 ● 身份证复印件2张 ● 学历证明复印件2

份 ● 工作证明（如无大专以上学历，请申请人工作单位开具

证明职位及工作年限） ● 小两寸蓝底彩照4张 资格审查： 清

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根据学员提供的申请资料进行资格审核

，结合工作经历、报名顺序择优录取。 录取通知： 我院将于

接到申请资料后 4个工作日内通知资格审查结果，向通过审

查的学员发送录取通知书及入学报到要求。 【学习费用】 收

费标准： 培训费： RMB23800元／人（包括课程学习、论坛

讲座、户外拓展、教材讲义、考核、通讯录、合影等）。 学

员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将培训费汇入以下帐户（交费底单需

注明 “ 中国职业董事高级研修班 ”和姓名），并将汇款凭证

复印件传真到010-51667490 杜老师收。到帐后统一开具发票

。 户 名： 清华大学 开 户 行： 工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 

帐 号： 0200004509089131550 【学业认证】 完成全部课程学习

并通过考核者，可获得中国职业董事高级研修班结业证书，

证书由清华大学统一编号，并加盖清华大学教育培训专用钢

印和继续教育学院公章，证书编号可登陆清华网站查询。 【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杜老师、张老师、孙老师、舒老师 电 话

：010-51285464、51667490 传 真：010-51667490 地 址：清华大

学建筑馆北楼 312室 电子邮箱:chinalearn@gmail.com 清华大学

研修班首页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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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