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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

产业政策，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据

《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指出，2006年我国文化

消费总量约为4685亿元，可以预见，在今后五年，文化产业

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将会迎来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 然而，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同等发展水平

国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万亿元以上，我国居民文化需求

的满足程度仅仅不到1/4，尚有大量潜在需求没有得到开发。

创意经济的到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文化产业

面临一次新的调整与飞跃。 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之际，

如何引入创意经济复合型人才成为制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

主要瓶颈之一。据有关专家介绍，目前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

业最缺乏的就是既通晓文化创意产业内容又擅长经营管理的

高级人才。针对这种情况，清华大学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整

合学界、产业界、文化界、政府等多方资源，发挥清华大学

在传播、新媒体、经济管理、新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开设“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管理人才高级研修班”，课程注

重实用性和前沿性，案例分析为主，穿插移动课堂实践教学

，为学员精心搭建学习交流与扩展人脉的一流平台 研修课程

课程简介 高端、特色培训，使学员能够掌握国家文化政策，

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激发创意潜能，推动媒介整合；开拓



营销策略，促进产业融合；共同打造具有跨界管理能力和资

本运作能力的文化产业商界领袖。 课程对象 文化创意产业领

域高级经理人、高层管理者 文化产品开发商、提供商 各级出

版、广告、媒体运营领域的高级管理者 全国各省市广电系统

、报业集团、网络媒体高级管理者 各级政府文化管理主要岗

位负责人 投资文化创意产业的国内外投资商 有意于加入文化

创意产业的社会各界精英人士 课程特色 广聚人缘、拓展人脉

：与众多一线业界人士、专家学者分享文化创意产业成功经

验，近距离接触各地文化产业精英人士 开阔思路、激发创意

：课程具体涉及多个文化产业领域，帮助管理者开阔思路，

跳出已有框架，从相关领域寻找创意，寻找产业突破点 紧贴

时代、前沿先进：著名学者、业界精英传授国内国际领先成

果，选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关键点讲授课程，直指产业发展

症候，实用、有针对性 官产学研、策略联盟：搭建政府与企

业、传统媒体与数字媒体、国内企业与国际企业策略联盟的

合作平台 学习方式 非脱产面授学习，每月集中上课3天。 提

供团体定制服务，根据培训需求量身定制长、短班，脱产、

非脱产均可。 定制服务学员可选择在北京清华大学或所在城

市现场学习。 核心课程 专题讲座 参观考察 论坛沙龙。 学习

认证 完成规定的课程并考核合格者，可获得清华大学河北清

华发展研究院颁发的“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管理人才高级研修

班”结业证书，加盖清华大学教育培训专用钢印和清华大学

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公章，可在清华网站查询和认证。 增值

服务 定期举行行业论坛和产业沙龙，搭建产业界与政界、学

界、投资界的沟通合作桥梁，推动和促进学员与业界各领域

的合作与交流。 定期开展移动课堂，组织学员进行各种国家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艺术区的参观考察和实地演练，使学员

了解产业最新发展动态和趋势，借鉴国际市场的先进理念和

管理经验；我们还可根据学员需要，组织境外学习交流考察

。 参加研修班的学员可登录清华经理人网络课堂，随时随地

自由吸纳卓越企业管理前沿与领导力综合素养提升的源动力

，永葆“知识青春”。 加入清华大学终身学习俱乐部 享受会

员服务，免费获取培训资讯和学院刊物，优惠参加学院组织

的论坛、讲座、沙龙等活动，提供清华大学科技和人才等方

面的信息。 经常举行学员之间的聚会、清华校友联谊晚会等

多种形式的拓展人脉，沟通交流的机会。 提供学员名录，刊

发学员作品，反映学员心声，搭建互动平台 课程设置（192学

时） 教学安排 主要课程 选修活动 第一单元： 文化产业政策

与发展战略 （48学时） 把握主流方向，坚持正确导向，头脑

清晰，政策形势了然于心，思维开阔，发展之路纵横捭阖。 

专题讲座：创新思维与创新管理 参观：光线传媒总部 国家新

媒体产业基地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政策解读 4学时 中国文化产

业现状与发展趋势 4学时 国外文化创意产业现状与发展 8学时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主线 8学时 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化

之路 8学时 文化产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8学时 文化创意产业

园与区域文化资源的整合 8学时 第二单元： 文化创意与内容

服务 （48学时） 3G时代，新技术平台已基本搭建成型，而直

接带来消费欲望的内容产品的开发速度落后于技术发展速度

，新媒体时代呼唤内容产业的变革与再造。 专题讲座：凤凰

卫视新闻评论探索 参观：798艺术区 宋庄画家村 新传媒时代

内容产业发展趋势 8学时 广电媒体发展新方向 4学时 传统文

化数字化 4学时 现代出版结构与商业模式 4学时 电影行业的



媒体服务 4学时 动漫产业发展现状与前景 8学时 数字音乐商

业模式 4学时 数字娱乐产业 8学时 艺术品收藏业现状与展望 4

学时 第三单元： 品牌策略与整合营销 （48学时） 文化品牌

体现了一种文化精神的影响力和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

国文化产业发展需要走品牌化建设之路；传统营销传播策略

在新媒体时代已无法满足市场需要，整合营销采使企业营销

投资回报最大化，从而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的关键。 专题讲座

：走进艺术的世界 参观：北影动漫影视基地 国家大剧院 品牌

塑造与活动策划 4学时 媒体国际化战略与国外媒体商业模式

创新 8学时 媒体整合营销与广告策略 8学时 “奥运舵手”下

的娱乐营销整合 8学时 网络媒体机遇与跨媒体经营战略 4学时

危机处理与媒体公关 4学时 打造名牌扩大中国文化产品和服

务出口 4学时 文化品牌 - 开展人心的卓越事业 8学时 第四单元

： 规模管理与资本运作 （48学时） 数字娱乐时代的来临带来

了媒介整合与产业融合，对管理者跨界管理能力和资本运作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以全新管理理念应对时代变革

。 专题讲座：卓越领导力 参观：中央电视台歌华传媒集团 传

媒产业的管理创新 8学时 媒体国际化战略与国外媒体商业模

式创新 8学时 用蓝海战略打造版权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学时 

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投资策略 8学时 媒体风险投资与战略投资 4

学时 产业竞合与投资策略 4学时 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管理 4学

时 非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 4学时 跨界经营战略管理 4学时 （

注：因授课教师时间安排冲突等原因，课程可能会有临时调

整） 部分拟请师资： 张晓虎 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王永章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 齐勇峰 国家发改委文化产业研

究所所长 黄 勇 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辑,总局规划院院长,总局



发展研究改革中心主任 陈 冬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张晓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文化

产业蓝皮书》编委、主编 花 建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

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特约研

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化工作室主

任 李希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国

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熊澄宇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

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博导 曹毓秀 清华大学博士后，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国家

新媒体产业基地资深专家 鲁晓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副书

记、信息艺术设计系主任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

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 许晓峰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

究院研究员，原时代华纳大中华区总裁 何小峰 北京大学经济

学院金融系系主任 王国华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北京工业大学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刘 钢 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 方兴东 博客中国董事长 ,WEB2.0倡导者 张庆永 央视

三维电影传媒总裁 陆小华 新华社高级编辑、新华社新闻研究

所所长、《中国记者》杂志总编 王长田 北京光线电视传播有

限公司总裁 沈向军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冉 

易凯资本CEO 李博伦 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立恒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理事长 郭凡生 慧聪网总裁

兼CEO 程三国 北京新六感出版创意与国民阅读促进中心筹办

人 熊晓鸽 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亚洲区

总裁，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副董事长 周志雄 软银亚洲信息

基础投资基金 董事 学习安排及报名事项 教学安排 二期 报名

截止 时 间 学 时 学习方式 收费标准 上课地点 学制一年 192学



时 非脱产，每月集中学习3天。 28800元/人（含授课费、讲义

费、资料费、通讯录费、证书费、教学管理费等） 清华大学 

学员学习期间我院协助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报名方法 1、

学员自收到招生简章之日起即可报名，请将报名表（见附件

）传真至010－51667490并致电010－51285464确认，以便预定

名额。 2、学院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核，为符合条件者发放

清华大学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入学通知书》，如有疑问请

及时来电话沟通咨询。 3、学员收到《入学通知书》后，按

要求办理汇款，并将汇款凭证传真至010－51667490。 4、学

员领取学习资料和课程表，按时报到参加学习。 交费方式 本

地学员可直接到清华大学缴费，现金或支票皆可（支票抬头

：清华大学）。 外地学员可以汇款方式缴费，汇款方式如下

： 收款单位：清华大学（909） 开 户 行：工行北京分行海淀

西区支行 帐 号：0200 0045 0908 9131 550 注：汇款时请务必在

汇款用途中注明“文化产业班培训费”，汇款后请将汇款凭

证传真至010-51667490，并在传真件上注明本人姓名。 报名

咨询电话 清华大学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 联系方式

：010-51285464 51667490 传真：010-51667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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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