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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商

《中国民商》杂志

Qrganizer
主办单位

中国民商以“凝聚中国民商优秀群体，建设民营企业家精神家园”为宗旨，以中国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为主要服务对象，致力于构建具有公信力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话语平台和民

间智库。自成立以来，受到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中共中央统战

部原副部长胡德平，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一大批关心支持中国民营经济的领导、学界泰

斗及知名企业家的大力支持。黄孟复、胡德平亲自参加了中国民商杂志创刊大会、历次民

商年度论坛以及各类主题沙龙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民商杂志总顾问吴敬琏亲自为杂

志撰写创刊寄语文章，提出“为改革发声，为民企立言”的宗旨。

《中国民商》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海内外公开发行的经济类月刊，是中国

国内第一家以“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为服务对象的话语平台。

Entrepreneur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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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MBA

03



民商智库

中国民商
年度论坛

民商智库（中国民商编委会），由覆盖国内各学科、领域的众

多知名专家学者组成，是民商事业发展的强大智库资源，成员

包括江平、张维迎、周其仁、常修泽、李义平、周天勇、陈志武、

陈永杰、王涌、华生等。	

“中国民商年度论坛”发起于《中国民商》创刊之初，至今已经举办八届，

以探讨年度宏观经济和各产业领域的前沿性重大热点问题为主要内容，特

别是探讨对中国经济有深刻影响的国际宏观经济、全球一体化、金融开放、

企业发展现状及问题等相关论题。“中国民商年度论坛”是一个国际化、

高端化、专业化的常设论坛，从全国范围内邀请宏观经济、各产业领域内

对论坛论题有深刻见解的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金融学家、知名企业家，

以主题演讲和圆桌论坛的形式，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讨该年度内的重

大经济事件及相关政策，从多个层面提出对策性方案，以期对次年或更长

时间内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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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商》理事会部分成员

Entrepreneur leadership improvement project in the new era International EMBA

胡德平	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	《中国民商》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黄代放	

全国政协原常委	

中国民间商会原副会长		

泰豪集团董事会主席

徐刚

《中国民商》理事会执行副理事长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	

段永基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北京四通公司董事长

郑跃文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科瑞集团董事长

苏志刚 

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长隆集团董事长

刘志强

全国工商联十届副主席	

中国民间商会原副会长	

香江控股集团董事长

王洪德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原副理

事长		深圳金东瑞投资集团董事长

吕安民

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会长	

万隆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兆廷

东旭集团董事长

赵笠钧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会长	

博天环境集团董事长

王		丽

全国工商联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主任

武鸿麟

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	

贵州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会长	

王瑗 

全国工商联原副秘书长会员部部长		

中国民商理事会秘书长

李占通

全国政协常委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董事长

李		飚

全国工商联常委	

四川海特集团董事长

丁佐宏

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会长	

月星集团董事长

郑胜涛

温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神力集团董事长

荣海

西安海星科技董事长

倪正东

清科集团董事长

黎志明

中国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

主任

王笑东

全国工商联书业商会副会长	

新华先锋文化传媒董事长

邱小林

江西省政协常委	

南昌理工学院理事长

陈积德

中国绿色能源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

副主席

柴		立	

贵州省茅台镇酒文化坊董事长 

齐		清 

北京市人大代表	

北京柯瑞生物科技董事长、总经理 

田锁庄 

廊坊市工商联原副主席	

河北北方集团董事长 

黄安秋 

东方国狮集团董事长



卓越智库部分学术支持单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民营经济 50 人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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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智库成立于 2008 年，与

诸多高校、研究机构合作，长

期致力于民营企业领域咨询服

务及民营企业发展研究，对中

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

问题进行了广泛、细致、长期

的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有影

响力的领导、专家资源。近年

来，公司与合作机构重点致力

于民营企业传承和创新发展研

究，在相关领域积累了多维度、

多角度、体系化的研究成果。

2020 年，卓越智库联合中国

民商共同成立《中国民商》培

训事业部，针对高质量发展阶

段，民营企业亟需持续稳定发

展、转型升级、做大做强背景

下，企业家提升领导力、发现

新商机的需求，基于《中国民

商》在民营企业领域的广泛影

响力和卓越智库在民营企业咨

询培训领域的积累，双方决定

联合开展企业家管理能力提升

项目，共同服务新时期民营企

业发展与传承。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技术、

新思想、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民营企业家亟需深入了解经济

社会发展现状、从最前沿的经济技术发展中发现机会。中国民商、

卓越智库决定依托其在政界、学界和业界的重要社会影响力，

发起并主办精准面向民营企业家的“新时期企业家领导力提升

工程”项目。

Project 
Description
项目介绍

Entrepreneur leadership improvement project 

in the new era International 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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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聚焦经济政策、产业发展、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等领域，针对民营企业

发展的关键问题进行课程设置，邀请政府部门官员、顶级专家学者、一流企

业创始人及高层管理人员等亲自授课，为民营企业家提供接触到核心精英圈

层和最前沿、真实的经济、科技、政治信息，拓宽视野、发现机遇、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机会。“工程”将立足服务民营企业发展需要，解决其发展过程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寻求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为企业家打开认知世界

前沿、率先发现商机的窗口，服务我国民营企业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推

动民营企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Project 
Advantages
项目优势

前沿视角，高端站位

核心圈层，资源对接

“新时期企业家领导力提升工程”邀请相关部门领导、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

国内外知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授课，为学员讲授最前沿、最一线的政策方向

和经济发展趋势。通过系统化学习，企业家可以真正了解社会发展方向和政策

走势，实实在在获取企业经营发展的指导，发现新的商机，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

依托中国民商重要社会影响力，对接企业发展战略和人脉提升需求，精准触达

核心圈层，并持续跟踪互动。通过对企业的长期跟踪研究，为企业发展提供战

略咨询，或为行业、企业争取政策支持。

Entrepreneur leadership improvement project in the new era International 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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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硕士，学历提升

同频共振，领导力提升

联合欧洲知名高校，为期满毕业、符合条件的学员颁发国际通用的欧

洲高校硕士研究生学位证书，可用于申请报读国外高校相关专业博士

学位、公司 IPO估值提升、上市信息披露、移民加分等，为企业家提

升学历、企业形象、满足相关领域对企业管理者学历要求等提供支撑。

为实现“工程”目标，助力企业家领导力真正提升，参加“新时期企业家领

导力提升工程”的企业家可根据授课内容及企业发展需要，携带公司 1名高

层管理人员旁听课程，实现企业家与管理层同频共振、提升管理团队领导力，

助力新时期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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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System
课程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面临严重衰退背景下，

“十四五”开局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

新发展格局？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中国经济，又有

哪些机遇与挑战？

课程内容涉及：

“十四五”与“双循环”及政策思路、国内外经济形势、中美

关系变化及影响、海南自贸区背景及机会、共同富裕及三次分

配深刻内涵、乡村振兴时代的三农产业机会等

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

Modular.1
模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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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难融资贵，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民营企业发展难以逃避的现

实。高质量、快速发展时代，通过各种渠道融资，成为企业快速扩张、

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新发展格局之下，中国的金融环境怎样，

企业需要如何认识和解决融资问题，如何用好多种融资方式？

课程内容涉及：

货币政策变化规律及影响、中国金融体系及监管、现代商业银行

管理、资本市场创新与监管、企业上市条件及准备、企业财务规

范及融资实务等

全球经济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哪些领

域才是面向未来、面向全球、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的新商

业模式？如何发现新商业模式、抓住新商业机会？资本如

何助力企业发展？

课程内容涉及：

私募股权及风险投资、企业价值与商业模式、机构的投资

逻辑及关注重点、优质商业模式的特质、创业企业投资案

例与管理复盘、如何获得投资机构青睐等

创新创业与新商业模式

Modular.3
模块 3

金融体系及民企多渠道融资

Modular.2
模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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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System
课程体系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技术不断发展，消费场景、业态不

断更迭，国潮爆火、新消费品牌迅速崛起。人货场重构、Z世代成为核心消

费人群的新时代，品牌孕育的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标准化的营销策略走向

动态化、场景化、社群化，企业如何运用好包括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

大数据精准推送等新营销模式，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企业家如何抓住新

消费时代的商业机会，打造自己的强势品牌，发现新消费行业机遇？

课程内容涉及：

Z世代消费特点、网红品牌打造、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新消费与流量经

济、大数据精准推送等

新时代、新零售、新营销模式
Modular.5

模块 5

近年来，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新业态蓬勃兴起，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生活已经、正在

和即将发生哪些变化？将有哪些发展机会？数字要素市场化将有哪些机遇？数字经济时

代催生的平台经济将如何发展？平台经济反垄断将给大型互联网公司带来哪些变化？

课程内容涉及：

5G时代的变化和机会、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反垄断时代的平台经济趋势、数据要素

市场化、工业数字化转型、区块链的前景和应用场景等

Modular.4

数字经济时代的挑战与机会

模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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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明确提出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

会出台哪些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将给相关产业带来哪

些变化？这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和产业，其中又蕴

含着哪些商业机会？

课程内容涉及：

新型能源（可燃冰、碳纤维、页岩气、石墨烯等）、能源结构转型、新能源汽车、碳市场

交易、绿色发展与环保产业、碳达峰路线图和投资机会、绿色金融等

碳达峰、碳中和：变革与商机
Modular.6

模块 6

合规发展、正确处理政商关系是企业规避风险、行稳致远、基业长青的基础。

本模块将邀请在我国法律法规制定及执行中，都拥有话语权的国内顶尖法学

专家，为企业家讲授中国法律体系、法治环境、风险规避等；邀请在政府关

系领域具有深厚功底的领导、专家，讲授政商关系处理艺术等，帮助企业建

立与政府的良性沟通。

课程内容涉及：

企业合规及法律风险规避、正确处理法律风险、新型政商关系处理、如何用

好政府扶持政策等

Modular.7

新型政商关系及风险规避

模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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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System
课程体系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正在颠覆性的改变以往的经济形态、增长

模式及盈利模式，并倒逼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随之改变，很难想象传统的管理

手段和组织模式能够高效管理和赋能。基于数字技术、Z世代消费特点的商业模式，新时

代的企业管理应该适应哪些变化？如何管理好新生代员工？移动互联时代的组织架构应

该如何搭建？共同富裕及三次分配新思想指导下，应该如何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课程内容涉及：

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管理与组织创新、股权激励的艺术、人力资源与绩效管理、企业文化

建设与落地、企业社会责任及形象塑造等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真正的商业领袖不仅能够创造财富、驾驭财富，还能够把社会发展、

传统文化与商业、财富结合起来，实现财富与文化，企业发展与精神富足的和谐统一。中

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世界商业文明源远流长，成功的企业家应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哪些

养分实现财富和人生的共同丰盈？

课程内容涉及：

易经及其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红学及其深刻内涵、全球商业文明中的著名家族、伊斯

兰文明及当代伊斯兰世界、犹太人的商业文明及影响等

企业管理与组织创新

传统文化与全球商业文明

Modular.8

Modular.9

模块 8

模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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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优秀民营企业，创一代们

在极短时间内走过了西方家族企业的百年发展历程，积累了巨额财富。随着

时间推移，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正在和即将面临企业传承的问题。面临传承

和创新，民营企业如何实现创业度势到守业有道的平稳过渡，实现基业长青？

课程内容涉及：

家族企业管理架构及传承设计、企业传承中的法律问题及长远规划、家族财

富传承及风险隔离、家族信托及家族办公室等

Modular.10

企业传承与永续发展

模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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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ous 
Enterprises 
Research 
And 
Study
知名企业研学

“新时期企业家领导力提

升工程”培训期间，组

委会将组织企业家到3-4

家国内知名大型企业进

行参观访问、研学，并

由企业高层领导与企业

家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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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会根据课程需要安排相应师资，所示仅为部分

高端师资，另有更多高端师资尚未展示，也会根据需

要为学员安排纯闭门核心课程。

高端师资

Entrepreneur leadership im
provem

ent project in the new
 era International EM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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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ous
Tutor
高端师资

F
A

M
O

U
S

 T
U

T
O

R

商务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历任外经贸部西亚非洲司司长、

人事教育劳动司司长、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副部长，

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等。

魏建国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党委书记、

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历任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朱宏任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专家委员、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

李礼辉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专家，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

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多次受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参加座谈经济工作，

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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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

M
O

U
S

 T
U

T
O

R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紫金矿业执行董事、副董事长，澳门城市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教授、博导，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计委 (国家发改委 )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历任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纪检监察室原主任。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粮食与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中心执行主任，

曾任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是国务院经济政策核心专家和顾问。

邱晓华

常修泽

竹立家

王宏广

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突出贡献专家，

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院长。

刘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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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ous
Tutor
高端师资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聘研究员，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理事、监事。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商法研究所所长。

中央党校研究室原副主任，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城市研究所所长，

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国家发改委价格咨询专家。

北京大学首位经济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特聘教授，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学马列经典《资本论》导读老师、

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民生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毛寿龙

王涌 

周天勇

李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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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树资本董事局主席，兼任上海旭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海南资源(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企业)董事、

香港南方中天金融集团总裁，“改革四君子”之一。

黄江南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执行会长、中国民营经济 50 人谈秘书长；

曾任全国工商联会员部部长、海南省工商联、总商会秘书长。

中国经济传媒协会副会长、《中国民商》编委会主任，

历任《经济日报》理论部副主任、《中华工商时报》总编辑等职，

曾任中国发展战备学研究会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研究员、高级经济师，招联消费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外部专家，

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复旦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研究员）、研究生导师。

刘红路

黄文夫

董希淼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绿色创业研究中心及北美研究

中心主任；历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卓越学院执行副院长、中美国际管理学

院院长及中法国际管理学院院长；数度为中美两国元首互访从事先期沟通

工作，并持续为中美贸易谈判提供战略咨询；中国入世谈判专家组成员。

刘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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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中国产融经济研究院院长、

中国中小型企业协会副会长、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会长；

曾参与温家宝总理主持的民营企业座谈会，被称为“最懂温州民营企业的人”。

火链科技大学校长，区块链专家，经济学博士，知名数字经济和区块链研究学者；

曾任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务，长期从事政策研究，

参与多项政策起草研究工作。

清华x-lab	数权经济实验室主任，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专家，

清华X-lab医疗健康创新中心秘书长

周德文

于佳宁

钟宏

亚洲区块链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河北金融学院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长期从事金融、管理教育教学与研究。 

        研究领域为：数字经济、数字金融、金融科技、区块链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经济学年会新任秘书长，兼任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会长、《消费经济》副主编，

主持国家自科基金十四五规划专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多项课题。

赵永新

杨汝岱

Famous
T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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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

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主持国家自科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近 10 项。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注于商事诉讼与仲裁，曾代表可口可乐、

IBM等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处理大量商事诉讼和仲裁案；

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徐尚昆

纪超一

携程集团副总裁，负责集团公共事务部及整合营销，

2020 年牵头携程直播项目，创造了旅游界直播 IP，实现了品效合一。

孙天旭

大型民营企业集团高级副总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中国企业联合会特约研究员，中国品牌经理人协会常务理事，

湖南工商大学硕士生导师，高级企业文化管理师。

杨运辉

蓝湾资本发起人，曾任美国高盛、美林等世界顶级投行高管；

担任鸿海、华硕、统一、中粮、中兴、苏宁等多家企业战略顾问；

参与或个人投资 80 余家企业，其中 22 家在资本市场上市。

骆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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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日照港股份副总经理、董秘，

曾负责公司股份制改制、A股IPO、主板上市公司分拆H股主板IPO等众多资本运作项目；

曾获主板上市公司百佳优秀董秘、上交所资本运营优秀董秘、新财富金牌董秘等荣誉。

余慧芳

南京大学会计学博士、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管理咨询师；

知名投资合伙人，曾任国内知名集团公司副总裁、CFO、

基金公司董事长、融资租赁公司董事长。

高大钢

西班牙武康大学商学院院长；FOM大学国际博士生项目及MBA课程主任；

武康大学、德国FOM大学国际博士生项目及武康大学古巴校区MBA课程主任。IESE	

MBA学位，UPCT( 西班牙 ) 博士学位。

Gonzalo Wandosell 教授

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博士学位，主攻计量经济学和定量方法方向，

拥有超过 12 年的大学教学与实战经验。

西班牙康普顿斯硕士、武康大学博士；

精通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西班牙语，

在国际关系和合作领域有着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

Mercedes Carmona 教授

Pablo Blesa 教授

Famous
T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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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University
合作院校

新时期企业家领导力提升工程国际 EMBA项

目与西班牙武康大学等高校达成合作，为期

满毕业、符合条件的学员颁发国际通用的欧

洲高校硕士研究生学位证书。

Universidad	Catolica	San	Antonio	武康大

学 ( 简称	UCAM)，亦名圣安东尼奥天主教大

学，位于西班牙东南部穆尔西亚的一所综合

性知名大学。学校占地面积 225000 平方米，

且在马德里、卡塔赫纳拥有两个分校区。基

础设施完善，拥有专业的科学实验室。

武康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Master	in	Business	

Adminis-	tration) 学位课程涵盖了二十一世

纪的主要管理理念，包括人才管理、财务、

企业策略、市场营销、创新变革等课程模块。

本课程面向企业中高层管理、企业家，通过

系统性的学习，培养学生掌握管理技能，增

强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成为

具有创新务实精神和国际化视野的中国新时

代的商业领军人物。

武康大学位列 THE 大学排名欧洲前十	，入选

中国教育部外国大学推荐名单。

西班牙武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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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认证及排名	（Authorized	Certification	&	Ranking	）

1、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认可且推荐的大学。
http://jsj.moe.gov.cn/n1/12051.shtml	

2、西班牙政府教育部审核认证的大学，经国家教育质量和认证评估机构	ANECA	的
官方认证授权，提供本科、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的学习课程。	

3、西班牙武康大学工商管理在西班牙排名第四，在欧洲排名	TOP30。	
https://international.ucam.edu/university-news/ucam-best-university-europe-	

study-computer-science-and-psychology	

4、根据英国泰晤士报排名，西班牙武康大学	2019	在欧洲排名第	151	名。	
https://international.ucam.edu/university-news/ucam-best-university-europe-	

study-computer-science-and-psychology	

5、2018	年武康大学在	“市场与公众意见研究所”(IMOP)西班牙私立大学中综合
排名第一位。	

https://international.ucam.edu/university-news/ucam-most-renown-private-	

university-spain	

6、2015	年，由欧盟赞助的	“多维全球大学排名”	(U-Multirank)	武康大学的心理学
专业在欧洲排名第一位。	

https://international.ucam.edu/university-news/psychology-degree-ucam-ranked-	

best-spain-and-third-best-europe	

7、武康大学是西甲和西班牙奥委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武康大学穆尔西亚足球队是
穆尔西亚的一支西班牙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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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审核

↓

提交全套申请资料及缴纳报名费，

请等待资格审核，审核通过将安排参加面试。

综合评估

↓

组委会将基于面试情况，全面评审申请人的学历背景、

工作成就及推荐人意见，择优录取。

录取入学

↓

接到入学通知书后，请按照有关规定缴费和办理入学手续

（录取人数每期不超过 40 人）。

正式入学

Application 
Process
申请流程

28

修读
方式

申请
条件

申请
材料

基本学制：1年（在

职学习），修满

60 学分，中文授

课（部分课程英文），

每月集中学习2天。

入读申请表；个人

履历表；推荐信；

身份证正反面及

护照原件扫描件；

最高学历（毕业证

或学位证）原件

扫描件；高清电子

版蓝底两寸证件照。

提交申请资料

有区域影响力的企业家、所

在细分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家、政府机构中与民营企业机

构相关的部门负责人、协会、

学会等组织相关负责人；特定

企业董事长、总经理、CEO 

等高层决策者；集团公司事业

部高层管理人员等；

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具有国民

教育系列本科学历（或同等学

力），要求有三年以上工作经

验；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

学历，要求有六年以上工作经

验（不超过总人数的 10%）。



Entrepreneur leadership improvement project in the new era International EMBA

网址：https://www.pedf.org.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华膳园文化传媒产业园 6号楼一层

前 沿  ｜  开 放  ｜  资 源  ｜  价 值  ｜  共 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