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学管理学院⼯商管理
⾼级研修班

创新型⾼校 • 采⽤创新型培训模式 
为构筑中国⼀流创新型企业⾼级⼈才学习互动平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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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海纳江河，唯学⽆际，际于天地。 

名师引领，指点迷津，孜孜不倦，⼒学笃⾏。 

2023年浙江⼤学管理学院⼯商管理⾼级研修班（第53期） 

课程全⽅位升级，赋能企业创新发展迭代增⻓。 

6⽉17-18⽇正式开学，欢迎报名！ 

企业如何持续健康发展？ 

传统经营模式还⾏的通吗？ 

疫情常态化的困境如何突破？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竞争⼒如何提升？ 

如何突破中⼩企业发展的天花板？ 

如何提升企业管理层管理⽔平？ 

如何获取正规系统化现代企业管理知识？ 

浙江⼤学管理学院EDP中⼼ 

2004年起举办⼯商管理⾼级研修班 

充分整合浙江⼤学“商学+”教育⾼端资源 

顺应最新时代发展趋势 

培养“懂管理、善经营、创新型”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者 

机遇与挑战

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下，企业该如何逐浪前⾏？企业经营管理者能⼒素养与学习⼒的⾼低将成

为企业制胜的关键点。 

认知升级，激活个体——“浙江⼤学管理学院⼯商管理⾼级研修班”全⽅位升级原有课程体

系，依托浙江⼤学管理学院⼯商管理⼀流学科的强势⽀撑，贯彻“与⼀流企业/企业家同⾏”战

略，精选MBA核⼼课程，凝练学科特⾊，浓缩管理精华，致⼒于企业经营管理⼈才系统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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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构建及管理素养提升，帮助学员掌握最先进管理理念和实⽤管理技能，全⾯提升综合管理⽔

平，拓宽管理视野、增强创新发展理念，赋能企业转型升级，实现创新发展与迭代增⻓。 

课程特⾊ 

沉淀19年办学经验，课程体系迭代更新 

本课程是浙江⼤学管理学院EDP中⼼⼆⼗年办学以来最核⼼最基本的公开课项⺫，在积累五⼗余

期成功举办的经验基础上，不断对师资及课程设置进⾏更新和完善，引进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咨

询师、培训师、实践家，聚焦企业亟需解决的实际经营管理问题，开拓企业家学习的新模式。 

  

复合式知识结构，切实提升综合管理能⼒ 

本课程是基于MBA学堂的升级，将企业⾼级⼯商管理核⼼课程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当下最为关注的

前沿课题融合在⼀起，为企业家打造复合式知识结构，提升学员的战略规划与综合管理能⼒，培

养具有⼲阔的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扎实系统的企业管理知识、丰富的管理技能的⾼素质创新型

管理⼈才。 

  

全景式教学⽅法，延⻓企业发展触⾓ 

本课程采⽤全景式“课堂授课+沙⻰研讨+诊断讨论+游学参访”相结合的教学⽅式，包含⾼校

EDP教育联盟内全国顶尖⾼校商学院互访游学及标杆企业参访，搭建企业交流平台，有助于借鉴

他⼭之⽯，延⻓企业发展的触⾓，并可依托浙江⼤学管理学院丰富校友资源搭建⾼层次校友⼈

脉，谋求资源整合。 

  

主办单位 

浙江⼤学的综合实⼒稳居全国三甲，浙江⼤学管理学院拥有浙江省最早的EMBA及MBA办学

资质，是中国⼤陆⾸家获得国际权威认证的商学院，⺫前已通过AACSB、EQUIS、AMBA、

CEEMAN IQA四⼤国际质量认证和QS Stars Business Schools五星认证。浙江⼤学管理学院EDP

中⼼是学院内专⻔负责执⾏⾼层管理者发展与培训⾮学历项⺫的教学机构，⾃2004年成⽴以来，

依托浙江⼤学深厚的学术底蕴和管理学院双⼀流管理学科背景优势，在学院“培养引领中国发展

的健康⼒量”价值观指导下，秉承科学、严谨的⼈才培养精神，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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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精神、社会责任的⾼级管理⼈才和领导者。连续五年荣获“浙江⼤学继续教育先进集体⼀等

奖”，连续两年荣登浙江省经信委公布的“浙江省管理咨询培训⾏业⽰范机构”榜⾸，是中国

EDP教育联盟发起主办单位及⾸任主席单位。 

  

授课师资 

以浙江⼤学管理学院具有丰富教学及管理实践经验的专家、教授为主，同时邀请全国著名院

校教授，以及国内著名集团公司⾼管、国内知名企业资深⾼管、国内知名职业培训师联合执教，

⼀流的师资团队，确保着⾼质量的教学⽔平。 

  

招⽣对象 

有志于⾃我提升与终⽣学习的各类企业创始⼈、合伙⼈、总经理，及其他中⾼层管理⼈员。 

教学⽅式 

国际知名专家授课、专题讲座及参访、游学相结合，互动授课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学员收益 

1、治病于未病、防患于未然 

      系统学习经典管理理论，梳理管理中的问题 

2、叶落知秋、决胜变化之间 

      准确分析宏观经济⾛向，应对新机遇新挑战 

3、以史为鉴、感悟商战之道 

      通过⼤量剖析经典案例，分享成功实践经验 

4、破茧⽽出、皆归挥洒⾃如 

      打破传统思维模式束缚，活跃思维创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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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尊享⼈⽣⼲交天下精英 

      拓展建⽴优秀⼈脉平台，商场实战以学会友 

学习安排 

学制⼀年，每⽉授课⼀次，每次2天，共计12次课，其中参访和游学各1次。 

授课地点: 浙江⼤学+企业参访+EDP联盟⾼校访学 

开课时间：2023 年 6 ⽉ 10 -11 ⽇ 

开课地点：浙江⼤学校内（具体地点以班主任通知为准） 

考核发证 

学员按教学计划完成学业,通过考核,将获得浙江⼤学颁发的“浙江⼤学管理学院⼯商管理⾼级研

修班”⾼级研修证书，盖有学校钢印及校⻓签名。学员将成为浙江⼤学管理学院终⾝校友，可参

加浙江⼤学管理学院举⾏的各种校友联谊相关活动。  

  

学习费⽤ 

培训费：35800元/⼈，包括学费、学校综合管理费、专家课酬、教材资料费等。学员学习期间⾷

宿费及赴外地参访交通费⾃理,学校可代为办理。 

培训费⽤统⼀汇到浙江⼤学帐户，由浙江⼤学统⼀开具学费发票： 

户    名：浙江⼤学 

账    号：19 0422 0104 0000 014 

开户⾏：中国农业银⾏杭州紫⾦港⽀⾏ 

汇款⽤途请注明：“姓名＋学费” 

⽀持⽀付宝扫码缴纳学费、请联系我们索取动态付款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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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宏观经济与产业发展 战略管理与创新思维

1. 中国宏观经济⾛势及政策展望 

2. 两会精神解读与热点问题分析 

3. 经济全球化与产业发展趋势 

4. 贸易战与国际政经⾛势分析

1. 理念变⾰与创新管理 

2. 战略管理与竞争优势 

3. 企业再定位与策略调整 

4. 商业模式创新与顶层设计

组织建设与⼈⼒管理 市场营销与品牌管理

1. 企业组织⽂化建设 

2. 战略性⼈⼒资源管理 

3. 企业组织与架构设计 

4. 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

1. 营销决策理念与规律 

2. 切割营销及品牌⼆极法则 

3. 品牌战略营销推⼲ 

4. 产品诊断与品牌策划

数字转型与技术创新 财务管理与价值创造

1.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竞争策略 

2. 企业转型与产业重构 

3. 互联⺴⾦融与⾦融科技 

4. ⼤数据、互联⺴+、区块链

1. 财务报表分析与财务管理 

2. 资本运营与投资策略 

3. 税务管理与税务筹划 

4. 企业传承与财富管理

领导⼒与执⾏⼒ 中华智慧与⼈⽂素养

1. 法务环境 

2. 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3. 团队执⾏⼒打造 

4. 商务谈判与沟通技巧

1. 中华智慧与领导韬略 

2. 儒家⽂化与企业价值观 

3. ⼼理健康智慧⼈⽣ 

4. 运动养⽣与健康管理

热点赋能模块 ⾏动学习模快

1.企业知识产权 

2.5G与创新 

3.改变传统企业的⼈⼯智能设计

1.沙盘模拟 

2.标杆企业参访 

3.海外移动课堂（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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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构成 

师资介绍 

魏江 教授 

现任浙江⼤学管理学院院⻓、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院⻓、浙江⼤学创新创业学院副院⻓、浙江

⼤学全球浙商研究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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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以群 管理学博⼠ 

浙江⼤学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学组织与战略研究所副所⻓，浙江⼤学健康产业创新研究中⼼主

任，浙江⼤学医疗健康产业MBA项⺫学术主任，浙江⼤学管理学教研中⼼负责⼈。 

⺩端旭 ⾹港科技⼤学管理学博⼠（师从徐淑英教授） 

浙江⼤学管理学院领导⼒与组织管理学系教授、博⼠⽣导师，美国康乃尔⼤学访问学者。 

⺩⼩毅 浙江⼤学管理学院教授 

博⼠⽣导师，国内⾸位神经营销学博⼠，任浙江⼤学MBA教育中⼼主任，浙江⼤学管理学院市场

营销学系副主任，兼任浙江⼤学神经管理学实验室副主任、浙⼤管院-阿⾥云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

⻓、浙江省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秘书⻓、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神经经济管理分会常务理事

委员。 

蔡丹红 杭州电⼦科技⼤学在职教授 

浙⼤、清华等名校总裁班特邀讲师，杭州蔡丹红营销管理咨询公司⾸席咨询师。《销售与市场》

中国第⼀营销专家团专家，《商界评论》编委。《企业管理》《浙商》等著名杂志案例点评专家。 

陈俊 浙江⼤学管理学院教授 

博⼠⽣导师，现任浙江⼤学财务与会计学系系主任、浙江⼤学财务与会计研究所所⻓、浙江⼤学

全球创业研究中⼼副主任、浙江⼤学全球浙商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主任。 

燕洪国 副教授 

博⼠，硕⼠研究⽣导师，杭州电⼦科技⼤学财务与财税研究所副所⻓。 

徐沁 盛⾼咨询董事⻓ 

著名企业并购整合专家。《前沿讲座》特邀嘉宾。主要作品有《总经理与⼈⼒资源发展战略》、

《⺫标考核与绩效提升》、《薪酬制度的建⽴与完善》等。 

  
中国杭州余杭塘路866号浙⼤紫⾦港校区管理学院⼤楼B-8F  Hangzhou, China                                                     edp.zju.edu.cn

http://edp.zju.edu.cn


杨遴杰 北京⼤学博⼠ 

浙江⼤学博⼠后，浙江⼤学暨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国⼟资源报、中国建设报专栏

作家。 

蒋岳祥 浙江⼤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导师，浙江⼤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所⻓。 

贺正⽣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 

北京市律师协会私募股权与⻛险投资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衡基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 

冯薇 经济学博⼠ 

中央财经⼤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崔   凯 北⼤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 

上海交通⼤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申请流程 

填写《报名申请表》→  提交⾄邮箱：edp@zju.edu.cn →  审核资格→  发放录取通知→  缴纳学

费→  确认汇款→  报名完成 

联系⽅式 

浙江⼤学管理学院⾼级管理培训中⼼（EDP） 

电话：0571-88273238    

微信：13221030077（微信咨询报名）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湖区余杭塘路866号浙⼤紫⾦港校区管理学院⼤楼B-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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