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学求是菁英班 

 

凝聚优秀、塑造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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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背景

这是⼀个⼀切都被重新定义的时代。

我们都⾯临着商业环境重构的巨⼤挑战——动荡、不确定性、复杂性、边界模糊……

如何在当今复杂的变与不变之间成为⼀个⾯向未来的领导者？

如何在商业模式的颠覆与更迭之间找到不被替代的坐标？

如何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内快速迭代优化获得持续成功？

浙江⼤学管理学院求是菁英班是浙江⼤学管理学院EDP全⼒打造的品牌教育项⽬。凝

练⼗⼀年⼗七期课程精髓，全⽅位升级整合赋能式课程体系，充分发挥浙江⼤学“科

技创新+商学”以及管理学院两个率先获得双⼀流学科为综合优势，以“名校+名企”为智

⼒⽀撑，以引领中国发展的健康⼒量为⼰任，跟踪 前沿的社会经济热点，萃取 先

进的企业管理实践，聚集 优秀的企业精英⼈才，通过⾼端商学教育创新赋能数字时

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未来已来，你在哪⾥？

来浙⾥，与精英同⾏，

共同探寻变⾰颠覆和成功之道。

浙江⼤学求是菁英班是浙江⼤学管理学院迄今为⽌ ⾼端的企业家培训项⽬之

⼀，同时也是浙江⼤学经典标杆性⾼端培训项⽬。其旨在通过两年的培训与辅导， 让学员

全⾯提⾼综合管理能⼒的同时，进⼀步开阔视野，增厚底蕴，掌握⾦融投资和资本运作的新

思路和新⽅法，从⽽提⾼其战略决策能⼒和资源整合能⼒，为利⽤⾦融⼿段实现经营管理的

转型升级和财富增值提供智慧源泉，为更多学员单位更快更好的上市提供战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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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学求是菁英班以“凝聚优秀、塑造卓越”为宗旨，是浙江⼤学管理学院集中资

源打造的⼀张⾦名⽚。⾸期求是菁英班于 2011 年 5 ⽉开始举办，被赞誉为浙江⼤学培

训⾏业的“⻩埔⼀期”，是培训领域的新突破，培训⽅式的新转变。经过浙江⼤学管理学院 

EDP 中⼼⼗年时间的精雕细琢，不断更新完善，求是菁英班已成为培养引领中国未来

发展的健康⼒量之⼀。

凝聚优秀校友资源 

全⾯融⼊浙商群体

传承和弘扬浙商精神

扛鼎浙商品牌振兴⼤旗 

整合全⾯社会资源

助⼒于⺠族企业的兴旺与发达

培养⼀批具国际视野、创新能⼒、创业精神和⾼度社会责任感的商界领袖是浙江⼤

学求是菁英班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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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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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收益

全新打造整合赋能式课程体系、重塑新经济环境下的企业竞争⼒、链接16期近

千名求是菁英校友全⽣态资源、构筑中国⼀流的学习互动平台 

全⾯提⾼学员⾦融投资与资本运作的战略理念和实战能⼒ 

学习私募股权投资和⻛险投资的运作管理与投资策略 

探讨企业融资渠道和上市途径 

系统了解⾦融市场和⾦融投资产品 

深⼊分析国内外资本市场及投资规则 

建⽴⾦融投资和资本运作的⾼端菁英校友⼈脉⽹络 

规范企业治理结构与管理体系 

领悟东⽅传统哲学智慧，汲取中⻄⽅管理思想的精华 

项⽬定位

➢ 低⽬标

把求是菁英班打造成全国 ⼤的上市公司摇篮，让学员企业更多更快地成功上

市。

➢ ⾼⽬标

把求是菁英班打造成国内培育优秀企业家 ⼤、 ⾼端的平台（通过多次循环深

造，不断更新理念），使得学员企业更多更快地成为国际、国内百强企业。

项⽬特⾊

➢ 独创课程设计

紧扣中国企业实际情况，把握企业未来成⻓趋势，设计针对性、实⽤性、独创性的

课程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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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师资队伍

汇聚政府领导、著名教授以及相关领域顶级实战专家，分享 前沿与 实战的智慧

与经验。

➢ 实战教学模式

课堂讲授、⼩组讨论、案例分析、视频教学、圆桌对话、精品沙⻰、实地考察。多

种学习⽅式贯穿始终。

➢ ⾼端交流平台

通过参加本课程，学员可加⼊浙江⼤学求是菁英会，获取更多优势资源与⾼端⼈

脉。

➢ 精英孵化计划

我们将组织师资⼒量对学员企业中具有⾼成⻓性、或具有优秀商业模式、或具有巨

⼤潜⼒的企业予以⾯对⾯辅导与扶持，帮助企业做强做⼤。

➢ 求是菁英校友会

两年的学习，终⽣的平台。

课程设置

让学员系统掌握将⼀个企业带⼊资本市场，并迅速做⼤做强的基本理论和⽅法，掌

握拟上市公司的治理改造、财务运作、上市操作和企业上市后的产业整合和资本运营等

关键环节的管理技术、⼿段。

全部课程需时 4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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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 课程名称

模块⼀

战略思维

中国经济⼤趋势与⼤变局

战略驱动的公司成⻓

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

战略驱动的公司综合业务系统

模块⼆

领导⼒与变⾰管理

数字经济时代的领导⼒

企业变⾰管理

公司内部创业

技术创业

模块三

⾼绩效组织

组织⾏为学

⾼绩效团队的构建与管理

绩效管理体系的设计与实践

驱动公司成⻓的合伙⼈机制设计

企业⽂化与价值观

模块四

⾼阶管理技能

数字化营销

数字化运营管理

智能制造

集成供应链管理

品牌运作与管理

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互联⽹时代知识产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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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请师资

➢ 核⼼师资

魏 江
博⼠，浙江⼤学教授，博⼠⽣导师。现任浙江⼤学管理学院院⻓兼副书记，浙江⼤学中国

科教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浙江⼤学企业组织与战略研究所所⻓，浙江⼤学科教发展战

略研究中⼼（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执⾏主任、浙江⼤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国家
创新研究基地副主任，浙江⼤学创新创业强化班创始⼈，浙江⼤学 IBE 创业教育体系的

创⽴者。⼊选教育部⻓江⻘年学者、跨世纪⼈才计划，教育部宝钢优秀教师奖，浙江

省⻘年科技奖，以及浙江省杰出⻘年基⾦获得者，浙江省跨世纪⼈才重点培养计划等。

现从事战略管理、创新管理等领域的教学研究⼯作。

吴晓波

浙江⼤学管理学博⼠、教授、博⼠⽣导师，原浙江⼤学管理学院院⻓。亚洲理⼯学院

（泰国曼⾕）博⼠后，英国剑桥⼤学访问学者，美国麻省理⼯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富布赖

特⾼级访问学者。浙江⼤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突出贡献中⻘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教育部⻓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计划"领军⼈才。

现任：浙江⼤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 浙江⼤

模块五

财务管理与资本运作

⾯向管理者的财务报表分析

⾦融市场与⾦融⼯具

产业创新与资本运作

企业融资策略

模块六

跨界学习

科技板块：浙江⼤学⼯科教授分享

⼈⽂板块：中国传统⽂化与管理智慧

新兴产业跨界学习

领袖公司 佳实践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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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剑桥⼤学“全球化制造与创新管理联合研究中⼼”中⽅主任、浙江⼤学全球浙商研究院
院⻓、睿华创新管理研究所联席所⻓。

谢⼩云

谢⼩云博⼠，浙江⼤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师，管理学院副院⻓，领导⼒与组织管

理学系主任。主要从事组织⾏为与战略性⼈⼒资源管理相关领域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

作。历年来所有教学课程评价皆为优秀，并且先后获得⾸届 MBA 佳教学奖、⾸届浙江

⼤学优质教学奖，以及多年管理学院学⽣ 喜爱的教师等教学荣誉。

郭斌

浙江⼤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师，管理学院教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学校
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主任。 

张  钢

浙江⼤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师，主要研究⽅向为：组织理论与组织⾏为、知识

理论与知识管理、技术创新与创业管理等。

郑振⻰

厦⻔⼤学⾦融⼯程教授、博⼠⽣导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重点学科厦⻔⼤学

⾦融⼯程学术带头⼈、厦⻔⼤学研究⽣院副院⻓、厦⻔⼤学证券研究中⼼常务副主任。

“闽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融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

⻩  灿
浙江⼤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师，教育部⻘年⻓江学者，管理学院院⻓助理，创

新管理与持续竞争⼒研究中⼼常务副主任，知识产权管理研究所联席所⻓。

陈⾬⽥

浙江⼤学管理学院MBA实践教授,联合技术UTC⼦公司中国区总经理，3家美德头部企业
亚太总裁，⼆次内部创业（18年），三次空降（美德头部企业）。

程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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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EDP教育联盟秘书⻓、国家劳动部国家职
业技能鉴定专家，曾兼任某集团公司副总裁等管理职务，拥有10多年的企业管理实践
经验。

潘云鹤

中国⼯程院院⼠、原中国⼯程院常务副院⻓、国家新⼀代⼈⼯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组

⻓、浙江⼤学原校⻓。中国智能CAD和计算机美术领域的开拓者之⼀。

谭建荣

中国⼯程院院⼠、浙江⼤学“求是学者”特聘教授、博⼠⽣导师，浙江⼤学机械⼯程学
系主任。

杨华勇

中国⼯程院院⼠、浙江⼤学教授、浙江⼤学机械⼯程学院院⻓、流体动⼒与机电系统

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学）主任、国家电液控制⼯程技术中⼼主任。

杨  波

浙江⼤学科研院院⻓，教授、博⼠⽣导师。国家杰出⻘年基⾦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选百千万⼈才⼯程“有突出贡献中⻘年专家”，国家万⼈计划科技创新
领军⼈才、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教育部新世纪优秀⼈才等。曾任浙江⼤学药学

院院⻓。

校友⽹络

独树⼀帜的求是菁英校友圈


校友⽹络是衡量世界级商学院的重要标准之⼀。


哈佛商学院的⼀位教授说，哈佛为同学们提供了两⼤⼯具： ⼀、

在学校学到的对全局的综合分析判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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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强⼤的、遍布全球的校友⽹络在各国、各⾏业都能为他们提供宝贵的商


业信息和⽀持。


加⼊浙⼤求是菁英班，成为全球 50 万浙⼤校友中的⼀员。 

同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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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对象

➢ 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成⻓型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等标杆性企业的董事⻓、总经理、

投融资项⽬负责⼈及其他中⾼层管理者

➢ 私募股权投资基⾦公司的项⽬负责⼈

➢ 战略咨询公司的中⾼级管理⼈员

➢ 律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级管理⼈员

➢ 银⾏、证券、担保、租赁、典当、保险公司及投资银⾏的⾼级管理⼈员

➢ 其他对投融资有兴趣的各界精英⼈⼠

申请条件

➢ 品德优良

➢ 拥有⼋年以上⼯作经验，四年以上管理经验

➢ 拥有⼤专以上学历

➢ 公司年营业收⼊ 5000 万元以上

主办单位

浙江⼤学百年名校、东⽅剑桥，综合实⼒稳居全国三甲。浙江⼤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创

⽴于1897年，是中国⼈⾃⼰ 早创办的新式⾼等学校之⼀，⼀百⼆⼗多年的办学历程

中，浙江⼤学始终以造就卓越⼈才、推动科技进步、服务社会发展、弘扬先进⽂化为

⼰任，逐渐形成了“求是创新”为校训的优良传统。

浙⼤管理学院是中国⼤陆⾸家获得国际权威认证的商学院，拥有浙江省 早的EMBA

及MBA办学资质，致⼒于培养引领中国发展的健康⼒量，与⼀流企业/企业家同⾏，

全⼒打造“商学＋”的模式，将管理与科技、⼈⽂融合，助推经济⾼质量发展。创新创

业是其 鲜明的特⾊和 响亮的品牌，浙⼤管院是国内 早开展创新、创业教研的单

位之⼀，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各⾏各业优秀创业者，其中诞⽣了数⼗家上市公司领军⼈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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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学管理学院EDP中⼼与MBA中⼼、EMBA中⼼并称三⼤教学中⼼，负责⾼层管

理者发展与培训的⾮学历项⽬，有20多年历史，多次荣获浙江⼤学“继续教育先进集

体⼀等奖”、位列浙江省经信委公布的全省“管理咨询培训⾏业示范机构”榜⾸，在中国

⾼校商学院EDP教育中处于领军地位，2011年发起成⽴“中国⾼校EDP教育联盟”。20

多年的教学中，培养了近10万名⼯商管理中⾼级⼈才。

申请流程

为了保证⽣源质量，学校将对申请者进⾏严格的资格审查

➢ ⼀、报名申请

途径：1.电话咨询；2.线上沟通；3.⽹络咨询报名

➢ ⼆、发放正式报名表及申请材料

EDP 中⼼发放正式报名表及申请材料

➢ 三、正式报名及申请

申请⼈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正式报名表及申请材料

➢ 四、资格审查与综合评定

求是菁英班招⽣委员会审核并确定录取名单

➢ 五、正式录取

发放正式录取通知书

➢ 六、报到⼊学

在规定时间报到注册，缴纳学费

教学管理

➢ 时间安排：2023 年  6 ⽉开班，学制 20 个⽉，每个⽉集中上课 2 天（周六⾄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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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插安排实战案例、论坛沙⻰、讲堂、移动课堂和课外活动等。


➢ 上课地点：浙江⼤学+移动课堂+访学交流相结合。


➢ 学习费⽤：118000 元，包含资料讲义费、午餐费、培训费、教学管理费，住宿

费、交通费、海外游学与移动课堂的费⽤⾃理。证书授予：学员修完规定的全部课

程且考核通过后，获得由浙江⼤学统⼀颁发的浙江⼤学求是菁英班结业证书。


➢ 户	 名：浙江⼤学


开户银⾏：中国农业银⾏杭州紫⾦港⽀⾏


账	 号：19 0422 0104 0000 014


款项⽤途：浙⼤管院（求是菁英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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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报名

电话：0571- 88273238

微信：13221030077 （ 扫码咨询、微信报名）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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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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背景
	浙江大学求是菁英班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迄今为止最高端的企业家培训项目之一，同时也是浙江大学经典标杆性高端培训项目。其旨在通过两年的培训与辅导， 让学员全面提高综合管理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开阔视野，增厚底蕴，掌握金融投资和资本运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从而提高其战略决策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为利用金融手段实现经营管理的转型升级和财富增值提供智慧源泉，为更多学员单位更快更好的上市提供战略支持。
	浙江大学求是菁英班以“凝聚优秀、塑造卓越”为宗旨，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集中资源打造的一张金名片。首期求是菁英班于 2011 年 5 月开始举办，被赞誉为浙江大学培训行业的“黄埔一期”，是培训领域的新突破，培训方式的新转变。经过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EDP 中心十年时间的精雕细琢，不断更新完善，求是菁英班已成为培养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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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鼎浙商品牌振兴大旗
	整合全面社会资源
	助力于民族企业的兴旺与发达
	培养一批具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创业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商界领袖是浙江大学求是菁英班的使命所在。
	院长寄语
	学员收益
	项目定位
	最低目标
	把求是菁英班打造成全国最大的上市公司摇篮，让学员企业更多更快地成功上市。
	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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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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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交流平台
	通过参加本课程，学员可加入浙江大学求是菁英会，获取更多优势资源与高端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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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是菁英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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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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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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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 浙江大学－剑桥大学“全球化制造与创新管理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院长、睿华创新管理研究所联席所长。
	谢小云
	谢小云博士，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院副院长，领导力与组织管理学系主任。主要从事组织行为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相关领域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历年来所有教学课程评价皆为优秀，并且先后获得首届 MBA 最佳教学奖、首届浙江大学优质教学奖，以及多年管理学院学生最喜爱的教师等教学荣誉。
	郭斌
	张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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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振龙
	厦门大学金融工程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重点学科厦门大学金融工程学术带头人、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厦门大学证券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闽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
	黄  灿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知识产权管理研究所联席所长。
	陈雨田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MBA实践教授,联合技术UTC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3家美德头部企业亚太总裁，二次内部创业（18年），三次空降（美德头部企业）。
	程志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EDP教育联盟秘书长、国家劳动部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曾兼任某集团公司副总裁等管理职务，拥有10多年的企业管理实践经验。
	潘云鹤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组长、浙江大学原校长。中国智能CAD和计算机美术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谭建荣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求是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主任。
	杨华勇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流体动力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主任、国家电液控制工程技术中心主任。
	杨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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