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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提升企业家班

招生简章

复旦大学 —— 百年名校，深厚人文底蕴

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巍巍学府，世纪承传。

素有“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复旦大学始创于 1905 年，原名复旦公学，1917 年

定名为复旦大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

传 • 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寄托当时中国知

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

2000 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复旦大学，进一步拓宽学科

格局，增强办学实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所拥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

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1 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建校 110 余年来，复旦大学以其学术大成就、思想大集成、学者大风范教育和培育了

数以万计的志士才俊，马相伯、李登辉、于右任、陈望道、谢希德、周谷城、苏步青、

谈家桢、谭其骧、贾植芳、童第周等等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大师以其坚忍不拔的探

索精神，积淀了复旦大学深厚的人文底蕴，形成了思潮澎湃、学科交融的学术氛围，

铸就了追求卓越和坚韧奋斗的精神品质。

2017 年，复旦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17 个一流学科入围“双

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复旦师生谨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严守“文

明、健康、团结、奋发”的校风，力行“刻苦、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发扬“爱

国奉献、学术独立、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复旦精神，进一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大学，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努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

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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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 稳步迈向全球一流商学院

复旦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立工商管理教育体系的高校，早在 1917 年就创设了商科，

并在 1929 年正式成立了商学院。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中断。

改革开放之后，复旦大学率先恢复管理教育，1977 年开始招收管理学科专业学生，

1979 年成立管理科学系，1985 年恢复组建管理学院。2017 年，复旦大学迎来创立商

科教育 100 年。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目前设有 8 个系、27 个跨学科研究机构。学院现有一级学科

博士点 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12 个（含自设博士点），一级学科硕士点 5 个，二级

学科硕士点 17 个（含自设硕士点）。工商管理硕士（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硕士（EMBA）和会计硕士（MPAcc）、国际商务硕士、金融硕士 4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本科专业 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4个（其中 1个与经济学院共同设立）。产业经济

学为全国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为全国重点培育学科、上海市重点学科。

2006 年底，在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培训部基础上扩充成立的复旦大学高级管理

人员发展中心（EDP），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依托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雄厚的师资和专

业的培训咨询人员队伍、国内外丰富的合作资源，为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提供了一个系

统学习世界领先的管理知识、广泛交流基于中国的实践经验、迅速拓展面向未来的战

略视野、培养超越竞争的管理能力的新平台。

在 2018 年的英国《金融时报》全球 EMBA 排名中，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4个项目全

部跻身全球 40 强。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 EMBA 项目位列全球第 6 位，复旦大学-BI

挪威商学院 MBA 项目位列全球第 29 位、在职 MBA 项目全球第 3，香港大学-复旦大学

IMBA 项目位列全球第 35 位、毕业生薪酬增长率位列全球第 2，复旦大学 EMBA 项目位

列全球第 40 位。在 2018 年的英国《金融时报》全球 MBA 排名中，复旦 MBA 项目位列

全球第 42 位，稳居全球 5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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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学院仍将继续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以持之以恒的努力、孜孜不倦的求索，

为中国经济发展培养优秀人才、贡献前沿管理思想。

项目背景

本项目由复旦大学主办，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承办。

2019 年 9 月 10 日，历史将铭记的除了中国第 35 个教师节之外，还有马老师在

一首《怒放的生命》中的惊艳退休的华丽瞬间！讲真，作为同样做企业的你，真正羡

慕的，可能并不是马云成功的事业，而是马云的那份侠客般自信、飘逸和洒脱！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爱无言，真正的大 BOSS，不是看起来指点江山，叱咤

风云那些，而是坐在帘子后面甚至员工心里的哪位！马云虽然隐退，但每一位阿里人

心里都有一个马老板，时刻告诉他（她）目标在哪，怎么实现。

事实上，随着公司的不断进化，组织的平稳运行一定有赖于一套在背后提供支持

的系统，创始人自身的角色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与变化，企业家的第一要务，是提升

自己的领导能力，从而能退后一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不仅仅能实现企业家

“垂拱而治”的个人超脱，也是企业能够继续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

因应中国企业家的领导力升级需要，帮助中国企业家打造自己企业的自运行系统，

复旦大学依托自身丰富的管理实践研究和人文底蕴，联合业内几十位重量级专家，隆

重推出《领导力提升企业家班》，力图从愿景、战略、变革、团队等多个角度，为学

员提供提升领导力的路径、方法和工具，帮助企业家在降低自己在企业高高在上的“存

在感”的同时，让企业更高效、更安全的运行，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描述的那

样：“太上，不知有之”。

项目特色

✪登高望远， 把握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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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际视野广度，切实联系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实际状况，结合中国经济、中国文

化、中国法律与政策环境的可能，帮助企业家提升自身的领导能力，打造企业的自运

营系统。

✪ 问题导向， 共创研修

理论研究与领导力提升紧密结合，首创课题制共创研修模式。结合选修课题和学员所

在企业典型案例，与相关领域专家、导师相互思辩，以实战教辅的形式，解决企业家

在领导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空间。

学员获益

✪共创研修课程，提升企业家领导力

基于领导力的 8大模块，20 天共创研修。课题组学员事先在课题导师参与下，针对

课题中的学员所在企业案例进行远程会诊,透过课题组成员之间相互思辩讨论和咨询

式研修直击问题本质,形成问题解决方案，并在班级共创会上将研究成果分享给全班

其他同学，提升每一个同学的领导力。

✪国际商学院大咖教授课程，让企业家登高望远

国际游学课程安排在斯坦福、哥伦比亚、特拉维夫、巴黎、柏林、东京 6所国际名校

商学院上课，让学员思维的疆域突破固有版图的限制，融世界之博大、合本土之精深，

站高一线，俯视未来。

✪以山为友，游学兼顾，让企业家亲近自然中启迪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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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课程更多安排在泰山、华山、遵义等名山和名城，结合所在地的灿烂文化和传奇

历史故事与人物，让学员们穿越古今往来，亲近自然中实现自我心灵的顿悟和精神的

超越。

✪ 高端人脉 ，共享资源

来自国内外知名商学院的资深教授和国内的成功企业家、行业专家汇聚塔尖智慧，以

中西结合的研修模式，助你前行；复旦同学会、兴趣会和联谊会,高端论坛和沙龙,

帮你搭建企业和事业发展的高效人脉平台和商机财源。

研修对象

中国细分行业 TOP30 强企业董事长、总经理；

5年以上创新成长性企业创始人、合伙人；

（不招收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公务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授课模式

讲授、互动、案例分享，标杆企业参访、沙龙。

招生开学

每年开班两期,本期开学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20 日；

每两个月集中授课一次，每次连续 2-3 天（周六—周日），共学习 20 天，学制 2年。

课程费用

人民币 118000 元（包括研修费、讲义费、证书费、上课期间午餐费）,

由学员将学费直接汇入复旦大学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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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与授证

学员修完规定课程并经考核合格，将获得复旦大学相关培训结业证明。

入学程序

1、入学条件：大专及以上学历并具有十年以上企业管理经验的工商企业高层管理人

员 （具有十五年以上企业管理经验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可以放宽学历限制） ；

2、符合条件学员向学校提交报名表、身份证复印件 1张、2 寸近照 2 张，报名申请

表可在管理学院网站下载或向联系人索取；（报名资料可传真或邮寄给报名联系人）

3、申请资料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审核，结合工作业绩、报名顺序择优录取，寄发复

旦大学领导力提升企业家班入学须知；

4、学员在收到入学须知后，应在规定时间内交纳学费。

上课地点

复旦大学、移动课堂

课程体系

课程模块 核心课程 教学内容

课
程
模
块
一:

愿
景
领
导
力

课程 1：愿景规划篇

1、为什么需要愿景

2、如何规划愿景

3、如何让愿景深入人心

课程 2：使命提炼篇

1、使命从哪里来

2、如何在企业达成关于使命的共识

3、名企使命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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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价值观管理篇

1、如何表述价值观

2、如何宣传价值观

3、如何让价值观发挥作用

课
程
模
块
二:

战
略
领
导
力

课程 1：战略思维篇

1、什么是战略思维

2、企业如何规划战略

3、成功的战略与失败的战略

课程 2：战略落地篇

1、从战略规划到年度规划

2、从战略目标到年度 KPI

3、从年度 KPI 到绩效考核

课程 3：名企战略解读篇

1、阿里巴巴

2、华为

3、联想

课
程
模
块
三:

变
革
领
导

力

课程 1：变革的必要性评估篇

1、企业生存环境的变迁分析

2、企业转型方向的合理性分析

课程 2：变革的内容规划篇

1、变革的目标规划

2、变革的内容规划

3、变革的流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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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变革的堵力与风险篇

1、高层管理者面临的挑战与压力

2、中层管理者面临的挑战与堵力

3、基层管理者面临的挑战与不适

4、变革过程中的风险分析

课程 4：变革的成功要素篇

1、做好变革的准备工作

2、塑造变革的先进榜样

3、设计符合人性的变革操作方式

4、增强变革的组织保障

课程 5：变革的切入点与流程管理篇

1、分析企业创造价值链

2、再造企业业务流程

3、人力资源与企业管理再造

课
程
模
块
四:

团
队
领
导
力

课程 1：团队人才建设篇

1、基于企业战略的人才规划

2、人才盘点与人才开发

课程 2：团队文化建设篇

1、企业的制度文化设计

2、企业的行为文化设计

3、企业的物质文化设计

课程 3：团队制度建设篇

1、企业要有那些制度

2、企业制度的制定

3、企业制度的落地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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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4：团队关系管理篇

1、团队关系的构建方法

2、建立良好团队关系的行为模式

课程 5：团队精神塑造篇

1、团队精神的内涵

2、团队凝聚力的打造

3、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

4、团队士气的提升

课程 6：团队运营篇

1、团队的冲突管理

2、团队的压力管理

3、团队的激励策略

4、团队的沟通管理

5、团队的绩效管理

课
程
模
块
五:

领
导
者
的
方
法
与
艺
术

课程 1：领导者的行为与风格篇

1、强力型领导的行为与风格

2、民主型领导的行为与风格

3、授权型领导的行为与风格

课程 2：权变领导艺术篇

1、领导者的“权”与“变”

2、团队部属诊断技术运用

3、不同部属如何转换领导风格

课程 3：教练式领导方法篇

1、部属培育的高效方法

2、教练技术的运用技巧

3、让部属形成习惯达成无为而治



领导力提升企业家班

10

课程 4：危机与冲突领导方法篇

1、如何掌握部属的挫折忍耐度

2、组织危机与负面影响处理技巧

3、领导者如何化“危”为“机”

课
程
模
块
六:

东
方
智
慧
与
领
导
力

课程 1：东方智慧中的领导之道篇

1、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的领导之道

2、两汉经学中的领导之道

3、魏晋玄学中的领导之道

4、宋明理学中的领导之道

课程 2：东方伟人的领导智慧篇

1、刘邦与项羽

2、汉武帝的丰功伟绩

3、唐太宗的由乱到治

4、诸葛亮的心理谋略

5、曾国藩的识人与用人

6、毛泽东的领袖之道与军事谋略

课
程
模
块
七:

领
导
者
的
自
我
领
导
力

课程 1：塑造你的阳光心态篇

1、心态力量解析

2、知足感恩的幸福密码

3、激情进取的人生态度

课程 2：透过引导做好自我的领导篇

1、情商的内涵与力量

2、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3、打造超强的亲和力

4、培植来自心底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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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模
块
八:

领
导
者
的
自
我
修
养

课程 1：领导者潜质的发现与培育篇
1、潜质的分类与成功模式

2、潜质的培育，从可能性到现实性

课程 2：领导者的价值观养成篇

1、以变应变

2、过犹不及

3、大道至简

4、静心养德

附件 2：授课教师介绍。

包季鸣

复旦大学管理科学博士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EMBA项目学术主任

原上海实业集团海外公司董事长

研究方向：企业领导力、企业组织与人事、组织行为学、国际企业管理。

葛剑雄

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复旦大学图书

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是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

王德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及当代艺术哲学。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19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21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21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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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

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 、上海春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访问教授

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

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邓小平高级翻译。

鲍勇剑

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EMBA项目特聘教授

上海绿庭投资集团、万华化工独立董事

研究领域包括:企业竞争战略，变革管理、产业创新、危机管理等。

钱文忠

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

心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

华编纂委员会委员。近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玄奘西游记》，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钱文忠解读〈弟子规〉》等节目。

项保华

浙江大学管理工程博士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研究方向：企业战略、变革管理、决策行为等。

苏勇

复旦大学工业经济博士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教授

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向：企业战略与文化 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 品牌战略与消费者行为。

胡君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

研究方向：管理心理学 组织行为学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5.htm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8D%E6%97%A6%E5%A4%A7%E5%AD%A6%E4%B8%AD%E5%9B%BD%E7%A0%94%E7%A9%B6%E9%99%A2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833/153929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93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17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741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0180/492356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262735/989932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702/486754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4511/73111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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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昇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外国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厦门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兼职教授。

姜鹏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的朱维铮先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政治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

2012年，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先后主讲《汉武帝的三张面孔》

《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和《姜鹏品读<资治通鉴>》(第一部、第二部)。

徐小跃

现任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老子、道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美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佛道思想、

中国天人之学以及中国宗教与民间宗教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宁向东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曾任哈佛商学院、伊利诺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

学者 2000 年受聘任世界银行项目咨询专家、2004 年担任美国麦肯锡公司研究顾

问。研究领域:企业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以及中国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

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担任上

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

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

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2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974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0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24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9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2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1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80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07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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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灿梁

台湾淡江大学企管系、国际企管所专任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管理心理学博士，

台湾地区十大名嘴之一。他不仅拥有很好的心理学、西方管理学理论功底，同时

担任了二十余年的公司副总，常年担任知名大企业的企业顾问，和台湾塑料大王

王永庆等知名企业家有着良好的互动。

郎立君

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责任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温哥华 CELINE投资公司合伙人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吴维库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教授

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进修公司战略及领导学，

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恒隆管理研究中心研修领导学与组织行为学，

在领导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朱学勤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博士。他长期从事中西近现代思想

史研究。著述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风声雨声

读书声》、《被批评与被遗忘的》、《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思想史上的

失踪者》、《书斋里的革命》、《热烈与冷静——林毓生学术论述集》等。

联系方式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中心

地址：上海市国顺路 670 号史带楼 8楼

电话：021-55666828 13585506919

传真：021-55666824

邮箱：esm@fudan.edu.cn

联系人：王老师

mailto:esm@fudan.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