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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企业的主要动机是为盈利，而一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在捍卫公司利益的同时，更应重视

以努力正直的途径谋取良好的成就。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同时具备多项成功的要

素，包括全景思维、务实创新、良好的管理、完善而灵活的组织和制度、出色可靠和富有经验

的管理阶层、勤奋负责和忠诚服务的员工、科学化及完备的数据库。除此以外，今天的商业领

袖，还要建立起管理层和员工之间彼此信任和尊重的企业文化。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建立起个

人及企业的良好信誉。这些都是资产负债表中无法显示但却具有无限价值的资产。

诸位都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在各自选择的行业内也曾付出努力、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前途

也一定是无可限量的，你们是强者，是最懂得掌握和有能力主宰自己生命的人，而强者的有为

关键在我们能否凭仗自己的意志坚持我们正确的理想和原则；凭仗我们的毅力实践信念、责任

和义务，运用我们的知识创造丰盛精神和富足的家园；我们能否将自己生命的智慧和力量，融

入我们的文化，使她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能历久常新；我们能否贡献于我们深爱的民族，为她

缔造更大的快乐、福祉、繁荣和非凡的未来。

MESSAGE FROM SIR LI KA-SHING
李嘉诚先生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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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

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我们所处的时代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面临如此多的颠覆式变革，诸如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模

式、国家治理体系、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全球治理、地缘政治、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

长等方面都正在经历或孕育着变革。

在适应全球重大转变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需要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需要站在月球

上看地球，以更高的视野把握发展的大脉搏，从而找到有效解决矛盾的办法。中国和中国企业须以全

球视野、全球资源整合能力，解决全球性问题。只有实现这种全球担当，中国企业才能被世界接受，

才会赢得世界的尊重。

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是长江商学院工商管理教育十余年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企业在

全球市场的竞合中实现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越来越多的各界精英需要更丰富更系统的知识

积累和更深入更前瞻的实践探索，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长江商学院十七年来，培养了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全球价值对接能力、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和全球担当

的企业家；同时，他们的人文情怀、社会责任和创新精神也从未缺席。长江持续推出原创研究成果，

为全球问题的解决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也确立了学院在世界管理教育界的学术领导地位。长江

全职教授团队是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一个强有力的保障。凭借享誉全球的研究实力，

学院得以联合全球著名大学（包括商学院、政府学院及科技大学等）联手整合全球优质资源，共同打

造具有前瞻性和全球视野的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 (DBA)，成就转型时代达观天下的社会领袖。

相信加入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的各界优秀学子，将会体验与见证长江人的真实、豁达、

家国情怀与担当，感知到不同的高度、视野、思维、格局与境界，在课题研究与实践探索中不断超越

自我，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商业社会中追求卓越，胸怀梦想为社会创造更大福祉。

WELCOME FROM THE DEAN
院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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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简介

长江商学院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是由李嘉诚基金会捐资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拥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采用世界商学院通用的治理架构，以“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一

批具有全球视野、全球价值对接能力、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和全球担当；以及人文情怀、社

会责任和创新精神的企业界领军者”为己任，旨在打造全球领先的新一代商学院，以新视

野与新思维应对商业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通过管理研究及商学教育的发展，服务中国

乃至全球的商界领袖。

取势于中国经济之崛起，依托政府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长江商学院经过十余年发

展，拥有近 40位全职教授队伍，贡献了一系列源自中国、引领世界的原创管理思想。2005

年，长江商学院首创性地将人文课程与公益实践系统引入商学管理教育，成为全球首家提

出培养企业家“人文关怀”的商学院。长江商学院拥有 10000 余位中国极具影响力的菁英

校友群体，学院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深圳有授课点，在香港、伦敦及纽约有代表处，已在

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启动高层管理课程，把对新兴市场和世界商业格局影响重大的原创管

理思想输送到西方，成为东西方双向交流、整合全球管理教育资源的高端学习平台之一。

长江商学院为国际管理教育协会 (AACSB) 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 成员，并获

得EQUIS认证；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工商管理硕士授予单位”(含 EMBA和

MBA)。学院现设有工商管理硕士项目 (MBA)、金融MBA项目 (FMBA)、智造创业MBA

项目 (METI)、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项目 (EMBA)、企业家学者项目 (DBA)、高层管理教育项

目 (EE) 和创创社区。

ABOUT CKG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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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恰逢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创立六周年，身处于世界经济格局大

发展大调整的重要转折点，DBA项目聚焦世界变革、展开深度研究、汇聚多元碰撞，

探索行业新知，洞见发展趋势。

六年来，我们持续精心打磨、迭代核心课程，开拓创新教学相长学习互动模式，

勇当先进商业、信息、理念、观点、方法的弄潮儿；

六年来，我们坚持“共生、互生、再生”，倡导平等、空杯、分享心态，怀揣感恩之心，

心系人与自然，为中国管理哲学的壮大与发展贡献一己力量；

六年来，我们努力建立基于前沿知识分享的“长江网络”，不断创新，开放生态，

汇聚了一批有格局、有境界、有高度的中国优秀企业家，深刻践行新商业文明。

长江商学院 DBA 项目希望商业顶端的经验与学术碰撞出中国管理新思，为企业家

学者提供独具影响力的终身学习平台。2019，让我们携手共进，共赴 DBA 这场

爱与思想的盛宴！

学术主任寄语

08DBA PROGRAM-

ADDRESS OF 
ACADEMIC DIRECTOR

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

副院长，DBA项目学术主任

”

07 -DBA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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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DBADBA项目简介

企业家学者项目20
19 DBA PROGRAM

愿景:

成 就 新 商 业 文 明

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于2013年顺势而生。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新技术推动下全球商业

变革，以及新产业格局的重塑，越来越多的各界精英需要更

丰富更系统的知识积累及更深入更前瞻的实践探索，以应对

新商业文明下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长江商学院DBA项目以“成就新商业文明思想者和引领者”

为使命，汇聚中国具有进取精神和使命感的行业领军企业

家，整合全球优质教育资源，打造具有框架性、系统性、前

沿性和全球化的创新课程，深刻洞察全球经济转型与发展，

大势与规律，以应用型研究为导向，将学术的严谨与新鲜的

实践碰撞，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关注、解

决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问题，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新技术格局

东西方文化、世界与中国历史、心理哲学与生活

哲科思维、宗教思维、正心领导力

注重企业家格局、境界、高度的打造
关注东西方价值对接，倡导全球责任担当

新政经格局

新产业格局 企业家格局

研究
驱动

CORE VALUES
核心价值

商学院的灵魂是拥有享誉全球的全职教授团队，以及蜚声国

际的原创、一流管理思想。长江商学院秉承“教授治学，研

究立校”的精神，近 40 位全职教授中绝大部分获得了耶鲁、

斯坦福、哥伦比亚、沃顿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等学府的终身

教职，贡献了一系列源自中国、引领世界的原创管理思想。

长江商学院对中国商业与管理问题进行了原创且具前瞻性的

研究，而 “实践课堂”作为 DBA 特色的学习方式，每次聚焦

一个行业或领域，教授及 DBA 研究团队提供框架思考，领

军企业深度走访结合多元视角的同学分享，形成连接与碰撞，

启发新知。与此同时，企业家学者们在 DBA 学习过程中产

出了一批由实践总结出来的、可复制的中国管理智慧，推动

全球管理学界的分享与双向交流。

长江商学院真正做到理论研究与中国企业的实际问题有机融

合，关注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企业在新形势下

面临的贸易和投资问题，聚焦儒家商业圈、东盟等区域，并

产生一系列诸如“站在月球看地球”、“以全球应对全球”、“链

条对链条”、“超越造富，成就伟大商业机构”等开天窗式、

源自本土、贯通中西的原创管理思想。

在当前全球科技大变革时代，长江商学院聚焦科技与商业的

结合，开设系列科创前沿课程，密切关注颠覆式科技带来的

社会变革。同时，以互联网学会、智能制造学会、金融学会

为代表的长江校友行业学会，更走在了科技创新的前沿。学

院也与全球近 40 家世界知名院校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为企业家学者们搭建了跨界学习平台，为他们整合全球资源、

提升全球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长江商学院倡导“人文关怀，强者有为”。早在 2005 年就已

将人文课程引入商学院教育，借此引领世界管理教育由“术”

而“道”，让每一位长江人在自己的商业实践中丰富自己的商

业逻辑，并将推动社会创新置于企业战略首位，在文化自信

的前提下，掌握与全球价值对接的必备条件，超越造富，向

世界弘扬源自东方哲学思想的“天人合一”和新商业文明。

长江商学院汇集了 10000 余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海内外商业领

袖，无论是职位、行业分布、机构性质还是地域分布，都呈

现出高端性、多元化的特点。长江商学院为遍布海内外的校

友搭建了深具价值与影响力的终身学习交流平台，为资深企

业家学者与年轻科技创业创新者架起了沟通的桥梁。长江的

超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为校友事业的持续发展和人生价值的

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享誉全球的教授团队
及学术影响力

行业研究与前瞻管理洞见
中国智慧与东西方双向交流02

国际化视野与思维 
解析全球重大问题03 整合全球优质资源

聚焦科技创新前沿04

倡导全球责任担当
弘扬新商业文明05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校友网络

与终身学习平台06

01

引进人类智慧的最新进展、社会进步及可持续性

发展等内容，应对科技进步与颠覆式创新的挑战

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剖析

世界政经格局的演变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

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新加坡经济与东盟创

新发展、全球主要市场/国别比较研究

互联网商业模式、智能制造、硅谷科技、新零售、

混合所有制改革、体育经济、旅游产业、民办教

育、新能源、大健康、房地产

定制行业专题研究，实践课堂贯穿全课程

体系，深入全国全面创新改革阵地

人工智能、脑科学、基因科学、生物医药、

材料科学



6大宏观方向

框架模块 
构建思维框架和理论体系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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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模块、聚焦模块、专题研究＋实践课堂

专题研究＋实践课堂

行业内领军企业走访
听前沿实践探索和管理挑战

定制化行业专题研究
看系统行业本质

及理论逻辑

理论与实践跨界碰撞

善学思辨
推进商业可持续发展

全球金融体系
与经济系统风险

全球投资贸易体系
重构与新资本思维

企业全息洞察
与组织进化

市场营销
与新商业生态

管理哲学
与领导艺术

东西方文化
与价值对接

全球化
与中国发展模式

制度与全球
治理体系重构

科技进步
与颠覆式创新

数字经济时代的
企业转型

新加坡经济
与东盟创新发展

战略格局思维
与智能商业

课程体系

企业家学者项目20
19 DBA PROGRAM

核心课程

核心
课程

2大金融主题

4大微观主题

授课地点 :  北上广深等中国重点城市移动课堂、新加坡合作院校课程、国别比较海外精品课程

授课语言 :  中文(英语授课配同声翻译)

合作院校 :  新加坡管理大学(SMU)、UC Berkeley、Yale University等

上课时间 :  平均2个月一次，每次3-4天，海外5-6天

学程概览

学无止境，与思想伙伴砥砺前行DBA学习生态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主题课程
CKGSB
8学分

候选人
资格审定

毕业及
学位授予

导师
委员会

论文
开题

论文
答辩

学科
核心课程
SMU
6学分

第一阶段  定制课程 第二阶段  研究与论文

聚焦模块
聚焦管理新挑战

终身学习平台

DBA项目定期开设丰富的校友课程，开展区域学习小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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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安踏集团，DBA教授及研究团队为本次课程定

制体育行业专题研究，刘劲教授分析了安踏的三大优势——定位大众体

育服饰领域、从模仿到研发的务实选择、营运效率远高于其他企业。安

踏集团董事长丁世忠与同学们分享安踏的成长和未来战略。

体育行业研究 

走进安踏

 厦门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深圳大族激光和三诺集团，DBA教授及研究团

队就德国工业4.0战略与中国制造业的差异、以设计创新驱动构建生态

链平台企业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大族激光董事长高云峰、三诺集团董

事长刘志雄与同学们分享工业4.0的实践与思考。

工业4.0《智慧时代的制造》

走进大族激光、三诺集团

 深圳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广州腾讯微信和唯品会，DBA教授及研究团队

为本次课程定制互联网商业模式专题研究。微信之父张小龙、腾讯创始

人、终身荣誉顾问陈一丹、唯品会创始人沈亚与DBA学员深度探讨如何

拥抱互联网。

互联网商业模式研究

走进微信、唯品会

 广州

 云南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云南白药，DBA教授及研究团队为本次课程定

制混合所有制改革专题研究，刘劲教授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今后五

年经济发展的胜负手。云南白药总经理王明辉与同学们探讨云南白药混

改的前世今生。

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

走进云南白药

企业家学者项目20
19 DBA PROGRAM

在DBA核心课程体系的基础上，专题研究+实践课堂系列贯穿课程每个模块，成为DBA特色学习方

式。每次关注一个行业或领域，以教授及DBA研究团队全视角研究为铺垫，提供框架思考，领军企

业深度走访，结合多元视角同学分享形成连接与碰撞，跨行业跨学科知识众筹，启发新知。

实践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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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百度，DBA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为本次课程定制

了关于互联网商业的框架原理的专题研究。时任百度集团总裁兼COO

陆奇则与同学们深入探讨百度AI战略的商业化落地。

人工智能研究

走进百度

 北京

长江商学院投资研究中心对董事长池宇峰和董事长于冬所在的完美世界

和博纳影视进行私有化研究，教授与同学们分享了中概股私有化的原因

和流程，以及从资本视角和投资者视角对待私有化的理解。池宇峰与同

学们分享私有化心路历程及实践探索，揭开中概股私有化面纱。

中概股私有化研究

走进完美世界、博纳影视

 北京

企业家学者项目20
19 DBA PROGRAM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贵州，DBA教授及研究团队从健康、医疗、制

药三个方面勾勒出中国大健康行业的框架。贵阳朗玛董事长、DBA五期

班同学王伟与同学们分享了大数据和互联网在慢病管理、重症会诊等方

面给患者们带来的便利。

大健康产业研究

走进贵阳朗玛

 贵阳

长江DBA实践课堂远赴重洋，走进位于纽约的IBM Watson全球研究中

心总部，IBM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首席营销官、DBA四期班同学周忆

与IBM多位顶尖科学家的倾心分享，直击人工智能、区块链与量子计算

第一现场。

信息技术研究

走进IBM

 纽约

 乌镇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乌镇，刘劲教授与同学们共同探讨旅游经济学、

乌镇模式的势道术及其艺术文化难点，他指出，乌镇的内核是其独一无

二的创意，“乌镇模式”的复制并非易事。

旅游行业研究

走进乌镇

 武汉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高德红外，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甘洁

与高德红外董事长、DBA二期班黄立同学共议中国红外芯的突围之路。

军民融合研究

走进高德红外

长江DBA实践课堂校友模块走进武汉学院，DBA教授及研究团队为本

次课程带来教育行业研究，提出了教育体系由体制决定，中国教育需

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观点。腾讯主要创办人、DBA二期班同学陈一

丹与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思想碰撞，探寻教育真

谛，共话教育未来。

教育行业研究 

走进武汉学院

 武汉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浙江，DBA教授及研究团队向同学们分享了关

于消费逻辑与变化趋势的研究成果。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市场营销学

教授朱睿，法派集团董事长、DBA三期班同学彭星，红蜻蜓鞋业董事

长、DBA三期班同学钱金波，围绕企业品牌建设、消费市场变化展开

了关于“匠人匠心”的深度探讨。

消费品行业研究
走进法派、红蜻蜓

 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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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副院长，会计与金融教授，DBA学术主任。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安德森管理学院并获终身教授职称。长期从事资本市场，财务会计和股权投资的研究，是在股权投资和

证券分析领域的国际著名专家。曾获长江商学院杰出研究奖，加州大学安德森管理学院杰出研究奖，以及

巴克莱全球投资最佳论文奖。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除了在商学院的多年教研和管理工作之外，曾任或

现任多个国内与国际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的独立董事及资深顾问。刘教授的研究成果具有国际影响力，近十

年来一直是华人社科学者中被国际文献最为广泛引用的作者之一，连续五年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

刘劲

长江商学院战略创新与创业管理实践教授、京东集团首席战略官。曾执教于美国伊利诺伊理工斯图沃特

商学院，享有终身教职，也曾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和中欧商学院。廖建文教授以在战略、创

新和创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和教学而知名，尤其特别关注于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交融，包括互联网、移

动互联网和社会网络将如何持续地改变传统经济（如教育、金融和医疗等）等课题，在战略创新、竞争

定位和商业模式的构建与创新方面有独到视角与系统研究。

南伊利诺伊大学 博士

廖建文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沃顿金融机构中心学者。曾任职于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梅

建平教授目前还担任 Emerging Market Review、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Finance 编辑；曾担任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Economics、Real Estate Finance 编辑。 

普林斯顿大学 博士

梅建平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EMBA学术主任，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创新和

财富管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同时担任中国证监会资本学院特聘教授并兼任多个公司独立董事及高级顾

问。曾任雷曼兄弟，野村证券，瑞士银行董事总经理，美国北卡大学终生教职及杜克大学副教授，曾被

杜克大学全球高层管理EMBA课程评选为最佳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资产定价、公司理财、资产定价与

道德风险的混合模型。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杜兰大学 博士

欧阳辉

长江商学院欧洲市场副院长，战略学教授，长江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曾执教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

学商学院，任战略学副教授，博导并享有终身教职，负责该校战略学领域博士项目。主要研究领域：战

略联盟、收购与兼并、创业与创新、家族企业管理，以及企业的跨国经营。连续五年入选中国高被引学

者榜单。

纽约市立大学 博士

滕斌圣

FACULTY师承名家

企业家学者项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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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无先后，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想关信息由长江商学院统计

享誉全球的教授团队，

原创管理思想

金融学教授、阿里巴巴集团罗汉堂秘书长，此前担任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战略官，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互

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委员，中国互联网保险协会副会长等职位。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获终

身教职荣誉，并曾在美国荣获商学院优秀教师奖。在学术上长期从事利率及货币政策、资本市场、投融

资决策和金融创新的研究。

多伦多大学 博士

陈龙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金融MBA学术主任，美国财务学会会员，曾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卡

罗来纳大学Chapel Hill分校。主要集中在投资组合管理、期权定价、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国际财

务等。多次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耶鲁大学 博士

曹辉宁

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研究教授及北京大学终身教授，并担任北京大学

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为国际哲学联合会理事，并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

主席，一直致力于协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文明对话。杜维明教授以文化中国、文明对话、现代性的

反思及儒学创新为研究重点，被誉为当今世界最有前瞻性及影响力的儒学思想家之一。

哈佛大学 博士

杜维明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金融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公司金融及中国资本市场的

研究，研究成果多次发表在《金融经济学》、《金融研究评论》、《金融与数量分析》等顶级学术刊物

上。2011年独立获得美国学术界最高荣誉之一的Brennan最佳论文奖，还有着广泛的行业经验。现任特

许金融分析师协会（CFAInstitute）的特聘演讲人，Rega Capital Management的董事及投资顾问。

麻省理工大学 博士

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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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教授、副院长，曾任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美国密歇

根大学戴维逊研究所研究员。1989年后曾兼职担任世界银行顾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副会长。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

理、中国经济、货币与公共金融等。在过去几年中，王一江博士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被大

量引用。

哈佛大学 博士

王一江

企业家学者项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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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主持创办了高

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项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首批（七名）核心教授之一，并曾执教于香港科技

大学和北京大学。主要研究领域：新一代政企关系、中国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及管理、中国民营企业的角

色与作用以及建设性创新，管理教育创新等课题。

阿尔伯塔大学 博士

项兵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于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与钱颖一共享），奖励其在转轨经济中作用

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许成钢教授是美国科斯研究所理事、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

心研究员，曾任教于香港大学、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哈佛大学和中国社科院，曾任世界银

行和IMF顾问，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等。许成钢博士发表的几十篇论文，见诸国际顶级经济学学术期

刊，其中《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制度》获得2013年孙冶芳经济学论文奖。

哈佛大学 博士

许成钢

长江商学院EMBA项目副院长、市场营销学教授、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尚

德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系主任，及加拿大国家研究教授。于2015年获得长江商学院研究成果奖、

2010年获得尚德商学院研究成果奖。朱睿教授是美国营销科学学会Sheth基金会2002年度博士联合会

会员，并获得美国营销科学学会2007年度青年学者奖。现担任消费者心理杂志副主编、消费者研究杂志

和市场研究杂志编委会成员。主要研究领域：消费者信息处理与心理学、物理环境的设计与结构效果、

自律、认知等。

明尼苏达大学 博士

朱睿

全球视野，把握大势

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曾在英国剑桥大学任管理学教授，并担任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

域：工业技术与制造战略、新制造技术的推行、研发管理、如何更加有效地管理创新、在高度不确定环

境中的项目管理、亚洲企业的创新与全球化、亚洲公司的全球化、新项目管理等。

比利时根特大学 博士

Arnoud De Meyer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讲座教授、国际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暨战略管理协会

(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终身院士，全球著名的企业战略专家、动态竞争理论与文化双融观

点创始人。曾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华顿商学院。陈明哲教授是一个平衡专

业与人文、理论与实务的全方位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战略学、动态竞争。

马里兰大学 博士

陈明哲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理事会理事，全球契约组织中国网络

主席。从事石油工业40余年，拥有20多年对外合作经验。执掌中石化，先后成功完成涉及40万人存续

企业改革和油品销售业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带领公司全球企业财富500强排名由第5名上升到第2名。

傅成玉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现任美国杜克大学校董、法学院客座教授，

清华大学法学院郑裕彤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斯

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员。

美国杜克大学 博士

高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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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院长，创新与创业专业教授，曾任伦敦帝国学院商学院副院长，拉吉夫·

甘地中心主任。英国伦敦城市行业协会为表彰他在继续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授予他院士荣誉。

主要研究领域：高科技行业、新兴经济体（包括印度、中国和非洲）、以及为低收入居民区提供医疗、

能源和基础设施服务等。

弗吉尼亚州立邦联大学 博士

Gerard (Gerry) George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前院长，杰出特聘教授（战略管理和管理教育），学术战略和管理教育部

门总监。主要研究领域：战略管理，竞争战略、风险和决策分析、战略改革。

英国爱丁堡大学 博士

Howard Thomas

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金融时报》中国问题首席评论员。曾任世界银行

中国局局长，曾在弗吉尼亚大学担任教授，并在马来西亚和非洲等多地执教。主要研究集中在中国经济

和金融前景及其对美国、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影响。

普林斯顿大学 博士

黄育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在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任会长，在新兴经济体研究会担任会长，在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担任委员。2006年

被人事部等部委确定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2年被中宣部等部委评为全国宣传文

化系统“四个一批”理论界人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制度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博士

张宇燕

阿里巴巴集团学术委员会主席。曾任长江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战略学教授，中欧和北大光华管理

学院访问教授。作为战略学专家，对于战略创新、战略转型、战略联盟与并购、电子商务以及国际化战

略等方面有深入研究，被世界顶尖管理杂志认可和发表，被《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CNBC 和

BBC等媒体广泛报道。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战略学、电子商务、国际化战略。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 博士

曾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系及经济学研究基地史特林经济学教授，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教

授，国际金融中心研究员，美国经济学会主席。2013年，席勒教授与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芝加哥

大学教授拉尔斯·皮特·汉森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金融市场、金融创新、行

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房地产、统计方法以及市场中的公共态度、观点以及道德判断等领域。

麻省理工学院 博士

Robert Shiller 诺贝尔奖得主

诺贝尔奖得主

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富兰克林·W和凯伦·韦伯黛比讲席教授，劳

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天体物理学家，领导该实验室的国际超新星宇宙学项目，该项目的研究成果首先

证实了宇宙会永远持续下去，还在更快加速膨胀。1996年，Saul Perlmutter教授获得美国天文学会亨

利·克雷蒂安奖；曾为《天空与望远镜》杂志撰写多篇科普文章，还参与美国公共广播系统和英国BBC

等制作有关天文学和宇宙学纪录片。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博士

Saul Perlmutter

现任净名精舍首席学术导师。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天体物理学专业，曾任教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

部。1982年在浙江省普陀山普济禅寺了空法师处受三皈依，法名根培。三十多年来不停奔走在全球各

地，以其深厚的佛学造诣和无碍的辩才，树立正见、弘传佛陀正法，迄今为止已为二十多万企业家精英

及青年学生亲自讲授佛教课程，影响教众超百万，在佛教界享有极高声誉，被誉为“全球最具魅力的弘

法居士”。

佛教文化、印度宗教 研究专家

于晓非

企业家学者项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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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中国名大学组织的研讨会。

曾主编“全球化·世贸组织·中国系列丛书”，曾担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国际问

题研究院院长。2005年8月8日，龙永图博士获得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陛下授予莱奥波德国王勋章，

表彰其在促进亚洲区域合作和促进中欧、中比经贸关系中所做出的努力。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博士

龙永图

耶鲁文理学院院长、心理学教授、心理学及认知科学教授。2010年被任命为耶鲁大学哲学系主任，成为

该系两百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主任；2013年被任命为人文与行动副教务长，直至担任现职务。主要研究

领域：英美传统哲学的技术与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想象力与信念之间的关系、理性和非

理性的说服力之间的对比，以及习惯在塑造行为和判断中的作用等。

哈佛大学 博士

Tamar Ge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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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丹 池宇峰

LEARN WITH THE BEST
精英学友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创始人、
终身荣誉顾问

希望通过这几年的学习，能认真地学好、读

透DBA的整个课程体系，更好地认识自我，

认识社会，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共同学

习、进步。

长江DBA把我原来很多实践的经验抽象成系

统的理论，这个对我非常重要，对我走上另

外一个台阶做了思维的准备。

完美世界 董事长

冯 仑 沈国军
御风资本 董事长

肩负着全球视野下的新商业文明的实现之重

任，所有同学都会认真的度过这几年。在未

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个改变，完成一个

超越。

各种技术创新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主题，敬畏技术进步，积极参与变革，持续

努力学习也成为一种趋势。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于 冬
程 维

博纳影业 董事长

在这里大家讨论都是当下最前沿的问题，比

如互联网金融的改革，比如中国未来的走

向，每一个同学都是你的老师，因为你会听

到不同领域的关于今天中国最强烈的思想的

碰撞。

希望自己有成长，能把以前一些想不明白看

不透的问题看透想明白，变成有思想、有深

度的做企业的人，并在长江结交到真性情的

同学、兄弟。

滴滴出行 创始人兼董事长

丁世忠 何 刚
安踏集团 董事局主席

中国企业家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吸收和碰

撞。长江的文化很开放，站得高望得远，在

长江的学习能够启发我如何帮助企业走向

世界，在提高企业未来国际化水平上有所

作为。

长江DBA用一种非常新的活的教学案例，以

及比较延展性的知识架构，让我的视野，包

括对现实商业竞争的了解有巨大提升，很多

教学内容和资源是独家的，这在国内，甚至

国际上任何商学院都很难获得。

财经杂志 执行主编

长江DBA汇聚中国精英企业家群体，产业多元，实业为主，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具代表性的

企业领军人。他们当中既有本土创新引领者，又有全球化先锋，既有新经济典型代表，又有

跨界转型践行者，是一群不断超越自我，对未来“上瘾”的人。

企业家学者项目20
19 DBA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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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  董事长

高云峰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王锋
巨星控股  董事长

仇建平
四川和邦投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贺正刚
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叶远西

晨光文具  CEO

陈湖雄
赛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刘啸东
福建七匹狼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少雄
唯品会  董事长

沈亚
苏酒集团  董事局主席

张雨柏

黄 立
唐 葵

企业家学者项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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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红外 董事长

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老师授课、同学交流，

自己在理论和知识结构上更上一层楼，对于

企业本身的发展有更好的思考，特别是在创

新、转型、新商业模式等方面有所启迪，帮

助我带领企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我希望把过去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结合，站

在更高的高度审视我们的行业、国家以及经

济的发展，也把自己提升到新的高度。

方源资本 CEO

王小川 钱金波
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希望五年后能把对互联网的理解结合长江获

得的视野，把理论和时间相结合，收获颠覆

性的想法，形成新的方法论。

很荣幸可以在长江体会到尊重的价值，很感谢长

江对于每一位企业家的用心。我们为今天的社会

创造金钱财富，更要为明天的社会留下精神财

富，正如我们DBA的愿景“寻找新一代商业文明

思想者”，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思考，一道向往！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这个年纪来到DBA，对我的人生挑战是要把积累了
五十年来的有知完全忘掉，真正从行为、智性、事
业层面真正的清空，重新达到人生第一次睁开眼睛
看世界的那种好奇状态，获得征服任何人生障碍的
真正的武器和力量。在长江商学院作为企业家，如
果我们身上扎实注入学者好奇追索的血液，获得丘
比特神性般穿透表象的认知和能力，我们会看得更
远一些、再远些……

王 强
真格基金 联合创始人

张 波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通过在DBA的学习，又一次激发了我的学

习热情，使我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提升了

境界，特别是结识了一大批良师益友，导师

指点迷津，同学相互学习，这可以说是一笔

受益终生的宝贵财富。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在人生这个阶段，放

下包袱，摘下面具，一起抱团取暖，去分

担分忧，去战胜孤独，这是上学做同学的

最大福利。

周 忆
IBM全球副总裁  大中华区首席营销官   
艾菲全球董事

吴志祥

DBA的同学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都值得好好地

去品读。很期待能够借助此机会跨出自己的行业，

以更加全面的视角去学习、去感悟，去结识到更多

的朋友，去打开自己的视野，与DBA的同学们共同

探讨人生价值的投资。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瀛岑
河南省天伦集团 董事长

干企业，就是边做事边学习，理论结合实

战，开拓思路。在长江通过老师授课、同

学交流，使我们企业家拓宽视野、点悟自我。

王晓晖
爱奇艺 首席内容官

我心中的时代是，天天充满激情与改变；

我心中的芳华是，走过的每一步，都开始

于 梦 想 。 站 在 时 代 芳 华 的 交 汇 点 ， 我 在

DBA聆听教授们的教诲，与同学们互相切磋

交流，收获颇多。爱我长江，爱我DBA。

卢伦燕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 
常务副总干事兼首席运营官

我希望利用这五年，把过去我在管理上面临的问

题，在学校跟老师和同学们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同

时，也跟在座的同学们一起探讨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站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为生生不息的地球而

努力。

喻渭蛟
圆通速递 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非常喜欢DBA的行业专题研究。教授们将全

行业按照板块梳理，深刻挖掘了其中的共性

和规律。我相信，管理是相通的，这些研究

成果也给我的企业带来了巨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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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DBA

富有创新精神及人文情怀的企业家和公共服务领域核心管理者互相切磋，以课题为核心开展研究，课上课下延伸讨

论，持续推动双向交流，以研究生发思想，奉行“知识众筹”理念，以师为友，以友为师，教学相长。

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课程于2014年隆重推出课外学习平台之“讲台”系列，通过DBA教授和同学分

享的形式，践行DBA“以师为友、以友为师、教学相长”的理念，为同学们以管理学者身份走上传播中国式管理思想

的讲台奠定基础。

讲台

DBA ECOLOGY
DBA生态



APPLICATION

DBA和他的朋友们

企业家学者项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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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 和他的朋友们”是 DBA 思想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定向邀请 DBA 的朋友，与教授、DBA 同学共同探讨热

点前沿议题，定位为小而美的闭门讨论，曾就中东与世界格局、人机大战、两会热点、财富传承与家族教育等内容展

开分享活动。

健康DBA

DBA晨跑 DBA高球队 DBA戈壁行

DBA申请

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将考查申请

人的综合素质、工作成就、研习能力、领导能

力、管理思想和战略远见，同时结合申请人企业

的经营情况、行业影响力、发展潜力等指标综合

考量，择优录取。

申请长江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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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招生信息

报名截止：2019年8月31日

开学时间：2019年10月

招生人数：50人

申请条件

行业领军企业的创始人、董事长、CEO；

德才兼备，具有行业影响力和知名度；

本科及以上学历，12年以上管理经验。 



长江商学院
企业家学者项目
（DBA）

申请审理须在资料齐全的基础上进行，若申请资料不全，

将有可能延误您的申请审理及面试时间的安排。

请您提供教育部批准的国民教育系列本科及以上学历、

学位证书扫描件，其他证件无效。若您的学历是在境外

或港、澳、台获得，须到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办理

学历学位认证手续，并提供教育部颁发的《国外学历学

位认证书》复印件。

请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如经核实发现任何造假行为，

将取消申请者的申请资格。

如需进一步咨询，请联络“长江商学院

企业家学者项目（DBA）办公室”

电话：+86-10-8518 6905

电邮：CKDBA@ckgsb.edu.cn

申请流程

企业家学者项目20
19 DBA PROGRAM

在线提交申请

资料审核

申请长江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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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报名
上传

电子文档 快递资料

请登录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

项目（DBA）在线申请平台，

在线填写申请表

个人详细简历和公司简介

学士学位证书扫描件

硕士学位证书扫描件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名片（正反面）

两寸白底免冠近照
（jpg格式，小于1MB）

两封推荐信原件 

机构宣传册

补充资料
(如发表过的文章、学术论文、著书等)

请邮寄至：
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1号
东方广场东二座20层DBA办公室

邮编：100738

电话：010-85186905

等待长江商学院初步审核资料，通过初审后DBA办公室将安排您进入面试环节。

面       试 面试环节，将由DBA评审委员会考核申请人的综合情况。 

综合审核
在面试基础上，DBA评审委员会将全面评审申请人的综合素质，包括面试成绩、工作成就、

学术成果、研习能力及推荐人意见，择优录取。 

录取通知
面试后一个月内，您将获知面试结果（邮件、电话或短信方式），录取学生随后将收到正式

录取通知书。

学费缴纳
在收到通知书后，请您按缴费通知上的要求，一次性缴纳学费。之后DBA运营团队将与您联

系安排入学注册事宜。

注意事项

网址：
http://oas.ckgsb.com/DBA



传真：＋86-10-8518 8549 网址：www.ckgsb.edu.cn/DBA 电邮：CKDBA@ckgsb.edu.cn电话：＋86-10-8518 6905

关注DBA微信

北京校区

地址: 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
        东3座3层

电话: +010-8518 8858

邮编: 100738

传真: +010-8518 6800

上海授课点

电话: +021-8012 0888

邮编: 201107

传真: +021-8012 5766

地址: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988弄
         虹桥万科中心5号楼1、2层

JOIN THE ELITE OF THE ELITES

企业家学者项目

成就新商业文明
思想者和引领者

DBA 
 PROGRAM

深圳授课点

电话: +0755-8283 5188

邮编: 518054

传真: +0755-8283 5122

地址: 中国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前湾一路63号前海企业公馆30栋1-3层

纽约办事处

地址: 601 Lexington Ave., 26th Floor, Suite 2640
         New York, NY U.S.A 10022

电话: +646-6277735

传真: +646-6277734

伦敦办事处

电话: +44-20-7104-2380

地址: DIFC Global 11-12 St
         James Square London, SW1Y-4LB,U.K.

香港办事处

电话: +852-3698 0981

传真: +852-3698 0985

地址: 香港中环花园道三号冠君大厦
        3203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