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
引领中国商业与管理洞见	 打造全球视野格局与境界

汇聚广泛影响力商界领袖	 践行人文关怀与社会担当



长江商学院简介
长江商学院(CKGSB)成立于2002年11月，是由李嘉诚基金会捐资建立的拥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为国际管理教育协会(AACSB)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成员，并通过了EFMD的综合评估获得其EQUIS认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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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总部位于北京，现设有工

商管理硕士项目(MBA)、金融MBA项目(FM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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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江创创社区。

长江商学院以“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与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人文关怀			

与社会担当，以及创新精神的商业领袖”为己任，致力于通过新视野、新思维、新格

局、新境界与新价值取向，打造全球新一代商学院，并积极推动与引领新商业文明。

长江商学院EMBA项目简介
长江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项目（EMBA）是长江商学院启动的第一个学位教育项

目，致力于在全球经历重大变革与中国步入全新发展时代的形势下，为中国培养具备

全球视野、全球价值对接能力、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与全球担当的企业家，进一步推动

构建新商业文明，以商业的智慧与超越商业的境界，推动中国转型、全球变革与社会

创新。	

长江EMBA项目已招收8000余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海内外精英，95%以上为企业核心决

策层。长江EMBA一直立足中国，放眼全球，为处于变革时代的企业领军者提供了一

个深具影响力与价值的学习交流平台。

李嘉诚先生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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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嘉诚

院长寄语
历经十数年发展，长江商学院EMBA项目已经成为

中国及大中华地区备受尊敬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系

统学习管理知识的共同选择，亦已搭建了中国具有

广泛影响力与价值的精英学习平台。我相信，未来

长江EMBA能够继续为商业社会培养更多具有全球

视野和人文关怀的优秀企业家，促进东西方经济界

双向交流，在更高的层面上促进中国和世界经济的

持续腾飞。

	 	 	 												——	项兵



40余位享誉全球学界
的教授团队

案例中心累计开发
商业研究案例400余篇

全职教授团队屡获
学术大奖累计超过70余项

40+
400+
70+

贯通中西享誉全
球的教授团队

全球视野与面向
未来的格局境界

全球引领的中国商
业管理洞见

率先引入人文课
程，倡导公益与社
会创新

作为一所“教授治学，研究立校”的学

术机构，长江商学院吸引了一批享誉全

球学界的全职教授。他们绝大部分获得

了哈佛、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沃

顿等世界知名商学院的终身教职，并为

各自研究领域中的知名讲席教授或学术

领头人，长江教授屡获学术大奖累计超

过70项，以华人为主的专职世界级教授

团队与中国商界精英学员“教学相长”，

打造了长江商学院深厚的学术影响力。

秉承打造全球新一代商学院的愿景，长

江商学院在夯实中国经济和管理问题研

究的基础上，积极为全球问题的解决“贡

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在科技创新时代，

长江商学院先人一步整合全球优质科技

创新资源，梳理世界最领先的科技创新

内容，与EMBA同学共同将新科技商业

化，保持面向未来的领先地位。凭借学

院与近40家全球知名院校建立的合作伙

伴关系，长江EMBA学员在学期间与毕

业之后，可以长期持续获益于独特的全

球学习生态。在全球学习生态中，长江

EMBA通过全球视角，理解中国经济发

展问题，注重培养EMBA学员的全球视

野、思维模式与资源整合能力。

依托全职教授团队及研究立校的办学理

念，长江商学院对中国商业与管理问题

进行了原创、独立、系统、深入且具前

瞻性的研究，形成了创新引领的洞见

（Insight）与远见（Foresight），这些

研究结论与观点拓宽了中国企业领军人

物的视野、思维、境界、格局，带动了

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促进了中国

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三位长江商学

院教授曾鸣、陈龙、廖建文相继加入中

国知名互联网公司，出任首席战略官，

在中国管理教育界乃至世界商学院范围

内都实属罕见。

长江EMBA学员的高端性及广泛代表

性远超同侪。长江EMBA项目已招收

8000余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海内外精英，

95%以上为企业核心决策层，无论从地

理分布、行业构成还是公司类别等方面，

均呈现多元化、高层面的特点。长江商

学院为遍布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校友搭建

了深具价值与影响力的终身学习交流平

台。长江的超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帮助

长江商学院学子从认知的深度到视野的

广度都会跃升到新的境界，互学共创真

诚分享，为EMBA学员事业的持续发展

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提供强有力支持的案

例俯拾皆是。

长江商学院倡导企业家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重视企业家精神品格的塑造与培养，

强调践行“强者的有为”。

•	 人文课程：作为全球管理教育创新的

引领者，长江于 2005年将人文课程

系统地引入管理教育，突破传统商学

院的教学体系，设立长江商学院人文

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肯尼

迪学院合作，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课题，

弘扬历史观与长线思维。构建人文与

商业伦理课程体系：涵盖天、地、己、

群四个维度，超越古今中西之辩，跨

越理性和精神之分；尊重现代科学的

专业分工以保证学术性。

•	 公益责任与社会创新：率先将公益学

时纳入管理教育，并将社会创新与可

持续发展设为每一位EMBA学员必

修的课程。同时，长江EMBA设立

公益奖学金，已吸纳数十位中国公益

界领袖汇入长江。时至今日，长江校

友在弘扬人文关怀，推动社会变革，

助力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方面做出诸

多探索与重要贡献。

长江EMBA独特优势
长江商学院差异化的发展战略造就了长江EMBA项目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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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广泛影响力
的商界校友网络04

05
长江商学院已与

近40家

全球知名院校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北美洲地区

欧洲地区

非洲地区

南美洲地区

中东地区

亚洲地区

个

行业学会

6个

兴趣俱乐部

个

地方校友会

4

企业家人文精神
2005年率先引入人文课程

长江公益基金

新商业文明
以商业的模式解决社会问题

48小时公益学时2010年将公益实践纳入学分体系

长江公益善果枸杞项目

2018年

开天窗式的
原创管理思想

东西方管理理念
思想与实践的
“双向交流”

全球引领的
人类问题研究

长江校友
13000+ 8000+

EMBA校友

66家

校友企业入选《财富》
2017年中国 500强

10位

长江校友入选
《哈佛商业评论》
中国百佳CEO

长江公益善茶项目

2018 年
长江商学院

首部公益案例集
出版

精准扶贫
教育 +民生 +
产业三大模式
助力江西吉安

发展

“益”起爱：
99公益日

校友公益项目
筹款总额超过

1.6 亿



陈龙

廖建文

孙宝红

项兵

张维宁

杜维明

梅建平

滕斌圣

许成钢

张晓萌

甘洁

欧阳辉

王一江

阎爱民

朱睿

多伦多大学金融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前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战略官

南伊利诺伊大学	博士

长江商学院战略创新与创业管理实践教授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斯图沃特商学院终身教职

现任京东集团首席战略官

南加州大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教授

杰出院长讲席教授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

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德克萨斯大学会计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会计学副教授

哈佛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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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纽约市立大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终身教职

哈佛大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伦敦经济学院终身教授

2016年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与钱颖一共享)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史密斯商学院博士

长江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副教授

美国美利坚大学科歌德商学院终身教职

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美国杜兰大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杰出院长讲席教授

哈佛大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及

人力资源学教授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政府关系及校友事务副院长

波士顿大学Questrom商学院终身教授

明尼苏达大学商业管理博士

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

贯通中西享誉全球
的全职教授团队

长江商学院的全职教授团队不仅具有全球视野、通晓西方管理精髓，更深入了解中国及大中华区的管理实践，能够真正将世界范

围内的全球新知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有机融合，融教学实践于一体，与来自不同行业的领军人物深入碰撞思想、共

同启发，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



取势于全球大变革和中国发展新

时代，通过前瞻性商业研究，洞

察世界和中国商业的历史、现在

与未来方向。 全
球
大
变
革

中
国
新
时
代

于“取势”下“明道”，为企业家

打造系统的学习解决方案，帮助企

业家打破思维定式，构建系统商业

观，搭建东西方双向交流平台。

新
格
局
、
新
思
维

东
西
方
双
向
交
流

由“道”及“术”，通过前瞻创新

的课程体系打造中国商业学习生

态，凝聚优秀企业家群体，引领变

革与创新，共同创见未来。 创
见
变
革

实
践
创
新

前瞻创新课程体系
全新定义EMBA教育

世界正处于经济发展模式、科技、社会、国家治理体系、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地缘政治等聚焦于一

点的时代，企业领军人必须持续学习。

全球大变革，中国新时代，如何洞察未来商业发展之势？	

成为引领时代的企业家，需要具备哪些全新的认知与素质？

作为十七年EMBA教育的领航者，长江商学院立足于“取势、明道、优术”的战略指引，结合长江独特优势开展课程

创新，打造前瞻创新的“品牌经典课程”，全新定义了企业家管理教育。



秉承“引领式创新”理念，基于贯通中西的全职教授团队及全球学术影响力，长江商学院与全球近40家知名院校建立

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长江EMBA也与合作院校共同开发海外选修课程，为处于变革时代的企业领军者提供了深具价

值的全球学习与交流平台。

遍布全球的知名商学院
战略合作伙伴

关注变革的力量

制度与社会发展

产业革命与制度基因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十九大新论断与经济发展重点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科技进步与颠覆式创新

人工智能的商业应用

金融创新与金融科技

智能制造与企业转型升级

新零售的核心、挑战与商机

全球视野与价值对接

应对全球化的新视野、新思维、新对策

国家战略下的产业机遇：商业突围“一带一路”

全球经济环境下的中国

税收筹划与境外投资

人文精神与社会担当

科学精神与东西方文化内核

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

公益商业化与商业公益化



IT/通信/电子/互联网 

房地产/建筑业  

生产/加工/制造业  

贸易/批发/零售/租赁业  

金融业  

商业服务  

服务业  

文化/传媒/娱乐/体育  

能源/矿产/环保  

交通/运输/物流/仓储  

农/林/牧/渔/其他  

文体教育/工艺美术  

政府/非盈利机构 

15.62%

16.52%

12.91%

13.51%

11.11%

7.51%

6.31%

3.00%

4.80%

1.80%

1.50%

3.00%

2.40%

数读长江EMBA

精英校友

企业核心决策层占比

平均年龄

40.1岁

99%

平均工作经验
17年

平均管理经验

12.5年

遍布省、市、自治区

31个

硕士及以上学历

民营及股
份制企业

全球精英
校友网络

虞锋
云锋基金创始人、主席

潘江雪
真爱梦想基金理事长

田沁鑫
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

钱学锋
汉理资本董事长

檀冲
小狗电器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陈明永
OPPO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茹立云
前搜狗公司首席运营官

周富裕
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梁信军
复星集团创始人

唯
品
会
董
事
长

沈
亚

韩
都
衣
舍
电
商
集
团
董
事
长

赵
迎
光

入学感言
“互联网大潮汹涌澎湃，不论新兴行业、传统行业，都无法
独善其身，长江EMBA的学习使我有机会认真反思自己的选
择，更加明确判断，遵循着互联网的脚步，努力地学习。”

商业新生态：互生共创
2007年，时任广州能越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沈亚进入
长江EMBA学习并在长江结识创始成员、萌生创业想法，唯
品会应运而生，现在唯品会已成功登陆美国纽交所，成为中
国电商领域的重要力量。

商业新生态：互生共创
汉理资本创始人钱学锋曾谈到他 48小时闪电投资韩都衣舍的
经历，这一切正源于15年9月他与赵迎光在长江EMBA课堂
上的相遇。钱学峰表示，这次48小时的投资在VC史上是不
可能的，但是他们做到了，合作是基于长江校友之间的信任。

入学感言
“很幸运在我事业的关键时刻，能够成为长江的一员，在这
里有着太多的收获，知识，友谊，还有对人生更深的理解，
世界再大，长江是家，长江是我们终生学习和进步的源泉。”

全球精英
校友网络

李娜
中国女子网球名将

唐岳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于冬
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南春
分众传媒创始人

*来自2019春季班录取数据 79.88 %

25 %

行业
分布



扫描二维码关注
长江EMBA

微信公众平台

您在提交全套申请资料后，请耐心等待长江商学院的申请资格审

核及面试资格审核，通过后招生部将会通知您进入面试环节。

EMBA入学考试以面试为主，笔试为辅，重点考察申请人的综合

素质和管理能力。其中笔试内容涵盖商务、管理和个人综合情况

三部分，以简答和选择形式作答。如申请EMBA学位，需在入学

前参加全国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

在笔试、面试基础上，录取评审委员会全面评审申请人的综合情

况包括管理经验、工作成就、企业走访及推荐人意见等，择优录取。

无论录取与否，您在考试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将会获得考试结果

（电话或短信方式），随即收到正式书面通知。

入学录取

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按照长江商学院有关规定进行付款和办

理入学手续。

申请流程 

网上报名

在线填写正式申请表

推荐信模板下载

申请资料准备 资料审核

入学考试

综合审核

请登录长江EMBA在线申请平台

或直接扫左侧二维码进入申请页面

http://embaenroll.ckgsb.com 

·请申请人在线下载推荐信模板
·请推荐人填写完成后，以邮件形式发送至
 applyemba@ckgsb.edu.cn

上传电子文档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
·名片

·照片
·在职证明
·公司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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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518054
电话: ＋86-755-8283 5188
传真: ＋86-755-8283 5122

地址: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988弄

 虹桥万科中心T5办公楼

邮编: 201107
电话: ＋86-21-8012 0888
传真: ＋86-21-8012 5766

招生热线: ＋86-10-8518 1050
地址: 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3座3层

邮编: 100738
电话: ＋86-10-8518 8858
传真: ＋86-10-8518 1051

北京 上海 深圳

· 学制两年，每月集中授课一

次，每次连续四天（周四至

周日）；

·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 具有八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

少于五年的核心决策层的管理

经历。

教学点：北京、上海、深圳

中 国 商 界 精 英 的 共 同 选 择

申请长江EMBA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

班别

开学时间

报名截止

考试时间

结果通知

APPLYEMBA@CKGSB.EDU.CN

长江商学院EMBA2020年秋季班

2020年10月

2020年9月

2020年6月-2020年9月

入学考试后15个工作日内

长江商学院EMBA2020年春季班

2020年5月

2020年4月

2019年11月-2020年4月

入学考试后15个工作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