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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新商业文明
思想者和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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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成立于2002年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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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设有工商管理硕士项目（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项

目（EMBA）、企业家学者项目、高层管理教育项目（EE）及创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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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经过二十年的

发展，拥有40余位全职的、蜚声国际的教授队伍，贡献了一系列源自中国、引领世界的原

创管理思想。学院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深圳设有授课点，在香港、伦敦及纽约设有代

表处。

长江商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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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全球价值对接能力及全球担当，具备人文关怀和创新精神的世界级商

业领袖”为己任，致力于打造全球新一代商学院，通过新视野、新思维、新格局、新境界

与新商业文明，培养重视社会创新的新生代经济颠覆式力量，为全球重大问题的解决贡献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长江商学院简介
ABOUT CKG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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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

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院长寄语
WELCOME FROM THE DEAN

面对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各行业领军企业家需要更丰富的知识积累及更深

入、更前瞻的实践探索，以应对新商业文明下可

能出现的新挑战。

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取势而生，

于 2013 年在北京扬帆启航，通过批判、系统的思考，

对商业环境和应对之策深度剖析，实现跨越式可

持续发展，成为新商业文明引领者。

长江商学院二十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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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A 持续推出原创

管理研究成果，为全球重大问题的解决不断贡献

中国智慧和力量；同时，长江 DBA 致力于推动东

西方双向交流，东风西渐，将中国先进的管理实

践进行系统的总结与提炼，形成源自中国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管理理念，这是长江 DBA 重要的历史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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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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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行业领军企业家，将会体验与见证长江人的真

实、豁达、家国情怀与担当，感知新的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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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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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学者项目（DBA）简介
ABOUT DBA

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于2013年取势而生。作为长江商学院定位最

高端的创新之作，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以“成就新商业文明的思

想者和引领者”为愿景，整合全球优质教育资源，汇聚中国极具进取精神和使命

感的各行业领军企业家，深刻洞察全球经济转型与发展、大势与规律。

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以应用型研究为导向，将严谨的学术与前沿

的实践有机结合，以行业专题研究和实践课堂为载体，打造高频迭代，具有框架

性、系统性、前沿性和全球化、定制化的创新课程体系，搭建知识众筹和教学相

长的终身学习平台。

我们希望，汇入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的各行业领军企业家，通过

长江的引领和助力，能够真正地实现由企业家到企业管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的蜕变。将各自在行业中多年积累的前沿商业实践经验，系统地整理成为一系列

源自中国、影响中国，乃至影响世界的原创性、前瞻性、实用性，甚至颠覆式的

管理新思想、新理论，从而成为这一领域新知的全球引领者，推动东西方管理理

念与实践的双向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不

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成 就 新 商 业 文 明 思 想 者 与 引 领 者

系统性总结与提炼中国的先进管理实践

形成源自东方、风靡全球的管理理念
使命

愿景



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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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涛教授寄语
MESSAGE FROM 
PROF. LI HAI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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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的 “取势、明道、优术”

身处世界大变局和中国新时代，“变” 已是常态。

这种变化除了周期性变化，还有很多趋势性变化，

甚至还有非常多的结构性变化，三种变化的叠加，

当世界面貌和生活秩序被一再改写，拓宽认知框

架已成为 “刚需”。

唯有自我进化才能贴近变化、抓住机会，实现业

务和商业逻辑的全新升级；唯有保持对全球商业

趋势和科技发展的观察和思考、保持与世界一流

企业家和观察者深度交流与碰撞，才能不断提升

能力模型、拓展增长边界，走向持续成长；唯有

葆有探寻真理和自我的初心、不断更新知识体系，

才能匹配变化中的世界、获得真正的智慧和拥有

真实的力量，从而实现丰盈的人生。

长江商学院取势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依托政府和

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是国内唯一的一家独

立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于 2013 年

正式扬帆起航，十年来，项目已汇聚了 500 余位

各行各业头部的企业家。项目始终与时俱进，保

持 “思想者” 和 “引领者” 的优势，合时宜定义和

服务 “中国极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人群”。 其中既有改

革开放之后白手起家的 50/60 后极富韧劲的一代民

营企业家，也有代表高学历新生的创一代 70/80 后，

更有已接班的民企创 1.5 代和优质创二代等勤奋专

注的企业家们。

望未来，行而不辍，前途可期。借用丘吉尔的一

句话，勉励同行，“没有终局的成功，也没有致命

的失败，重要的是不断前行的勇气”。我们希望，

在这变局重重、万象更新的时代，与有格局、有

深度、有高度的企业家学者们一起探寻管理和增

长的本质，为仍在变化中的中国和世界，增添一

份安稳和进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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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DBA以“为中国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全球担当、人文关怀和创新精神的领军企业家”为己

任，希望通过在DBA管理教育中碰撞出的原创管理思想与引领性创新，进一步推动东西方的双向交流和价值对接。长江

DBA不仅聚焦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更致力于对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04 全球学习与终身学习倡导者
Pioneer of Global Lear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03 独具影响力的跨界学习平台
Influential Cross-industry Learning Platform

02 前瞻管理洞见与中国智慧
Wisdom and Foresight of Management in Chinese Thought

享誉全球的全职教授团队01 World-renowned Faculty of Full-time Professors 

05 汇聚全球商界精英的校友网络
Common Choice of Global Business Leaders

06 全球责任担当与社会创新的引领者
Global Leader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WHY CKGSB DBA ？

为什么选择长江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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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秉承“教授治学，研究立校”的精神，50余位全职教授中绝大部分获得了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沃顿等

知名学府的终身教职，贡献了一系列源自中国、引领世界的原创管理思想。

长江商学院已经成为全球顶尖管理学者全职回到中国的首选，他们为DBA同学们带来世界前瞻管理理论与实践，系统性

解构全球大变局，并以国际化视野和思维，引领企业家学者们更好地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全球责任与全球担当。

长江商学院对中国商业与管理问题进行了原创且具有系统性、前瞻性的研究，产出了一批可复制的中国管理智慧，推动

东西方价值对接与双向交流。作为DBA特色学习方式的“专题研究+实践课堂”，每次聚焦一个行业或领域，教授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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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新知。从长江商学院教授团队中走

出了三位中国互联网头部企业的首席战略官——曾鸣教授、陈龙教授、廖建文教授，这在中国管理教育乃至世界商学院

范围内都实属罕见。

享誉全球的全职教授团队01

前瞻管理洞见与中国智慧02

全职教授团队

四通教授

全球视野

研究经验

通国际、通国内

通理论、通实践

李嘉诚基金会

精英校友

商业与管理

研究支持

教学相长、内容共创

学习的广度、深度与高度

中 国
洞 见

研究 支持

共创培养

企业家学者项目
DBA PROGRAM

20
23

*来源于长江商学院的统计



独具影响力的跨界学习平台03

整合全球优质资源的终身学习平台04
长江商学院整合全球优质资源，与近40家全球知名院校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在学术研究、课程研发、海外课程、

乃至共同聘任教授上展开深度合作。通过全球互学互鉴，拥抱先进、拥抱共性、拥抱未来。为企业家学者们整合全球资

源、提升全球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长江DBA聚焦前沿科技与颠覆式创新，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等全球知名院校合作开设海外精品课程，关注

对产业有重大革新的科学技术，探寻产业技术变革的发展与图景，聚焦颠覆式科技创新带来的社会变革，及对社会治理

和人类未来的影响。

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全球治理、地缘政治、科技创新等在内的跨学科学习成为中国商界领袖的必然选

择。长江商学院作为跨界学习的原创者和启动者，系统性整合海内外优质资源的同时，将加强与以国家行政学院、中国

浦东干部学院为代表的政策研究水平高且具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色的高等学府的合作与联合培养。

知名合作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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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多重变革与拐点汇集于一点。突出的变革包括：经济发展模式、颠覆性技
术及创新、全球治理、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重构、国家治理与社会契约关系、地缘政治、
民族主义 / 民粹主义 / 单边主义 / 极端主义、气候变化 / 疾病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反
全球化 / 逆全球化以及日趋兴盛的贸易保护主义等。

2016 年 7 月 8 日，新商业文明论坛暨长江商学院 - 哈佛肯尼迪学院第二届全球论坛



汇聚全球商界精英的校友网络05

全球责任担当与社会创新的引领者06

长江商学院倡导“人文关怀，强者有为”。早在2005年就开历史之先河将人文课程系统引入管理教育，2010年作为首

家商学院率先引入“公益学时”概念；2018年起，长江DBA首推公益奖学金，邀请公益届领袖人物与富有创新精神及

人文情怀的企业家互相切磋、共同学习。目前，长江的社会责任已经进入4.0阶段，致力于解决全球重大问题，建立全球

生态体系，为全球培养高度重视社会责任与社会创新的经济新生代颠覆力量。

DBA同学们作为新商业文明的倡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无论对个人、组织、家庭、社会，都有更多的道德法则和理想

情怀。值得选择一两件可以傲以终身的亮点去努力追求，它是有益于道德的、有益于社会的、有益于文明的。

长江商学院汇集了20000余位海内外校友，是商界精英的共同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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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的超强凝聚力和向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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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DBA汇聚了500余位精英企业家学者校友，产业多元，实业为主，是中国经济发展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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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 1.0 长江 2.0 长江 3.0 长江 4.0

为全球培养重视社会创新的

经济新生代颠覆性力量

引入人文课程 公益课程与社会责任 重视与弘扬社会创新

08

20000 500
长江校友 DBA校友

企业家学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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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Y

长江商学院拥有一支享誉全球的教授团队，50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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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学府的终身教职。师承名家，长江的教授团队

为DBA企业家学者们提供广阔的前瞻视野和原创管理思想，从长江教授团队里走出了3位互联

网头部企业的首席战略官——曾鸣、陈龙、廖建文，更是在中国所有的商学院里独一无二。全

球视野，包括多位诺奖得主在内的来自新加坡管理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等知

名学府的顶尖师资和业界专家助力领军企业家把握大势，成就新商业文明。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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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无先后，相关信息由长江商学院统计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企业家学者项目学术执行主任。2007-2012期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Ross商学院

担任金融学助理教授；加入长江后，教授资产证券化和行为金融学等课程。李教授主要从事资产定价，货

币政策，及公司治理方向的学术研究，她的论文在顶级杂志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和Management Sciences上发表。李教授曾

获得长江杰出研究奖。

李学楠 罗切斯特大学、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大学 博士

阿里巴巴可持续发展管理委员会主席、阿里巴巴集团战略规划总裁，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

创始副院长。近年来，陈龙教授深度关注并投身互联网金融，曾任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阿里巴巴集团罗

汉堂秘书长。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委员，中国互联网证券协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互联网保险协会副会长等职位。他是多伦多大学金融学博士，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获得终身教

职荣誉，并曾在美国荣获商学院优秀教师奖。主要研究领域：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企业投融资决策。

陈龙 多伦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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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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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维明 哈佛大学 博士

长江商学院大型企业治理与创新管理实践教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曾任联合国

全球契约组织理事会理事，现任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中国网络名誉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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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甘教授
长期从事公司金融及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在这些领域均有突出贡献。她2011年独立获得美国学术界最高
荣誉之一的Brennan最佳论文奖，研究成果发表在众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目前甘洁教授的行业实践则主
要专注于硬件领域的科技创新，涉及智能产品、智能装备及生产等多个方向。她是包括大疆创新在内的多
家高科技企业的董事，参与对它们的早期支持和孵化。她也是东莞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和创业孵化器的
发起人之一，以及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的创业导师。

甘洁 麻省理工学院 博士

企业家学者项目
DBA PROGRAM

20

耶鲁大学 博士李海涛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长江商学院副院长。他曾是密歇根大学Stephen M. Ross 

School of Business, Jack D.Sparks Whirlpool Corporation 金融学讲席教授，并曾在康奈尔大学约汉逊

管理学院任教。主要研究领域：理论与资产定价、信用风险、期权定价、金融经济学、对冲基金。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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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营销学副教授、高层管理教育项目学术执行主任、MBA项目学术执行主任。李洋教授专注于

企业品牌塑造和营销数据建模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Management Science, Marketing Scienc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并常受邀在美国和欧洲作营销研究报告。李洋

教授创新贝叶斯非参数化模型以解决精准营销“千人千程”问题的研究入围了2021年Paul E. Green 

Award（营销学最高奖项之一）年度最佳论文，成为全球入围的四篇论文之一。

李洋 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

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刘劲
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教授管理委员会主席、投资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获终身教授职称。刘教授长期从事资本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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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教授的研究成果具有国际影响力，连续多年入选“中国高被引

学者榜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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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伊利诺伊大学 博士廖建文
长江商学院战略创新与创业管理实践教授、京东集团原首席战略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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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高层管理教育项目副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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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终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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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辉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杜兰大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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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研究领域：国际金融、房地产金融、资产定价。

梅建平 普林斯顿大学 博士

管理工程博士宋志平
长江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世界水泥协会主席，

我国著名的企业家、企业改革家和企业思想家。他深耕企业40年，在同时出任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董事

长期间，带领两家企业双双跻身世界500强。他是党的十五大和十八大代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

国劳动模范，曾荣获中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全球华人经济领袖、改革开放40年40

人——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创新人物、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卓越贡献企业家终身成就奖等多项殊荣。



王能博士是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访问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终身讲席教授，罗汉堂学术委员

会学术委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院(NBER)高级研究员，亚洲金融经济研究局(ABFER) 高级研究员。王能

教授的研究领域广泛，包括公司金融学，资产定价理论，宏观经济学等。他的多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顶

级金融学与经济学期刊上，担任过《管理科学》, 《金融学杂志》等国际顶级商学金融学及经济学杂志的主

编和编委，也多次获得金融学领域的学术荣誉奖（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杰出金融学者奖和《金融学杂

志》的Smith-Breeden杰出论文奖）。

王能 斯坦福大学 博士

马里兰大学 博士孙天澍
长江商学院科技与运营教授，新科技、大数据与产业融合中心主任。在南加州大学获得终身教职以及

Robert Dockson讲席教授，同时兼任商学院与计算机系博士生导师。孙天澍的研究聚焦在企业数字化转

型，尤其关注技术与商业的交叉融合。他曾受邀在顶尖大学(哈佛,MIT,沃顿商学院,芝加哥,斯坦福等)以及

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发表80多场学术演讲；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获得16项最佳论文奖以及

USC颁发的年度最佳教授奖(Golden Apple Award)。孙天澍教授担任多个国际顶级期刊常务和客座编委

(MS, ISR, MISQ)和国际会议大会主席(CIST,WEBEIS)，并获得多个顶级机构的研究支持。

12

长江商学院战略学及经济学教授、全球项目副院长、企业家学者项目（DBA）学术执行主任，曾任教于香

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组织与策略经济学、中国经济、国际经济学等。陶志刚博士

在国际著名期刊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多篇论文，并被大量引用。重要

国际媒体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曾报道他的研究。

陶志刚 普林斯顿大学 博士

王一江 哈佛大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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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高层管理教育项目副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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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多年入选中国高被引学

者榜单。

滕斌圣 纽约市立大学 博士

企业家学者项目
DBA PROGRAM

2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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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 博士奚恺元
长江商学院营销学院长讲席访问教授。奚恺元教授于2000年成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终身正教授，研究

领域主要集中于：认知心理学、决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市场营销、管理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和幸福

学。奚教授已发表90余篇学术论文，截止2022年6月，其谷歌学者引用次数 (Google Scholar citation 

count)已超23,000。奚教授曾获得（美国）消费者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并曾担任（美国）判断

与决策学会主席。

长江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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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成钢 哈佛大学 博士

明尼苏达大学 博士

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社会创新与品牌研究中心主任、ESG及社会创新中心主任。加入长江商学院

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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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方向关注行为科学，社会创新，以及品牌管理。研究成果被发表在世界顶尖级学术期刊上，其中包括，

科学、消费者研究杂志和市场研究杂志；现任市场杂志副主编。2020年出版《未来好企业：共益实践三部

曲》一书，2022年出版《决策的逻辑：生活中的行为心理学》一书。

朱睿

德克萨斯大学 博士

长江商学院会计学副教授、高层管理教育项目学术执行主任，于2010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获

得会计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张教授目前的研究领域包括互联网商业模式、物联

网商业模式、财务分析、供应链金融、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治理、战略财务管理等。

张维宁

项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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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长江商学院之前，项兵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会计学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并主持创办了光华管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项目（EMBA）。他还是中

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首批（七名）核心教授之一，并曾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项兵博士在中国商业

发展的诸多领域，如中国企业创新、中国企业全球化、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经济转型对全球经济的意义、

社会创新、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中美关系、全球贸易及投资体系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等方面被业界公

认为学术权威与意见领袖。项兵博士也是新商业文明的重要倡导者。他提出的“站在月球看地球”，“以

全球应对全球”以及“取势、明道、优术”的理念对管理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研究领域：在全球经

济不断变化下的新政企关系与经营策略，颠覆式创新，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策略，企业的社会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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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学者项目
DBA PROGRAM

20
23

全 球 视 野  把 握 大 势

马里兰大学 博士陈明哲

美国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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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顿商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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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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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育川 普林斯顿大学 博士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院长，运营管理教授。曾任伦敦大学学院管理学院（School of Manage-

men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教授、创始董事，还曾在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

任教，曾获IEEE工程管理学会最佳论文奖，Decision Analysis Society最佳出版物奖等奖项。主要研究

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运营管理，项目管理，物流管理等。

Bert De Reyck 比利时鲁汶大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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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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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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博士

生物学家，美国耶鲁大学尤金－希金斯讲席教授（终身）、耶鲁大学干细胞中心创始主任、耶鲁大学医学

院细胞生物学系、遗传学系、妇产科与生殖科学系教授。发现并命名多种在人类与许多生物中共有的干细

胞基因。他的发现曾被世界顶尖科学期刊《Science》评为2006年十大科学突破之一。

林海帆 康奈尔大学 博士

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 

联合国安理会前轮值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马

凯硕先生成就了两大职业生涯，1971年至2004年任职外交家；2004年至2019年就职于学术界。此外，他

还是一位多产作家，已出版了7本专著，并在世界各地受邀演讲。马凯硕先生因其诸多成就而获得了重要

的国际认可：2004年被美国外交政策协会授予“外交政策协会奖章”；2009年入选《金融时报》“塑造

资本主义未来辩论的50位人物”；2014年被《展望》杂志评选为2014年世界50大思想家之一等等。

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李光前讲座教授（社会科学）。江教授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曾

于新国大地理系任教并担任多项高层行政职务。江教授以其在宗教、文化政策和创意经济、城市遗产和保

护以及国家认同方面的研究而闻名。她曾荣获五项国际研究奖项，并获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罗伯特·斯托达

德杰出服务奖（宗教和信仰地理学），于2006年获颁新加坡公共行政奖章（银奖）。

伦敦大学学院 博士江莉莉

Jennifer A. Doudna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知名的化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教授。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发明者学会会士和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

领域：化学分子、细胞生物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博士 诺贝尔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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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康
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名誉院长,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

及金融研究所BCT银联集团杰出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授，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员杰出研究

员。2010年，中国银监会及刘明康本人被全球风险管理学会(GARP)授予2009年全球风险管理大奖。

2012年获亚洲银行家杂志终身成就奖。

英国伦敦城市大学 名誉博士

美国前驻华大使

美国前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美国前参议员，在国际贸易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鲍卡斯大使在2000年

深入参与策划推动国会批准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并在2001年协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任职参议院农业委员会期间，鲍卡斯大使领导了许多农业法案的重新授权。还曾担任参议院税务联合委

员会的副主席，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被选为参议院削减赤字联合特别委员会（超级委员会）的成员。

Max Baucus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博士Randy Schekman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教授，并兼任霍华德· 休斯

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自1999年起担任美国细胞生物学会主席，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文理科学院院

士。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酿酒酵母细胞内蛋白质转运的机制和控制。

诺贝尔奖得主

诺贝尔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博士Saul Perlm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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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 博士

201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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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Shiller



郁彬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系、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终身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

院士，北京大学微软统计与信息技术实验室的创始联席主任，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科学咨询委员会主

席。主要研究领域：解决高维数据问题的统计学和机器学习理论、方法和算法。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 博士张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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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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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博士

阿里巴巴集团学术委员会主席、浙江湖畔创业研学中心教育长。曾任长江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战略

学教授，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首席战略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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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被世界顶尖管理杂志认可和发表，并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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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学、电子商务、国际化战

略。

曾鸣

哈佛大学 博士Tamar Gendler

耶鲁文理学院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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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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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上

海高级金融学院理事会执行理事。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金融市场报价交易信息系统中心副主任，中国证

券交易系统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交易部主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2009-2016年期间担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首任理事长。

屠光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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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关鹏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首任院长。历任英国BBC国际台播音员、中国中央

电视台新闻主播、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首任所长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索林斯汀席位

媒介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员等。兼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策划与评估专

家、国家核应急委专家委委员、国务院食品安全委专家委委员和多个部委和省市新闻发布与公共事务顾问

和专家组成员。

杜伦大学 博士

约翰·霍浦金斯大学 博士

美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创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主要从事

神经元发育、突触可塑性和认知功能的神经环路机制研究。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中国香港科学院院士；曾获得美国Ameritec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奖、求是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Gruber神经科学奖。现任Neuron等

期刊编委和国家科学评论执行主编，澳大利亚昆士兰脑研究所等国际科研机构的学术咨询委员。

蒲慕明

哈佛大学 博士崔屹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材料系终身教授，斯坦福Precourt能源研究所主任，Nano Letters执行

主编，美国湾区光伏联盟共同主任和电池500联盟共同主任。崔屹教授从事纳米、新材料、新能源和环境

的研究。他的一大贡献是把纳米科学引入电池技术，重新发明电池，给电池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2022年

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发表了超过510篇论文，引用指数H-index（Google）达209，2014年他

被路透社评为世界排名第一的材料科学家。他曾获材料界最高奖之一的美国材料学会奖章 （2020），美国

能源部最高奖之一的Lawrence 奖，Blavatnik 美国国家奖（20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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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DBA课程立足于创新，研究驱动，不断迭代，深刻洞察全球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现状，帮

助领军企业家不断提升对改变世界格局重大变革等核心议题的框架思维。面对疫情后世界格局

的重新洗牌，DBA线上课程拓宽宏观视野，培养应对复杂世界的领导力；线下课程定制互

动，帮助企业家学者们系统思考商业转型，提升变革能力。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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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模块 聚焦模块 专题研究 ＋ 实践课堂

核心课程

东西方文化
与价值对接

前沿科技与
颠覆式创新

社会创新与
企业可持续发展

框架模块 
构建思维框架和理论体系

行业内领军企业走访
探索前沿实践、破局管理挑战

定制化行业专题研究
看清行业本质

及理论逻辑

理论与实践跨界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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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格局思维
与智能商业

核心
课程

4大微观主题

聚焦模块
聚焦管理新挑战

全球大变局
与中国新时代

制度与全球
治理体系重构

新加坡模式
与东盟发展前景

专题研究＋实践课堂

6大宏观方向

2大金融主题

推进商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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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到竞争

中美竞争

俄乌冲突

台海危机

地缘政治

价值观冲突

国企改革

清洁能源     元宇宙

电动汽车+自动驾驶

大数据+人工智能

机器人

新材料

生物科技

中美贸易战

产业链重构

通货膨胀

美联储加息

房地产泡沫

债务危机

民粹主义

贫富分化

人口老化

共同富裕

文明冲突

文化自信

Z-时代

虚拟到实体

云课堂作为 DBA 线下课程的有益补充，引领企业

家学者们以全球视野和创新思维看待国内外经济，

培养应对复杂世界的领导力。

DBA Online Master Class Series（大师课堂）

是企业家学者项目特别打造的线上创新学习系列，

覆盖DBA所有在读生及校友，以闭门研讨的方式，

邀请世界范围内各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就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发展模式、颠覆性技术及

创新趋势，以及社会变革下的人文反思等重大主

题进行分享，期望指导企业实践，碰撞思想的火花。

云课堂

企业/行业

发展到公平

效率到安全

Technology

研究驱动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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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程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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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上、广、深等中国重点城

市移动课堂、新加坡合作院校

课程、海外精品课程 

新加坡管理大学 ( SMU）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平均2个月一次

每次3-4天

海外5-6天 

中文

(英语授课配同声翻译)

授课地点 : 合作院校 : 

上课时间 :

 

授课语言 : 

第一阶段 定制课程

主题课程
CKGSB

8 学分

学科
核心课程

SMU
6 学分

第二阶段 研究与论文

候选人
资格审定

导师
委员会

论文
开题

论文
答辩

毕业及
学位授予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企业家学者项目
DBA PROGRAM

20
23



ACTION 
LEARNING

“实践课堂”作为DBA特色的学习方式，在核心课程基础上贯穿于每个课程模块，师生互学共

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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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视角同学分享，紧贴中国管理实践的前沿，启发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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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为部分 DBA 实践课堂实施案例

个实践课堂 累计里程：                       公里6833350

实践课堂 + 专题研究

2014
中国移动互联网：走近小米

2015
中概股私有化：走进完美世界、博纳影业

医疗行业：走进云南白药

互联网商业模式：走进腾讯微信、唯品会

2018
人工智能：走进百度

新能源行业：走进国轩高科

旅游产业：走进乌镇

消费品行业：走进法派集团、红蜻蜓

教育行业：走进武汉学院

军民融合：走进高德红外

大健康产业：走进贵阳朗玛

文化创意产业：走进励丰文化

2019
短视频行业：走进一下科技

新能源行业：走进特斯拉

文化营销行业：走进广誉远

房地产行业：走进中骏集团

服装行业：走进七匹狼

2020
服装行业：走进波司登

互联网行业：走进同程集团

互联网行业：走进京东

化工行业：走进道恩集团

IT行业：走进晶方科技

农业：走进罗牛山

2021
游戏产业：走进三七互娱

大健康产业：走进楚天科技

物流行业：走进韵达集团

钢铁行业：走进德胜集团

混合所有制改革：走进云南白药

软件行业：走进软通动力

精密制造行业：走进科达利

2022
游戏行业：走进三七互娱

家族传承与基业长青：走进三花智控

生态学视角下的数字商业：走进阿里

传媒行业：走进无忧传媒

制造业：走进魏桥集团、蓝帆医疗

中国企业国际化：走进共创草坪

消费品行业：走进贝泰妮

2017
物流行业：走进圆通

金融科技：走进恒生电子

娱乐产业：走进三七互娱

农业：走进通威集团、铁骑力士集团

混合所有制改革：走进云南白药

2016
人工智能：走进搜狗

工业4.0：走进深圳三诺、大族激光

汽车行业：走进新疆广汇

体育产业：走进安踏

房地产行业：走进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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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商业模式研究

走进微信、唯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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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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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

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

走进云南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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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镇

旅游行业研究

走进乌镇

制造业研究

走进魏桥集团和蓝
帆医疗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四期班张

波同学掌舵的世界500强企业山东

魏桥创业集团以及八期班刘文静同

学领航的蓝帆医疗，与李海涛教授

共同探讨战略转型之际中国制造业

的破局与新生。李海涛教授指出，

当前大环境下，稳健经营、现金为

王是各制造企业近几年更加合理的

选择。

山东

体育行业研究

走进安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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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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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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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二班同学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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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

教育行业研究

走进武汉学院

人工智能研究

走进百度

家族传承与基业长青

走进三花智控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三花智控

（DBA八期班同学张少波所在企

业），探讨三花智控作为全球建筑

暖通、家电设备、汽车热管理节能

领域行业领军企业，稳健发展背后

的秘籍。李海涛教授将三花智控作

为家族传承与基业长青的案例研究

对象，带领同学们分析回顾三花智

控的成长之路，并从金融学角度深

度剖析了其成功之道。

杭州



企业家学者项目 20
DBA PROGRAM 23

26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道恩集团，

DBA教授及其团队为本次课程定制

化工行业专题研究，DBA七期班同

学、道恩集团董事长于晓宁介绍了

公司近三十年来，企业伴随的四次

发展嬗变，在闭门研讨互动环节，

同学们展开头脑风暴，围绕到访企

业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共同出谋划

策，提供建设性意见。

山东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七匹狼，

DBA教授及研究团队探寻在互联网

技术冲击传统服装产业之际，新浪

潮下服装企业的求变策略。七匹狼

董事长、DBA六期班同学周少雄就

集团自身发展历程以及互联网冲击

下的应对之策，作出了精彩的主题

分享。

厦门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国轩高科，

DBA教授及研究团队从经济形势、

能源政策等角度解读对能源局势产

生的影响，阐释能源行业未来的趋

势和走向。国轩高科董事长、DBA

四期班同学李缜分享了对新能源科

技与当前经济形势的感想，并预测

第二次汽车工业革命将来临，新能

源汽车有望成为中国新经济文明的

引擎。

合肥

新能源行业研究

走进国轩高科

服装行业研究

走进七匹狼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中骏集团，

DBA教授及研究团队为本次课程定

制了房地产行业专题研究。中骏集

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DBA

首二班同学黄朝阳就当前经济环境

及行业现状背景，为同学们分享地

产变革背后的中骏之策。

房地产行业研究

走进中骏集团

上海

化工行业研究

走进道恩集团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韵达，DBA

教授及研究团队为本次课程定制物

流行业专题研究。DBA9期班同

学、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聂腾云，DBA8期班同学、韵达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陈立英

带来“韵达的实践洞察”主题分

享；DBA8期班同学、深圳越海全

球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泉也与同学们探讨了物流行业的

创新思考。

上海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楚天科技，

DBA教授及研究团队为本次课程定

制大健康产业研究。DBA7期班同

学、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CEO唐岳以“百年变局下的医药

装备制造业”为题做深入分享。

长沙

大健康产业研究

走进楚天科技

物流行业研究

走进韵达

长江DBA实践课堂走进软通动力，

DBA教授及研究团队为本次课程定

制软件行业专题研究，系统剖析企

业构建数字化能力的深层逻辑。

DBA8期班同学、软通动力集团董

事长兼CEO刘天文分享了软通动力

的数字化转型实践经验。晚自习环

节，来自不同行业的DBA同学就“数

字化”话题展开思想碰撞与交流。

北京

DBA实践课堂多次走进三七互娱，

洞悉数字经济趋势，聚焦数智经济

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与DBA四期班

同学、三七互娱创始人、董事长李

逸飞及三七高管团队共话游戏产业

未来，探讨三七互娱出海之旅、元

宇宙话题等。

广州

游戏产业

走进三七互娱

软件行业研究

走进软通动力



LEARN WITH 
THE BEST

长江DBA汇聚精英企业家学者群体，产业多元，实业为主，是中国经济发展极具代表性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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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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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引领

新经济领军

行业龙头
社会中坚

巾帼英雄
思想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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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宇峰

完美世界 

董事长

陈一丹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创始人、 终身荣誉顾问

王 强

真格基金 

联合创始人

御风资本 

董事长

冯 仑

何 刚

财经杂志

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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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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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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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世忠

安踏集团 

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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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纳影业

董事长

于 冬 聂腾云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 波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 立

高德红外 

董事长

王锋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张勇

海底捞

董事长

行业龙头

薛鹏

北京闪送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CEO

三七互娱

创始人&董事长

李逸飞

新经济领军

沈亚

唯品会 

董事长

王小川

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创始人

三七互娱

创始人&董事长

李逸飞吴志祥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长 江 商 学 院 有 一 个 特

别好的氛围，就是终身

学习；而长江 DBA 最

吸引我的地方，则是企

业实境学习，以及教授

对 参 访 行 业 的 研 究 和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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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

联合创始人、副总裁

唐 葵

方源资本

CEO

丁水波

特步集团董事局

主席兼CEO

汪俊林

四川郎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刘文静

蓝帆医疗

董事长

社会中坚

探 索 真 知

洗 礼 蜕 变

罗韶颖

迪马股份  董事长&总裁

东原集团  董事长

范秀莲

巾帼英雄

作为一名在网坛征战

了多年的退役运动员，

我希望退役后的经济

生活更加多元化。我个

人 期 待 能 够 在 长 江

DBA 学习成为一名理

性人，从而进行更多合

理有效的理财与投资，

增加我在商业领域的

层次性。

仇建平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

阿里巴巴集团  创始人之一

中国数字商业板块  总裁

戴珊李娜

中国女子网球名将

我希望在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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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骑力士集团

董事长

雷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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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成果

《创意企业中共享式

领导与团队创新关系》

池宇峰

完美世界控股集团
董事长

DBA首二班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

极度贫困治理》

雷文勇

四川铁骑力士集团
董事长

DBA三期班 

* 扫码查看更多

《一个全面衡量高等教育

机构的方法论》

陈一丹

腾讯主要创始人、一丹奖
创办人、武汉学院创办人

DBA首二班 房超

北京国华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DBA首二班 

《城市综合体价值研究

       基于北京华贸中心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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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岗位、员工心理所有权

与变革承诺》

张波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
行政总裁

DBA四期班

《基于消费者价值观的
品牌管理实践研究》

陈科

安踏集团
首席运营官

DBA六期班于冬

博纳影业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兼总裁

DBA首二班

《电影强国之路：中国电影

行业成功的关键条件》

《权责划分与改革效率：
1992-2012中国旧城改
造中的三权错配》

何刚

《财经》杂志主编、《哈佛商业
评论》中文版联合创始人兼主编

DBA首二班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创新对中国上市公司绩

效的影响》

罗韶颖

迪马股份董事长兼CEO

DBA四期班

《如何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以三诺为例》

刘志雄

三诺数码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DBA首二班

《重塑商业体竞争力的数字

化战略》

许华芳

宝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

DBA三期班

《跨文化及同文化之间信任

的建立:基于几内亚的研究》

孙修顺 DBA四期班

韦立国际集团
创始人兼总裁

许清流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福建亲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

DBA三期班

《传统食品企业战略转型
驱动因素研究        以Q食品
集团为例》

《创新公司与农户间契约对农业

产业化可持续发展作用研究》

吴彦㛃
重庆三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DBA三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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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长江商学院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是全球交流与跨界学习的原创者和启动者。长江DBA为企业家

学者们打造了独具特色的终身学习平台，定期开展校友课程和丰富的区域学习活动；与此同

时，建立了层次丰富、颇具深度的社群生态，引领DBA同学们徜徉思想生态圈，不断拓宽生命

与事业的深度和广度。

孙修顺

DBA首二班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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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A讲台

DBA和他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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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学者项目
DBA PROGRAM

2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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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无止境，与思想伙伴砥砺前行

长江DBA高球队现已汇集80余位来自DBA不同班级的同学，球队定期举办季度赛活动，旨在倡导健康的

生活方式，以球会友，加强DBA同学跨期交流融合。

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除了开设丰富的前瞻课程之外，亦注重引领健康生活风尚，组织晨

跑、戈壁点燃计划、赛艇等丰富的文体活动。

健康DBA

DBA高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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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DBA

2015 DBA首二班 首次异地实践课堂走进云南大理

2018 DBA六期班 扬帆启航，向往大海，汇入长江

2016 DBA三期班 走进耶鲁，我来，我见，我征服

2020 DBA五期班 毕业首聚，乘风破浪，欢聚鹭岛

2020 DBA七期班 相聚苏州，参访晶方科技与柳道集团

2020 DBA八期班 齐聚深圳，赛场竞技，突破、融合

2021 DBA九期班 知行如初，历久弥新

2019 DBA四期班 英雄辈出，非洲带路观光

2022 DBA十期班 拾光问道，行稳致远，十全十美，领势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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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ESPONSIBILITY

长江商学院倡导“人文关怀，强者有为”。早在2005年就开历史之先河将人文课程系统引入

管理教育，2010年作为首家商学院率先引入“公益学时”概念；2018年起，长江DBA首推公

益奖学金，邀请公益届领袖人物与富有创新精神及人文情怀的企业家互相切磋、共同学习。目

前，长江的社会责任已经进入4.0阶段，致力于解决全球重大问题，建立全球生态体系，为全

球培养高度重视社会责任与社会创新的经济新生代颠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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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同学们作为新商业文明的倡导者、实践

者和推动者，无论对个人、组织、家庭、社

会，都有更多的道德法则和理想情怀。 

值得选择一两件可以傲以终身的亮点去努力

追求，它是有益于社会的、有益于文明的、

有益于道德的。

DBA责任担当

公益大讲堂

社会创新与商业向善

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携手武汉学院联合主办“公益大讲堂”，通过邀请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远见卓

识的企业家学者作专题报告，长江公益大讲堂为武汉学院搭建了一个开拓师生视野、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的平台，今后也将继续邀请教育、文化、管理等各界行业领军人物讲学，为学校和我国青年传经送宝，

致力打造一个“学知识、阔视野、促成长、谋发展”的对话与经验传承平台。

在长江EMBA推出的「社会创新与商业向善实践课程」中，近20位DBA同学志愿加入导师团队，进驻

项目，他们抱着对商业向善不竭的热情与信念，志愿花自己的时间，为相应同学提供社会创新与商业向

善方面的指导和咨询，将善的种子播撒在每位企业家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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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携手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在云南省文山州砚山

县9所学校设立了“魏桥彩虹之家”。由DBA四期班同学童书盟发

起的“彩虹之家”运营长期化、持久化，不断扩大辐射范围和人

群，背后离不开DBA四期班同学、魏桥创业集团董事长张波带领

的魏桥全方位的资金、物质支持，以及志愿活动支持等。项目根

据1-6年级学生阅读能力的不同，将图书分为了相对应的6个阶

段，不同年级拿到的图书，在图文配比、阅读难度、通识分配上

都做了优化。该项目深刻践行长江公益，传递企业家学者项目的

博爱精神，探索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融合型公益

之路。

DBA同学以实际行动共克时艰战疫时刻 雪中送炭 

庚子新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肆虐中华大地，陈一丹同学所在

的腾讯公益基金会第一时间为武汉捐赠3亿元；程维、柳青同学的

滴滴出行特意成立“医护保障车队”，为奔忙在武汉战疫一线的

医护人员提供免费出行服务；黄立同学所在的高德红外在捐赠的

同时紧急生产红外筛查仪，帮助湖北医院进行快速体温测定、守

住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陈凯旋同学的立白集团在大年初一就将

消毒杀菌产品送去前线医院，而这批送货人员，在春节假期放弃

与家人团圆，第一时间驰援一线……

安踏与WWF共推行业绿色转型走向世界 担当可持续

2020年8月，安踏集团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WWF)达成全球战

略合作伙伴协议，DBA首二班同学、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

丁世忠，与DBA六期班同学、WWF（瑞士）北京代表处常务副

总干事兼COO卢伦燕进行了现场签约。自此安踏成为了WWF在

中国体育用品及纺织行业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以携手推动行业

绿色转型与发展。安踏也将依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目标，在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中，联合上下游的合作

伙伴，并联动亿万消费者共同推动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魏桥彩虹之家，小书包承载大梦想融爱彩虹 关爱儿童

DBA优秀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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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学者项目
DBA PROGRAM

2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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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TION

申请长江DBA2023年招生信息

开学时间：2023年12月 

报名截止：2023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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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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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个人详细简历和公司简介

在线提交申请

上 传
电 子 文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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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

http://oas.ckgsb.com/DBA

网 上
报 名

学士学位证书扫描件

两寸白底免冠近照

（jpg 格式，小于1MB）

硕士学位证书扫描件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名片（正反面）

两封推荐信原件

快 递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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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宣传册

补充资料

(如发表过的文章、学术论文、著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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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试环节，将由DBA评审委员会考核申请人的综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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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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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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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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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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长江DBA

长江商学院 

企业家学者项目（DBA）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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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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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一扫 

关注长江DBA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
东3座3层

＋010-8518 8858

100738

＋010-8518 6800

北京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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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5-8283 5188

518054

＋0755-8283 5122

深圳授课点

中国上海市闵兴区申长路988弄
虹桥万科中心5号楼1-2层

＋021-8012 0888

201107

＋021-8012 5766

上海授课点

香港中环花园道三号冠君大厦
3203室

香港办事处

＋852-3698 0981

＋852-3698 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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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6277735

＋646-627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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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7104-2380

伦敦办事处

纽约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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