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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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合作联盟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位于马萨诸塞州。作为一所

全球领先的商学院，我们始终坚持使命，培养有原则、

懂创新、推动世界发展、创造管理思想的领军人才，

致力于运用知识解决全球重大挑战，在各项工作和学

习中秉承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 —— 手脑并用，为现实

问题探索务实的解决方案。“ 实践出真知 ”是我们教

学理念的核心。斯隆管理学院独具管理学和高科技的

交叉学科优势，善于帮助家族企业立足当前、实现转型、

迎接技术颠覆、成功推进创新、开创企业未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秉承北京大学悠久的历史

和人文底蕴，以“ 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

推动社会进步 ”为使命，持续引领着中国商学的

发展。光华学者以国际领先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国

经济和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以严谨客观的态度

梳理中国发展之路，做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

以扎实的研究成果贡献于国家政策制订，以科学

精神求索企业发展之道，引领商业实践前沿。得

天下英才而育之，学院拥有完整的人才教育体系，

向海内外源源不断地输送有学识、有能力、有情怀、

有担当、具有全球视野的商业领袖。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融合了古老与现代的精

髓。作为一所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商学院，赛

德商学院深深植根于牛津大学这一具有 800 年

历史的全球顶级学府，不断打造影响世界的理

念和项目，培养优秀人才成为商业领袖，并联

手全球商业社会解决世界难题。通过前沿的教

育课程和开拓性研究，商学院帮助无数个人、

机构、商界以及整个社会实现转型。牛津大学

赛德商学院的使命是，作为植根于世界顶级大

学的顶级商学院，解决世界级的挑战。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



课程概览

学员结构

领导与变革：华人家族企业全球课程

 

本课程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联袂推出，旨在帮助

华人家族企业领袖制定稳健发展战略、加强组织建设、夯实长足发展的基础。课程将为学员提供深度洞

见和有效工具，助力华人家族企业应对当今所面临的战略层面和组织层面挑战，了解未来科技发展前后

对经济与产业的深远影响。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打造竞争优势、把握国内外机遇、加强公司治理、培养

领袖人才，您将能够学以致用，引领您的家族企业平稳传承，基业长青。

课程目标
•  诊断并解决与家族控股和家族经营相关的问题，譬如公司治理、多元化经营、代际传承等

•  制定有效战略，达成共同目标，解决同代及跨代冲突，规划企业未来并构建创造杰出业绩表现的架构

和流程

•  及时应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和市场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  了解未来科技，增强创新力，在全球范围内打造竞争优势

•  制定增长战略，紧握商业机遇

•  打造组织领导力，应对当下家族企业面临的各项挑战

•  了解颠覆性技术对家族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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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特别适合创业中需要变革和永续

经营的企业家，大家在互动的情境中

学习交流，也感受到其他不同领域的

家族企业成员的经验和智慧，让我们

这些一代创始人看到年轻人努力勤勉

的身影，对我们有非常大的触动和激

励；也更能让年轻人体会到父辈们创

业的筚路蓝缕之艰辛。

—— 顾一新　董事会主席 

东莞正扬电子机械有限公司 

•  本课程适合来自各行各业的华人家族企业，特别是那些业务已经初具规模，渴望寻求全新战略以实现长

期成功的家族。

•  学员应为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华裔家族企业，参与家族企业战略决策和组织发展规划的家族成员。

模块一 

2019年3月15日-20日  中国 · 北京

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

模块二 

2019年5月19日-24日   英国 · 牛津

牛津大学  赛德商学院

模块三 

2019年7月7日-12日  美国 · 波士顿

麻省理工学院  斯隆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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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本课程由三个模块组成，在世界三大洲的顶尖高校分别开课。在教授专家的带领下，您将审视国内外家族企业是如何迈向成

功、永续经营的。通过从全球背景、中国发展、企业内部和自身家族多个维度思考，您将诊断分析所在家族企业的现状，并制定

一个能够立刻落地的行动计划。课程将以中英双语授课，并配以同声翻译。

              成功基石——华人家族企业的特质与治理

2019年3月15日-20日，中国 / 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

您将探究典型家族企业的特点，分析常见问题，并审视成功的家族是如何克服难题的。进而，您将能够评估您所在的

家族企业，衡量优势和弱势，制定稳健增长计划，并为未来设定切实可行的期望。

家族企业溯本：全球与中国

• 探寻家族企业的核心特点

• 比较家族管理与职业经理人管理

• 理解华人家族企业与其他地区家族企业的异同

定位竞争优势：驾驭市场与非市场环境

• 充分利用家族企业的创新机遇和挑战

• 了解地域因素及家族因素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 分析机构环境和生态系统对家族企业资源的影响

• 制定扬长避短的战略，让本土优势最大化

• 服务现有市场与开拓全新市场机会

巩固家族企业战略：发起全球扩张

• 制定有效的全球化扩张战略

• 为不同市场制定不同战略 —— 统一标准与因地制宜

• 吸引与保留人才

• 管理全球风险

• 执行成功的海外收购

家族企业全球布局：领会与革新全球价值链

• 在全球价值链中捕获利润

• 开发资源，建立能够培养竞争优势的组织架构

• 打造和管理高效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兼并和收购

制胜变革环境：政商关系与家族企业

• 了解华人家族企业的演变

• 应对中国全新的宏观经济和政治局势

•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为家族企

业发展制定最优战略

家族企业治理、管理与继承：成功范例

• 建立良好人脉和管理代际冲突

• 就家族参与企业管理制定规则和计划

• 为企业和家族建立有效的治理和管理架构

• 平衡企业和家族的财务需求

• 规划家族企业的不同阶段

• 初探家族企业领导权传承

模块一

              创新无国界——打造全球化家族企业

2019年5月19日-24日，英国 / 牛津大学 赛德商学院

您将考察家族企业如何突破自我不断创新，以及如何清晰认知企业内在优势并加强内外创新能力，从而挖掘新的市场机遇。

模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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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与家族企业经营管理十几

年，课程很好的帮我梳理了家族

企业的经营管理，包括未来的战

略决策。课程把历史性事件与你

的企业实际情况关联起来，对我

触动很深；也向我们介绍了国外

家族企业传承的经验。

—— 李雅娟 常务副总裁

山西金晖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打造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组织

• 营造促进创业创新的组织文化

• 创建A+管理团队

• 制定支撑增长的人才战略

• 加强公司治理

• 了解中国在全球经济变化中的作用

了解技术不断的变化，并为之最好准备

• 了解新技术将如何重塑企业和世界

• 战略性地利用新技术

• 及时认识到行业颠覆

• 面向持续变革，做好组织建设

              未来——家族企业的转型升级

2019年7月7日-12日，美国 / 麻省理工学院 斯隆商学院

您将学习如何适应技术变化等重塑企业的全球趋势，管理您企业的变革进程，打造组织，持续增长，提高价值，把自己培养

成为商界领袖。

模块三

培养您的领导技能

• 了解如何在您的企业中引领变革

• 在全球语境下制定持续增长战略

• 评估您的领导力发展需求

• 规划并实施领导层继任

• 为做强您的家族企业，制定行动计划
 

$ 47,500美元（含学费、课本、案例材料、住宿以及大部分膳食）

课程费用



5

核心师资

模块一：中国·北京

模块二：英国·牛津

颜色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研究教授，兼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教授主要研

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史，他的研究广受国内外学术界好评，囊括多项研究奖项，其中包括第十

五届世界经济史大会最佳博士论文奖。他同时担任《澳大利亚经济史评论》副主编。颜博士为本科生、

MBA 学生、博士生和高管学员讲授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问题。他亦是北京大学教学优

秀奖和光华管理学院教学一等奖的获得者。

科林 · 梅尔

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获得者科林 · 梅尔是赛德商学院彼得 · 摩尔斯管理学教授，他是瓦德汉书院的教

授学者，同时还是奥里尔书院和圣安书院的荣誉学者。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是包括企业财务、治

理和税收、金融机构的监管，以及当代社会企业角色等多方面的专家 。当前，他还领导是牛津企业

所有权研究课题，审视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公司使命，及其和企业的耐力、价值观及公司运营之

间的关联。科林在牛津大学奥里尔书院就读本科，后于 1981 年获得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曾是哈

佛大学的哈克尼斯学者 、并且曾在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担任访问教学职务。

1994 年，科林成为赛德商学院的第一位教授，并于 2006 年至 2011 年担任商学院彼得 · 摩尔斯院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兼任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管理案例

研究中心主任。他亦是全球公司治理联盟的董事和科学委员会成员。金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

从教 10 余年，是中国政府“ 千人计划 ”的引进人才，亦是英国政府“ 杰出人才 ”殊荣的获得者。他

的研究专长在于新兴市场金融领域，讲授企业财务、公司治理、资本市场及相关课程。

金李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彼得摩尔中国经济副教授，同时也是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书院的学者。他的教研

注重新兴市场的动态竞争，以及全球化扩张的战略挑战。谭教授广泛参与在华跨国企业以及中国企业

全球化战略的制定，还曾为英国政府外交与英联邦事物部以及欧洲委员会的相关研究报告担任顾问。

他于 2005 年加入牛津大学，此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谭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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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美国·波士顿

 

罗伯托·费尔南德斯教授在斯隆管理学院担任威廉·庞斯管理学教授和组织学教授。其研究方向为

组织学、社交网络、种族和性别分层。目前在利用从十四个组织收集的数据，分析组织的招聘流程。

他在本领域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五十余篇论文。费尔南德斯教授曾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

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罗伯托·费尔南德斯

约翰・A・戴维斯

戴维斯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讲师，在家族企业、家族财富和家族办公室等领域开

展了大量开拓性研究，是国际公认的权威专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他就家族企业发表了大量

著述和演讲，开展了咨询服务，构建了本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

戴维斯教授是斯隆管理学院家族企业课程项目的领军学者，教授家族企业经营、家族办公室绩效、

家族企业战略等课程，帮助家族企业谋划未来。在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他任职于普惠性资本主义

项目顾问理事会，探究家族所有制对企业的宗旨和业绩有何影响。

戴维斯教授接受过管理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专业训练，在超过 65 个国家为世代传承的家族企业担

任过咨询顾问，其中包括很多全球领先的家族企业。他是剑桥家族企业集团的创办人和主席。这是

一个全球性的家族企业咨询、教育和研究机构。

课程通过详实的案例，教会我们凡

事都要有计划，无论是家族企业传

承，还是改革升级转型等，我们都

必须充分考虑各因素因地制宜，全

面规划，这样才能将家族企业未来

的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实现永

续经营。

—— 林劲 董事

 创维集团 



录取

申请流程

录取标准

课程费用

授课语言

 

如需更多详情，请联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朱珊 女士

公开课程部高级经理

手机：+86-15001313613
电话：+86-010-62747023
电子邮件：zhus@gsm.pku.edu.cn
网址：exed.gsm.pku.edu.cn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

曹隽 女士

中国高级发展主管 

电话：+44-0-1865-288795
手机：+86-138-1815-8330

电子邮件：jun.cao@sbs.ox.ac.uk
网址：www.sbs.oxford.edu

您可以向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或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提交入学申请。入学申

请应至少在开课前三周提交。合格的候选人将被陆续录取直至额满为止，因此建议您尽早报名。学员必须

按照预设的模块顺序连续完成所有三个模块的学习，方可获取结业证书。恕不接受单一模块学习的申请。

课程费用包含学费、课本、案例材料、住宿以及大部分膳食。请于付款通知开出之日起 30 天内付款。如

果录取通知在课程开始前 30 天内发出，则您必须在收到付款通知后立即付款。有关撤消申请的规定将随

录取通知一并告知。

为确保学员获得最全面的学习体验，本课程将以中英文讲授，并配有同声翻译。学员可预先选择中文或

英文教材。在划分讨论小组时，课程主管将考虑每位学员的语言能力，以确保小组互动达到最佳效果。

尽管我们对正式学历背景不作要求，但我们会根据申请人的专业成就和工作职责决定是否录取。欢迎具

有卓越商业才能和领导潜力的专业人士报名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