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

- 移动互联时代组织能力建设

- 董事长特设课程：

企业治理与传承（模块制）

家族企业

架构师课程（模块制）

综合管理

- 中欧-哈佛-IESE商学院合作
全球CEO课程（模块制）

升级

- 总经理课程（模块制）
- 中欧-哈佛-清华合作

全球高管发展课程-中国（模块制）

- 管理发展课程（模块制）
- 管理文凭课程（模块制）

- 培养战略思维模式

新

- 平台战略与转型
- 博弈论实践：

如何更有效地竞争与合作？

- 家族办公室首席

战略

- 战略实施

- 战略新思维：应变与颠覆
- 企业并购与整合
领导艺术

- 团队管理教练与领导艺术“心”视角
- 高绩效与可持续领导力
- 积极领导力

- 女性领导力课程

- 人才管理
市场营销

- 首席营销官(CMO)课程（模块制）升级
- 数字营销理论与实践
- 市场营销战略与规划
- 关键客户管理

- 从客户赢取价值：

成功盈利策略的关键

- 战略销售队伍管理

财务与会计-针对财务专业人士

- 首席财务官(CFO)课程（模块制）
- 财务报表深度解析：趋势与挑战

组织与管理

财务与会计-针对非财务专业人士

- 管理心理学实践：用心管理

- 战略投资决策管理

- 企业高管绩效管理的战略思考
- 人力资源管理：心理、人性、文化

- 非财务经理的财务课程

- 决策者的财务报表解析课程

谈判和决策

- 战略谈判课程
运营管理

- “供应链+”与商业模式创新：
企业转型新思考

新

中欧创业营（模块制）

海外游学

升级

- 创新启示录

- 卓越服务：瑞士对标之旅 新
- 时尚品牌成长之道

- 中国智造：工业4.0探索之旅
创业

升级

CEIBS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Camp

- 智慧医疗创业课程（模块制）
升级

- 中欧创业营（模块制）
行业课程

- 体育休闲产业管理课程（模块制）

cn.ceibs.edu/execed/cel

中欧众创平台订阅号

豁然
开朗

开课日期

2017年9月14日

李寒穷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最大的收获是理论和方法的提升：很多原来在实践中懵懂的
东西，经过教授的点拨，让我豁然开朗。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海

外模块，我们一起经过千难万险离开大雪封城的土耳其到达
以色列，让我相信每个问题都有解决方案，每个解决方案都

开课语言

会有问题！

部分汉语授课、部分英语授课配
汉语交替翻译

完善
理论
框架

开课地点

上海、北京、深圳、硅谷、印度、敦煌、瑞士、德国

唐彬森

智明星通 首席执行官
通过这些课程帮助我完善了系统化的理论框架，让我能对创

业、投资和过去的经历做一个总结归纳，帮助我进一步提升。

课程费用

178,000元

打破
边界

本 项 目 为 公 益 项 目 ，全 额 学 费 为

348,000元， 2017年参加课程的学员只
需承担178,000元学费，差额部分由中
欧校友提供赞助支持。

王小雨

Guru Network 创始人
龚教授说，要不断地打破认知边界。因为知道了自己的认知
水平、综合能力是可以不断提高的，便有了更强大的信心，去

课程费用包括学费、翻译（口笔译）费、

迎接创业路上更多的挑战和困难。同时，我也认识了非常多

教材费。学员需自行承担住宿、交通费

优秀的创业者，很多创业的问题都具有共性，可以多借鉴他

用等。课程费用应在收到付款通知书后

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减少焦虑。

两周内全部缴清。开课前30日内提出申
请时需立即付费。

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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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这是一个剧变不断的“颠覆性时代”时代：产业融合不断加深、新型业态不断涌现，技术进步日新月异。
身处这样跨界

融合、破旧立新的时代，在创业路上摸爬滚打的创业者们既会面临困难重重，又会发现机会遍地。
当旧的思维被颠覆，

课程旨在以提供价值为导向，汇聚一批有梦想、有情怀、有潜力的挑战者，帮助他们提升个人格局、开拓国际视野，进
而推动创业企业的快速成长！

新的商业形态不断崛起，创业者如何掌握创业的底层逻辑？如何实现组织创新并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组建自己的
“梦之队”？创业企业如何纾解资金压力？如何运用平台化思维战略突围？

课程对象

中欧创业营旨在发现中国最具潜力的创业人才，通过提供最优质的创业管理指导，帮助他们提升个人格局、开拓国际

中欧创业营旨在发现中国最具潜力的创业人才，并提供最优质的创业培训，将创业者和创业资源对接，因此我们欢迎具

业、创业战略与平台化思维、组织创新与激励、资本创新，拓展创业视野等创业者最关注的核心内容。
课程除了特邀多

• 本人为创始人、
大股东、
CEO

视野，搭建创业资源与投资资源整合平台。
课程紧密围绕创业者的痛点问题，以创新思维为主旨，内容将涵盖精益创

有以下资质的创业精英踊跃申请报名

位中欧知名教授担纲授课之外，还力邀众多全球顶级创业导师、企业家、投资人及行业专家走进课堂联袂授课。
升级

• A轮及以上融资规模

版课程还特别安排了三大海外模块与戈壁领导力模块，通过深度探访全球最活跃的创新生态圈代表性企业，直接对

• 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创新者、
挑战者

话领军创业者，帮助学员开拓全球视野，把脉创新发展趋势和创业的最新机会。

课程受益

本课程将帮助学员：

• 开拓全球视角，洞悉全球创业及创新趋势

• 国内外顶尖企业家深入辅导，培养企业家精神

• 取经世界一流创新企业，透彻理解和洞悉科技新时代脉搏
• 回归商业本质，把握商业模式的内在逻辑

• 加入国内最活跃的创业者社群平台，互相分享与学习
• 获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资格

2017 ｜ 中欧创业营 (模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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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里程碑

课程内容

• 2012年，中欧创业营成立；
中欧创业营第一期

• 2013年，中欧创业营第二期；

模块二：海外模块（选修）

创业营私董会

• 2014年，中欧创业营第三期；
中欧创业点将台

• 2015年，中欧创业营第四期；
MINI创业营；创业营Demo
Day；中欧创投营

• 2016年，中欧创业营第五期；
三大海外模块；谈心会

• 2017年，中欧创业营第六期

2017年10月30日-11月3日，硅谷

模块一：精益创业

硅谷是全球公认的创新高地，孕育

模块四：海外模块（选修）

模块七：博弈论与资本创新

- 精益创业方法论：中国视角

授课、行业分享及公司参访相结

作为一股不容小觑的新兴创新力

- 资本创新：中国视角

2017年9月15日-18日，上海
- 精益创业方法论：全球视角
- 商业实践：行业领袖分享
- 深度案例研究

（公司参访及案例讨论）

课前模块：破冰仪式
2017年9月14日，上海

了一大批创新企业。
本模块将教授
合，引导学员与当地创业者、学者、
投资人深入探讨创业创新的经验

与前沿技术，拓展企业创新的国际
视野。

2018年1月15日-19日，印度

量，印度的创新机会在哪里？它是

如何建立起培育创新的生态系统？
印度的崛起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之路又有何启示和借鉴意义？

2018年6月29日-7月2日，上海
- 资本创新：全球视角

- 商业实践：行业领袖分享
- 深度案例研究

（公司参访及案例讨论）

- 平台战略与平台转型

- 组织创新与激励：中国视角

课程通过徒步戈壁，帮助创业者思

成为“隐形冠军”的标准非常严苛，

- 新项目内部路演

- 商业实践：行业领袖分享

的生存发展之道；通过戈壁徒步，

界市场领导者，同时还需达到技术

- 商业实践：行业领袖分享
- 深度案例研究

- 组织创新与激励：全球视角
- 深度案例研究

（公司参访及案例讨论）

（公司参访及案例讨论）

模块三：创业战略与平台思维

模块五：组织创新与激励

2017年12月1日-4日，北京

2018年3月2日-5日，深圳

考在新兴市场变化多端的环境下
用脚步丈量理想，用行动挑战自

我，用坚持完成超越；通过戈壁徒
步，与同道者畅谈创业感悟，分享
经验，相扶相助，帮助学员回归自
我认知和体验改变的力量。

模块六：
戈壁领导力

2018年4月27日-30日，敦煌

不仅要占有最大市场份额成为世

领先、制定产品标准和超越客户等

准则。
在全球2700余家“隐形冠军”
企业中，德国企业几乎占据半壁江

山。
本模块将深度探访德国及瑞士
最具代表性的创新型企业，深入理
解创新的真谛，即不是对技术颠覆
性突破的盲目追求，而是一种持续
性完善的过程，包括技术、运营流
程、系统化和全方面服务。

模块八：
海外模块

2018年8月27日-31日，德国/瑞士

注：我院保留对课程信息（包括价格优惠条件、日期、地点、师资、课程安排等其他细节）进行调整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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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程序
课程申请

本课程录取采取推荐制，学员需经过至少一位推荐人推荐。推荐人需为知名

企业家，或资深投资人，或中欧教授、中欧校友（如往届创业营学员、中欧
EMBA、中欧总经理课程等校友）。
同时，我们也将对被推荐的报名者采取严格

课程申请必须在开课前30日完成。
所有申请根据先后顺序进行审核，
席位以中欧最终确认为准。开课前

30日内收到的申请视具体情况而定。
如需咨询详情，请联络我院设于上
海、北京和深圳的客户服务小组。

撤销席位

开课前30日（含第30日）之前取消课

程，将退还全部学费，因为退款所发
生的费用由学员/学员企业承担。在

开课前30日之内取消课程，将收取

应付学费总额的20％。
开课后，学员
因任何原因自行退出学习，学费概
不退还。

的筛选，以及面试审核流程。

申请流程

1. 在中欧创业营官网http://cn.ceibs.edu/eplatform/ccei填写网上报名表
2. 点击“提交报名表”按钮以提交完成的报名表。
3. 收到电子邮件确认函。
4. 等待电话面试通知

5. 录取通知书发放/未录取邮件通知
6. 学费支付

北京校区

球商学院中最具特色的校园之一，由著名设计

北京校区由欧洲著名建筑师设计，造型简洁现代，拥有浓郁的西班牙风格，坐落于风景秀丽的中关村

中西合璧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校区堪称全

7. 开学

大师贝聿铭参与创办的PCF设计事务所设计。
整座建筑群以贝氏金字塔为中心，以欧式连廊

招生重要时间

2010年4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正式启用北京校区，成为在首都北京第一个拥有独立校园的商学院。
软件园的中心湖畔，占地3.3公顷，一期建筑面积约17,420平方米。

与中式庭园为特色，融艺术性与实用性、西方简

第一轮申请材料递交截止时间：
2017年4月18日

约与东方婉约于一体，拥有世界一流的教学与

第二轮申请材料递交截止时间：
2017年5月18日

生活设施，成为东西方建筑、思想、文化融汇碰

第三轮申请材料递交截止时间：
2017年6月15日

敬请留意

上海校区

撞的集大成者，为教职员工和广大校友提供了

招生录取工作结束时间：
2017年7月中旬

世界级的学习、研究、工作和交流的优美环境。

为确保学习的连贯性与完整性，在

目前校园总建筑面积约75,000平方米。

您收到课程录取通知书后，请即根

据学院公布的课程时间提前做好工

中欧酒店公寓设在中欧上海校区三期校园内，

作安排。如因个人原因无法完成全

于2013年落成使用。
依照美国LEED（全称为“领

部课时，我们将不提供补课机会，亦

先能源与环境设计建筑评级体系”
）的认证标准

不颁发结业证书。

进行全过程的设计与施工，并取得了LEED金
奖。
这也是中国商学院首次获得该奖项。
中欧酒
店公寓以简洁便利为宗旨，房间面积约为20平

注：我院保留对课程信息（包括价格优惠条

米，配有舒适单人床与独立卫浴设施，身处校园

件、日期、地点、师资、课程安排等其他细节）

静谧幽远的环境之中，是您在中欧学习的理想

进行调整的权力。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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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教研基地

深圳校区

瑞士建立的一教学点，位于苏黎世湖畔，环境

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其毗邻香港的独特优势更

苏黎世教研基地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欧洲
静怡幽美，颇具现代气息。
学院教学设施一流，
具有百年历史的教学楼拥有两间阶梯教室，富
丽堂皇的大厅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气息。

深圳作为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枢纽，是中国经济
赋予其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深
圳校区为华南地区快速发展的众多优秀企业
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企业家和高层管理者。

课程特色

教授师资

为了帮助学员快速吸收和融会贯通所学关键知识点，课程设计和安

课程主任

排了一系列体现本课程实践性的多种学习活动。

龚焱

陈威如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副教授

方睿哲

黄钰昌

全新增值的课程服务模式

通过整合中欧大量内部及外部资源，课程将全程为学员提供诸多
极具价值的增值服务，包括：

通过整合中欧大量内部及外部资源，课程将全程为学员提供诸多

全新升级的课程设置

教学形式采取知行合一模式：每个模块都将由中欧教授及行业精

极具价值的增值服务，包括：

• 中欧资深教授将携手国际知名创业导师及创业者帮助学员开拓
国际视野与创新新格局

英共同授课，从理论基础到实战经验。
课程将采用中欧独有的“实

• 学员将在小组毕业课题及新创业项目中，获得中欧教授及导师

学员在简明的理论框架指导下，将理论与实践、
“听”
（课堂教学）

• 课程期间，学员自由组成七至八人小组，形成互助学习的私人董

与公司创始人等高层进行深入沟通和探讨，取得最佳学习效果。

• 安排创业营校友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校友的深度互动，鼓励他

境教学法”
（Real Situation Learning Method）
，由资深教授带队，
与“看”
（企业参访）相结合，带着问题进行参观，并在参观结束后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创业学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
金融学和会计学系系主任

中欧中国创新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的深度指导

事会，中欧教授将提供深度指导

们到彼此企业进行参访，相互诊断各自创业企业的问题，并进行
经验分享

• 集结中欧创业营往届校友、中欧创投营生态圈以及中欧众创平
台资源，为学员提供人力招聘、资本对接等关键资源协调

李秀娟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米其林领导力和人力资源管理教席教授
组织行为学及人力资源管理学系系主任

全球视角解读创业法则

• 课程学员国际化：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

• 创业导师国际化：引入全球最富盛誉及最具影响力的创业导师

创业项目，重新思考公司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力打造中欧创业生态圈。通过知识与信息的快速更迭，可以让学

肖老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红枫路699号
邮编：201206

源、中欧众创平台、中欧创投营以及创业孵化器能量形成合力，全

电话：(86 21)2890 5495
手机：139 1672 6066

邮箱：xvivian@ceibs.edu

员汲取最前沿、最实用的创业信息，进而保持能够与时代同行。
2017 ｜ 中欧创业营 (模块制)

徐老师

中欧众创平台

共创中欧创业生态圈

课程将立足中欧创业生态圈优势，充分集结往届创业营校友资

及组织创新等。

市场营销学系系主任

中欧领导行为实验中心主任

• 学习场景国际化：涵盖三大海外模块

学员将有机会深入了解全球主要创新生态圈，探索全新创新与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

中欧家族传承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课程涵盖三大海外模块，将深度探访“创新高地”硅谷、
“隐形冠
军”德国及瑞士以及“隐形创新”印度。

周东生

cn.ceibs.edu/execed/cel ｜ 2017

高层经理培训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红枫路699号
移动电话：156 0189 7135
电话：(86 21) 2890 5091

电子邮件：xwendy3@ceibs.edu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