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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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招收近万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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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廿载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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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定制、资源整合、
话题深潜、学术夯实

跨界碰撞，
推进商业可持续发展

新经济：
品牌建设与延展

独角兽：
颠覆性创新与高质量成长

科创：
智能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

三大经济发展模式
及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均衡

国内外经济形势巨变
及中国对策和机遇

商业突围“一带一路”

全球贸易及投资体系重构

疫情后的世界局势展望、
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人工智能的商业应用

新时代的商业模式优化与重构

创新与数字经济：无限供给新时代

CKGSB x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扶贫与振兴：
企业如何践行社会责任

商业向善实践课程

全球治理体系重构

政治体系·新社会契约与新政商关系

大国博弈中寻找企业出海新机遇

可持续发展与“天人合一”理念

科技创新及颠覆式科技带来的变革

洞悉趋势，消除快速震荡
引发的焦虑感

修炼企业家人文内功

社会担当、企业共益
实现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

塑造中国企业社会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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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获学术大奖累计超过70项。

在全球大变局的今天，中国的崛起需要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全球责任、全球担当、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新一代企业家。长江商学院EMBA的世

界级教授队伍将为中国商界领军者带来全球范围内最新的管理理念与实践经验，使企业家将中国的管理与经济问题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让中

国商界领袖能够在全球视野下互学互鉴。

享誉全球学界的
教授团队

40+
案例中心累计开发
商业研究案例500余篇

500+
全职教授团队屡获
学术大奖累计超过70余项

70+

贯通中西享誉全球的全职教授团队01 WORLD-CLASS, FULL-TIME FACULTY BEST POSITIONED
TO CONNECT THE EAST AND WEST

*以姓氏拼音首字母顺序排序

甘   洁
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梅建平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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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辉 孙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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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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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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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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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波士顿大学Questrom商学院终身教授

阎爱民 张维宁
德克萨斯大学会计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会计学副教授

张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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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睿
明尼苏达大学商业管理博士

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

齐大庆
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会计学教授

周春生
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曹辉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

耶鲁大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博士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黄春燕

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李  伟 李  洋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博士

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副教授

薛云奎
西南大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会计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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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视野、思维、格局和境界03 FORWARD-LOOKING, INNOVATIVE
AND HOLISTIC BUSINESS CURRICULA

探索中国的和平崛起新道路，中国企业家需要问自己以下几

个问题：是否已经为应对未来的变革做好准备？是否具备整

合全球资源的能力、与全球价值进行对接？中国企业如何在

全球获得尊重？

长江商学院立势于全球大变局背景与中国全新发展时代下，

致力于为中国培养真正具备全球视野、思维模式与资源整合

能力的新一代企业家。这一代企业家不仅要向全球学习，解

决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同时也参与全球重大经济与社

会问题研究，为全球重大问题的解决贡献源自中国解决方案

和智慧，全面实现东西方双向交流，推动中国转型、全球变

革与社会创新。

取

明

面向未来，引领全球社会创新
东西方双向交流 | 新格局、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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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系统商业观和价值观，

提升企业家的思维、格局、境界 。

中国新时代 · 全球大变局
取势于全球大变局和中国发展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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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创新 · 创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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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



全球知名院校跨学科学习平台04 AN INTERDISCIPLINARY GLOBAL LEARING PLATFORM
OF PARTNERSHIPS WITH LEADING SCHOOLS 

率先引入人文课程  引领社会创新、企业责任与全球担当06 A PIONEER IN INNOVATING BEYOND TRADITIONAL BOUNDARIES
OF BUSINESS SCHOOLS AND FOSTERING SOCIAL INNOVAI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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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历史观与长线思维，克服人类

的集体短视，努力实现管理教育由术向道的转变。

师生教学相长，共同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文课程体系，涵摄 

己、群、地、天四个维度，增强人文底蕴，塑造整全人格，培养核心价值

对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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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长江把责

任担当的视野从中国拓展到全球，致力于为全球培养一批重视社会创新的

经济新生代颠覆性力量，为全球问题贡献中国解决方案和中国智慧。

全球互学互鉴一直是中国创新的来源之一，未来，世界变局将是多种变革的聚焦，这种变革将超越了

经济和管理的范畴，将涵盖科技、政治、经济等全球跨学科的不同领域。

长江商学院先人一步整合全球优质学习资源，如科技创新、商业管理、地缘政治等诸多的世界跨学科

新内容，与企业家在全球变革与科技创新的时代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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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全球视角，运用资源整合思维，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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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年

平均管理经验

硕士及以上学历

18.9%

独角兽企业

3家

民营及股份制企业

85.46%

岁
平均年龄

41

家

百亿级企业

46

核心
管理层占比

96.22% 个

遍布省、市、
自治区

29

家

上市公司

57 年
平均工作经验
18

汇聚商界精英的校友网络05 THE PREFERRED CHOICE FOR CHINA’S BUSINESS ELITES 
AND A NEW GENERATION OF DISRUPTORS

数读长江EMBA
*来自37期录取数据

*校友排列不分期别，
  以姓氏首字母为序。

马 云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张利东

字节跳动董事长

沈 亚
唯品会董事长

阎 志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沁鑫
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

赵迎光
韩都衣舍电商集团董事长

王振滔
奥康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吴 京
著名导演、演员

文国现
EMBA韩国项目校友
前柳韩金佰利公司董事长

王振耀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长江公益委员会委员

陈湖雄
晨光文具CEO

黄祐吕
EMBA韩国项目校友
韩国原副总理兼教育部部长

Faisal Al-Yemni
国际EMBA二期校友、
沙特阿拉伯可再生能源项目
开发办公室(REPDO)主任

江南春
分众传媒创始人

陈明永
OPPO创始人、CEO

陈夏鑫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 梁信军

复星集团创始人

李 娜
中国女子网球名将

刘振东
联东投资集团董事长

李东生
TCL集团董事长兼CEO

18000+
长江校友

10000+
EMBA校友

中国商界精英的共同选择

 2020《福布斯》中国慈善榜22席

长江校友上榜
《2020年福布斯中国最佳CEO榜》。
50位上榜CEO中，长江校友占比12%

5 位

2018“最具价值中国品牌100强”24家

家70 校友企业上榜
2020年财富中国500强
占比10%

“100名改革先锋称号”3席

WPP&Google
《2019年BrandZ中国出海品牌50强》
占比20%

10家

生产/加工/制造业

房地产/建筑业

IT/通信/电子/互联网

贸易/批发/零售/租赁业             

金融业                           

能源/矿产/环保

商业服务                         

服务业                        

文化/传媒/娱乐/体育   

文体教育/工艺美术

交通/运输/物流/仓储

农/林/牧/渔/其他

政府/非盈利机构   

22.09%

18.90%

15.70%

13.66%

6.69%

5.52%

4.94%

3.20%

2.33%

2.33%

2.03%

1.74%

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