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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金融实力

是其国际地位的标志

和保证。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金融业在改

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壮

大、初具规模，但作

为资源配置的核心平

台仍远滞后于作为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世

界第一大出口国的经

济地位和发展需求。在中国经济由量向质、由规模向

价值、由积累向创新的升华过程中，在确立中国在国

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领导地位的进程中，迫切需

要一大批真正掌握现代金融理念与智慧、具有全球视

野、具有开创精神的金融和管理人才。

正是基于这样的使命感，作为面向未来的国际化金融

学院，SAIF高层管理教育(EE)项目整合了全球最优质

教育资源，聚焦前沿学术、应用和问题，为机构及个

人提供最完整、最尖端的金融类公开课程和定制课

程，力求在该领域内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具价值的终

身学习伙伴。

对于全球任何一所金融学院来说，是否拥有世界级的

教授队伍是最核心的评判标准。SAIF成立之初，便

以国际一流金融学院的办学模式为标杆，全面实施

“教授治学”的创新理念和机制，成功地汇聚了60

多位深谙现代金融理论和本土实际的世界级金融学教

授。他们中大多数曾任教于全球一流金融学院，并享

有终身教授或讲席教授的地位。他们既通晓国际理论

和应用前沿，又熟谙本土实践精华，运用丰富的研究

经验和方法，围绕金融和经济形势、金融政策和管

理、金融市场和机构、金融体系和风险等方面问题，

引领理论和实证的探索，提供了前瞻性、原创性的重

大决策建议和实务应用。这支师资队伍在国际上是一

流的，在国内是唯一的。

正是依托如此高水准、世界级的教授团队，高层管理

教育项目的课程体系深度洞悉国际前沿金融及管理发

展趋势，同时紧密结合本土机构及个人的提升需求, 

设立了国内最完整、最系统、最高水平的金融类高层

管理课程体系，为中国寻求卓越的机构和领导者提供

最全面的以金融为核心的整合学习计划。

2017年，高层管理教育项目深度整合全球最优质管

理教育资源，进一步完善了公开课课程体系，设立了

涵盖六大类别的精品课程，如：以引领未来CEO课程

为代表的顶级管理课程；以国际金融实验班等为代表

的金融综合管理发展课程；以中国对冲基金领军人才

课程、全球资本运作：兼并与收购等为代表的金融管

理前沿系列课程；以金融领军企业人力资源高级课程

等为代表的金融管理实践系列课程；以互联网金融、

风险控制与内部控制等为代表的金融管理专业课程；

以及携手全球顶级商学院校联合打造的海外课程。这

些精品课程全面覆盖了实力金融家、领军实业家以及

金融行业中高级管理人才的学习需求 。

此外，依托SAIF雄厚的知识创造能力、金融教学实

力和对全球顶级金融教育资源的整合能力，高层管理

教育项目特别为企业及各类机构量身定制了一系列满

足个性需求的企业定制课程。定制课程以解决企业实

际问题为导向，融入最前沿的学术研究与最佳行业实

践，帮助企业紧随时势、推进创新，在较短时间内提

升企业金融管理实力、成就卓越行业领袖。历经八年

发展，SAIF高层管理教育项目已经成为银行、券商、

基金、交易所等金融及实业机构的理想合作品牌。

同时，高层管理教育项目还为学员及校友们精心打造

了终身学习交流平台。通过行业讲座、名家讲堂、主

题沙龙、校友活动等多种形式，帮助不同行业及背景

的学员、校友在课堂之外更新知识、分享经验、增进

友谊，实现个人事业和行业发展的共赢。

高层管理教育项目已经成为了企业与金融机构的领军

者与核心管理层的共同选择。我相信，随着学员们成

为中国金融创新与全球金融变革的中坚力量与时代领

袖，学院“中国的世界级金融学院“的品牌将更加熠

熠生辉，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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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层管理教育(SAIF EE)依托学院自身在金融研究与教育领域的深厚积淀与权威话语权，整合全球最

顶级教育资源，针对金融机构及实体企业中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人员的学习需求，以创新开拓的气魄，构建了权威

完整、内容前瞻、体验充实、灵活变通的金融类公开课程和定制课程体系，致力于探讨国际先进理论与中国实践的

最优结合之道，成就该领域内最具价值的开放式终身学习平台。

SAIF EE在国内同类学院中首家洞悉多元学科融合的大势，积极挖掘跨界思维的颠覆式能量，在为中国培养一批具有

全球视野的金融家、深谙金融的实业家、以及拥有优异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金融行业中高层人才的同时，引领未来

行业格局的变革与重塑。

为何选择SAIF高层管理教育
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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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学界 顶级金融师资

SAIF成立之初，便以国际一流金融学院的办学模式为宗旨，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由著名华人经济学

家王江教授担任院长，以“教授治学”的创新机制自主办学。基于“教授治学”的理念，SAIF成功汇聚了欧美一

流学府的2/3华人资深金融学教授。62位金融学教授均拥有全球顶尖大学博士学位，其中46名资深教授全部拥有

国际一流商学院终身教职，并有多名教授在国际顶尖的学术期刊中担任主编或副主编等重要职务。可以说，这是

一支世界一流、亚洲领先、国内唯一的金融师资队伍。

独特优势
同类项目最强金融师资 世界级学术实力

在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实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以及国家重要高层次人才计划“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中，SAIF共有6名教授荣获“国家千人”，5名教授荣获“上海千人”，4名教授荣获“长江学者”。

国际公认的衡量一所教育机构优秀程度的权威依据之一是其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目前，SAIF教授团队的论文数量达363篇，其中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356篇，在国际顶级

期刊发表论文127篇。无论从数量亦或质量层面，均远超过国内同类学院，彰显了强大的世界级学术实力和

知识创造能力。

这支卓越的教授队伍不仅学术造诣深厚，而且凭借扎实的理论研究功底、对全球金融前沿的洞悉和全球金融市场

的熟稔，以及在政府或金融机构的亲身实践经历，为学院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夯实的教学体系。

独具特色的是，SAIF高层管理教育（EE）项目还聚集了一批拥有欧美一流学府博士学位、既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又

有本土实践经验的部委高层与业界领袖进行授课，这些优秀的师资长期致力于金融市场实践、企业运营和政策监

管等领域，拥有对中国市场的深刻洞察力，是支持SAIF高层管理教育（EE）项目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 

1009



顶级智库  引领理论与实证研究

CAFR具备国际一流的研究团队，目前包括国内外著名金融学者、资深政府官员和金融机构高官共50余名。这支

团队既具全球视野、通晓金融理论与实务，又对中国市场有深刻理解。围绕金融形势、金融政策和管理、金融市

场和机构、金融体系和风险等方面的问题，CAFR引领了国内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方向，提供了一系列前瞻的、有

分析的重大决策建议。自成立以来，CAFR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际顶级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完成多项

涉及国际、国内和地区各层面的重大金融问题的研究。

开放平台  深度解析中国本土金融课题

目前，CAFR已经与上海市政府、中国人民银行、交通银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新华社、欧洲风险管理研究

联盟、IBM和穆迪等政府部门以及国内外多家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并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开展了深入研究，共完成内外部研究课题30余项，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成为创新与交流的开放研究平台。CAFR

通过研究将中国的实际情况展现给全球金融界同行，推动中国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之中。CAFR创立的“夏季金融研

讨会”已成为国内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金融学术交流平台，组织的“上海金融论坛”已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的高端交流平台。

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是依托于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建立的具备国际水准的高端开放研究平台和顶级智库。

CAFR的创立旨在研究和分析国际先进金融理念，为海内外研究中国金融问题的专家、学者与行业精英提供一个创

新与交流的开放研究平台，共同致力于解决中国金融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同时，不断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融

入SAIF各项目的课程，提升学员思想力与创新力。

凭借强大的研究和知识创造能力，CAFR已成为SAIF高层管理教育（EE）项目课程的原创核心动力之一。其对于

全球和中国金融市场的敏感度、关于国内外重大金融课题研究的深入度，以及大量与时俱进的研究成果和独家

课题案例，均为SAIF高层管理教育（EE）项目的课程设计方向提供了极具前瞻性的指导思路，为课堂教学提供

了更紧贴实际、更权威的内容支撑，使学员得以不断接触到最前沿的金融理论和最贴合中国本土的实证分析。此

外，学员亦能深入参与到研究平台的交流与分享中，与顶尖学者、业界精英深入探讨、碰撞交流，进一步提升

思想力。

原创核力  指导课程开发方向 夯实原创教学内容 

独特优势
全球领先的知识原创能力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国际化开放型金融市场的研究》
《SDR作为国际货币定价基准的可行性研究》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评估报告》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结构失衡及其对中国货币体系的影响》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动向研究报告》
《人民币国际化的双中心战略》
《国有石油企业的多元化价值评估》
《中石油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策略》
《信托公司兑付风险评价报告》
《交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发展规划》

代表性成果
宏观金融
资本市场
公司金融
风险分析
资产管理

五大核心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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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大化提升学习效果，SAIF高层管理教育（EE）在

教学方式上，超越了传统培训机构的单一授课方式，

提倡并践行以人为本、知行合一教学模式。通过理论

讲解、案例分析、业界讲座、专题研讨、参访交流、

海外模块等多种互动学习方式，从学习中实践，在行

动中学习，多渠道汲取所授知识，全方位提升学习效

果，更加深刻的吸收并理解国际前沿的金融知识和管

理理念。

得益于完整的金融类管理教育产品线和强大的学术影响

力，SAIF拥有丰富多元的学友网络。其中既有来自实体

企业的企业家，也有来自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

托、期货、投资、财富管理等各类最优秀金融机构的金

融家和中高级管理人员。丰富而合理的学员结构使得学

友们不仅可以和自身行业精英进行专业交流，更可以实

现跨行业的知识分享，提升视野。同时，通过参与SAIF

举办的行业讲座、名家讲堂、主题沙龙、读书会、校友

论坛等各类活动，来自全球金融工商管理博士DBA、金

融EMBA、高层管理教育EE等不同项目的菁英学友将有

机会相互结识，分享各自学习收获，交流知识经验，实

现个人事业和友谊的共赢。

整合全球最优质教育资源 

全方位的学习实践体验 多元化的学友交流网络

构建最完整和最权威的
金融类公开课程体系全球化和变革时代，世界金融形势和商业模式都在经

历着快速而深刻的发展与变化。如何更快速的适应企

业乃至整个行业生命周期的加速更迭，如何更妥善的

应对全球金融架构与市场的持续调整，如何更敏锐的

感知可能改变未来生活方式和商业模式的科技创新，

这些对于新一代的中国实业家和金融家来说，既是全

新的课题，也是巨大的挑战 。唯有拓展全球视野并汲

取全球知识精粹，才有可能应对这些挑战。

因此，SAIF高层管理教育（EE）项目在课程设计时，

非常注重课程的前瞻性和全球视野，致力于整合全球

最优质教育资源，打造精品课程，使学员通过学习具

备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凭借深厚的学术和专业影响

力，SAIF高层管理教育（EE）目前已与麻省理工学院、

斯坦福商学院、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沃顿商学院、欧

洲管理技术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帝国理工

学院、圣彼得堡大学、斯科尔科沃-莫斯科管理学院、

特拉维夫大学等全球顶级商学院开展了深度合作。合

作内容涵盖政治、经济、金融、文化、能源、创新等

多个维度，为追寻卓越的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高层管

理者搭建起了一个国际化、全视野的全球学习平台。

作为面向未来的国际化金融学院，SAIF自建院伊始，

便明确了构建金融类教育全产品线的办学理念。而

SAIF高层管理教育（EE），作为SAIF最重要的项目之

一，也秉承了此理念，致力于打造最完整、最前沿的

金融类公开课程和定制课程体系，并在该领域成为中

国乃至全球最具价值的终身学习伙伴。

2017年，凭借自身世界级金融师资团队对于国际前瞻

金融类商管教育发展趋势的深度洞悉，结合时下机构

及个人学习需求的实际情况，秉承科学严谨的设计开

发思路，SAIF高层管理教育(EE)项目针对不同层次背

景人群的需求，全面升级了公开课课程体系，设立了

涵盖顶级管理课程、金融综合管理发展课程、金融管

理前沿系列业课程、金融管理实践系列课程、金融专

业选修课程、海外课程等六大类别的精品课程，提供

最完整、最系统、最前沿的金融类高层管理教育整合

学习计划。

独特优势
最完整的金融类高层管理教育课程体系

独特优势
多元互动的学习交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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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以金融为主线的CEO课程，聚焦定义未来的核心主题：金融、创新、政治经

济、国际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横跨亚洲、北美、欧洲；纵览全球发

展大势、跨界交融；引领未来！ 

引领未来CEO课程（香港三期班）

世界格局变动不居，未来大势蕴于微细。引领未来、

创造时代需要洞察幽微，撞击思想，以激发跨界思维

的颠覆式能量。

金融、创新、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责任、可持

续发展，这些关键词交织错落，勾勒出企业决胜全球

的商业棋局。棋错一着，都将为未来竞争留下隐忧。

不懂金融，将错失资本市场资源整合的强大助力；不

闻创新，将在产业革命中丧失制胜利器；不通政治经

济及国际关系，将无法在国际协作中务实而为、顺势

借力；不顾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将孤立于社会支

持之外，难继宏图。对于期望赢得未来的企业家来

说，未雨当思绸缪，厚积应备薄发！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引领未来CEO课程（香港班）”

基于对市场的深入研究，紧跟众多企业“走出去”开

拓业务、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需求，专为迎接未来挑

战的企业领袖度身而设。课程以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的

香港为原点，依托学院在金融领域的强大学术实力，

及驾驭跨学科主题与整合全球顶级教育资源的深厚积

淀，以金融为主线，放眼面对未来挑战的核心主题，

以创新开拓的气魄，颠覆现有商学院课程设置的传统

思路，带领企业家领略全球金融体系的风云变幻、直

击驱动世界创新联动的核心要素、预见地缘政治经济

发展大势，同时关注人文与商业的和谐共进，思量肩

负的企业责任与国家使命，实现自我超越，全面应对

挑战、引领未来！

课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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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SAIF

欧洲管理技术学院
ESMT

沃顿商学院
Wharton School

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
Imperial College

特拉维夫大学
Tel Aviv University

哥本哈根商学院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西点军校
WES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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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

九大全球学习模块

香港模块（开课模块）
2017年06月

第一
模块

第二
模块

北欧模块
哥本哈根-奥斯陆-斯德哥尔摩 | 2017年09月
合作院校：哥本哈根商学院、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新加坡模块第五
模块 2018年02月

香港模块（中期模块）第四
模块 2017年12月

香港分享模块第七  
模块 香港 | 2018年06月

香港模块（结课模块）第九  
模块 2018年12月

第三
模块

美国模块
纽约、费城 | 2017年11月
合作院校：沃顿商学院、西点军校

第八
模块

英国、德国模块
伦敦、柏林 | 2018年09月
合作院校：帝国理工学院、欧洲管理技术学院

第六
模块

以色列模块
特拉维夫 | 2018年04月
合作院校：特拉维夫大学

核心价值

中国首个以金融为主线，聚焦定义未来核心要素的CEO项目

探访未来金融、未来制造、未来科技，溯源创新动力，准确

把握引领未来的商业机遇

贯穿亚洲、北美、欧洲地域分界，了解全球金融体系，熟稔

天下政经外交格局，智取未来发展大势

升华金融修养，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使命，锻造决胜未来的

企业家精神

与领袖同行，与顶级企业家面对面交流，分享情谊，共担挑

战，携手迎创未来

与大师同行，世界级学府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开启智慧碰

撞，拓展先锋视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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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未来CEO课程（香港班）

多元学习体验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引领未来CEO课程（香港班）”设置九大全球学习模块，采用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为学员创

造出多方互动与分享的独特学习体验。

九大全球学习模块携手全球顶级院校与师资，通过课堂授业、案例解惑、论坛闻道、圆桌对话、多维互动和企业参

访等多样化学习方式，在显性知识的传播、吸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切实推动前沿学术研究向企业经营现实的

落地与转化。

课堂授业

论坛闻道案例解惑

多维互动

企业参访

圆桌对话

LEADING
THE FUTURE

课程信息

报名方式

香港及大陆各行业最具代表性领军企业的董事长、CEO、总裁

请报名者务必将申请表填写完整并由申请者本人亲笔签名，在开课前30天邮寄或者将电子版邮件发送至上海高

级金融学院。

课程受众

课程证书：顺利完成整个课程学习的学员将被授予由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沃顿商学院、西点军校、帝国理

工学院、欧洲管理技术学院、特拉维夫大学、哥本哈根商学院、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课程费用：港币1,350,000（包括学费、笔译费、口译费、课程资料费用、案例费用，以及部分海外授课<包

含北欧、美国、以色列、英国、德国>期间的住宿和部分餐饮费用。其他模块食宿、机票和签证费用等自理。)

开课时间：2017年06月

授课地点：香港、北欧、美国、新加坡、以色列、英国、德国等地

授课语言：汉语，英语授课将配同声汉语翻译

*本课程主要凭邀请参加，公开招生席位有限。课程委员会将对申请者企业综合实力进行严格审核和必要的

面试择优录取。

董静 139 1002 4493  /  唐翀 138 1161 8090

ceo.admissions@saif.sjtu.edu.cn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211号上海高级金融学院10楼，EED CEO项目招生组

2221



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
Imperial College

欧洲管理技术学院
ESMT

美国模块
费城、纽约 | 2017年11月
沃顿商学院、西点军校

北欧模块
哥本哈根-奥斯陆-斯德哥尔摩 | 2017年09月
哥本哈根商学院、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以色列模块
特拉维夫 | 2018年04月

新加坡模块
2018年02月

特拉维夫大学

香港模块（开课模块）
2017年06月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英国、德国模块
伦敦、柏林 | 2018年09月
帝国理工学院、欧洲管理技术学院

香港模块（结课模块）
2018年12月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香港分享模块
2018年06月

香港模块（中期模块）
2017年12月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新加坡

英国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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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顿商学院  Wharton School

费城

西点军校 WES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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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  教授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

研究领域：
公司金融、国际金融体系、兼并与收购、银行监管与风
险管理、劳动经济学、经济和金融改革与发展等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SAIF

CB Bhattacharya  教授

德国欧洲管理技术学院市场营销教授、讲席教授

研究领域：
企业战略创新、市场营销、可持续发展

欧洲管理技术学院

ESMT

2625

张忠  教授

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Murrel J. Ades冠名讲席教授

宾大沃顿中国中心执行教务主任

研究领域：
目标定价战略、其他定价战略、竞争战略、市场准入、
市场渠道和零售管理

沃顿商学院

Wharton School

Moshe Zviran  教授

特拉维夫大学管理学院主任

信息系统教授

研究领域：
企业家精神与创新、信息系统、网络安全规划与政策

特拉维夫大学

Tel Aviv University

Gerry George  教授

帝国理工学院副院长

帝国理工学院拉吉夫甘地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
商业模式、组织设计及组织设计在多种情境下对创新与
创业的影响

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

Imperi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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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未来CEO课程（香港班）”以金融为主线，以

香港为原点，从金融、创新、政治经济、国际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要素切入，凭借上海高

级金融学院强大的学术及资源整合实力，携手世界顶

级学府：沃顿商学院、西点军校、帝国理工学院、欧

洲管理技术学院、特拉维夫大学、哥本哈根商学院、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汇集雄厚师资及教学研究精

华，突破单纯管理思维局限，创新交融，使学员切身

感受塑造未来的力量！

课程结合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在金融运筹、资本运作方

面的深厚积淀；沃顿商学院在金融、孵化创新等前沿

领域的卓越研究，西点军校在沉浸式领导力训练，重

塑商业领袖个人领导力方面的实践探索；帝国理工学

院在科技革新、持续发展领域的领先探索，欧洲管理

技术学院在德国工业制造、智能创新驱动中的先进经

验；实境探访新加坡顶尖公司，与“奇迹”的创造

者、受益者们直接对话，发现在这个时代引领企业的

奥秘；探秘以色列创业国度的生态系统，解析以色列

的科创文化与创新基因，借鉴以创新取胜的全球化发

展战略；从历史、社会、文化、自然多元角度体验北

欧三国的魅力，探索北欧在清洁能源、生物科技、医

疗、设计等新经济领域的未来脉络。

 

课程横跨亚洲、北美、欧洲，纵览不同经济体的发展

特点与独特优势，帮助企业领袖审时度势、准确判断

商业机遇、明晰企业社会责任与国家使命，以全球化

视野思考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课程关注CEO的个人领导力修炼与互助学

习，通过高质量的学习分享，帮助企业领袖重新审视

自我、分享成功经验、推进同学互学切磋、超越自

我、共塑未来。

学，才知己之不足；习，方明己之进退！引领未来CEO

课程希望在学、习之间，帮助学员与智者为伍、与良

善同行、共担挑战、预见未来！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hanghai Advanced Institute of Finance, 简称SAIF）

授课时间：

2017年06月 （开课模块） 

2017年12月 （中期模块）

2018年12月 （结课模块）

授课地点：香港

宏观经济发展及全球金融体系

中国金融市场现状与未来变革趋势

中国金融改革政策展望

大数据时代与互联网金融

国际政治局势与我国外交战略思想

价值投资创造驱动因素与企业投资价值分析

金融加速深化中的人民币国际化与离岸金融战略

国际投资决策与行为金融

全球资产配置

上市公司治理与财务信息沟通

全球价值链布局与资本运作

中国金融改革政策展望与国际机遇

风险控制与危机管理

CEO的战略领导力

课程内容（*仅供参考，以上课时实际内容为准）

香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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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商学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简称CBS）

北欧模块

哥本哈根商学院是北欧最大的三所商学院之一，是欧洲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在2016年的QS Ranking中商业管理领

域世界排名第13位。哥本哈根商学院开设了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高层管理人员硕士学习项目以及全日制工商管理

学硕士(MBA)项目。

哥本哈根商学院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是丹麦最大城市，人口超过190万，是丹麦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哥

本哈根也是北欧最大城市和海陆空交通枢纽，直航飞机可飞抵欧洲80多个城市。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简称SSE）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成立于1909年，为北欧顶级的商学院之一，在欧洲商科类院校排名中位列前十，世界排名位列

前50。学校可授予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士，硕士，MBA以及博士学位，和面向高级管理人员的EMBA课程。学校设

有工商管理、经济学、金融与会计以及通用管理等多个专业，其研究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尤其是市场营销、经济学等

学科。该学院已向瑞典及国际企业界和公共部门输送了众多高水平的毕业生，并为学生建立了强大的社会网络化校友

资源。学校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机构之一。

北欧三国地缘政治、经济与商业环境解析

深度体验“纯净之地”的独特魅力，多维度感受北欧三国社会文化、历史人文与未来发展

北欧印象：绿色城市、社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零距离接触世界前沿创新技术与商业模式：造访新能源、技术创新、生物科技标杆企业 

全面了解北欧投资环境与商业机遇

授课时间：2017年09月  

授课地点：哥本哈根-奥斯陆-斯德哥尔摩

课程内容（*仅供参考，以上课时实际内容为准）

LEADING THE FUTURE: SAIF CEO PROGRA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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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未来CEO课程（香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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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位于费城，是全美最富盛名的八个常春

藤学院之一。

沃顿商学院创立于1881年，是美国第一家学院化的商学院。目前，

学院共有10个院系，约225名正式教员，本科生、MBA、EMBA、

以及博士生等近5000名，在美国费城和旧金山均设立了校区。沃顿

商学院在商学教育各主要学科的创新以及管理教育水平方面都有极

高的全球声誉，在美国及世界商学院各种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一

直以来，沃顿都被认为是全美最具有开拓精神、创新意识和国际化

视角的商学院。学院设立了20个研究中心，包括：领导力和应变管

理、创业管理、电子商务和商业变革等，致力于以跨学科的方法开

展研究和与商界实践紧密结合。

西点军校以卓越的领导力培养模式闻名全球，在200多年的历程

中，孕育出多位美国总统、功勋名将、世界级企业家，以及数千位

企业董事长及高级管理者。西点军校的沉浸式军事领导力训练，以

独特理念和形式，快速锻造组织领军者的领导力、抗逆境能力和人

格魅力，成就超越卓越的世界级领袖。

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美国模块 

变革中的全球政治经济与商业环境展望 

美国金融市场前沿趋势 

风险投资驱动的科技创新机制 

科技创新为导向的投资机会与并购策略 

金融创新  

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对标

金融及高科技企业参访

授课时间：2017年11月

授课地点：费城、纽约

课程内容（*仅供参考，以上课时实际内容为准）

西点军校（West Point）

授课时间：2017年11月

授课地点：纽约州西点军校

课程内容（*仅供参考，以上课时实际内容为准）

定向领导力训练：重塑领袖内涵

新加坡被公认为亚洲和国际的金融中心及重要资金聚集地，也是全球华人财富与管理的中心，一直以来都为全球华人

进行国际资产配置，课程特设新加坡企业参访模块，带领学员身临其境地体验金融中心的运行方式及业务运作，探求

投资布局。

新加坡模块

国际财富管理市场发展、现状与趋势——新加坡的经验

参访国际财富管理机构及银行全球总部  

参访财富传承及家族办理财公室

家族企业对话

授课时间：2018年02月

授课地点：新加坡

课程内容（*仅供参考，以上课时实际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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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维夫大学  (Tel Aviv University)

以色列模块

特拉维夫大学，以色列最大、最全面的高等学府，设有多门学科，并十分重视基础和应用科学的研究。与欧美各顶

尖院校及学术机构均建立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在这里，学员们将探秘“创业之国”以色列的独特生态系统，解析以

色列的科创文化与创新基因，借鉴以创新取胜的全球化发展战略。

全方位走进以色列，探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及社会教育体系研究

多维度解析以色列创新生态圈，发现创新基因的奥秘

实案分享以色列科技创新导向的投资与并购策略

深度探索以色列风险投资、孵化器模型与企业筹资模式

以创新峰会为平台，直接对话以色列一流企业

模拟体验以色列军事文化

授课时间：2018年04月

授课地点：特拉维夫   

课程内容
（*仅供参考，以上课时实际内容为准）

香港分享模块

3433

同学间互学切磋，将学习延展到课堂之外，学以致用

分享同学创业、守业的重要节点及经验教训

深入学习同学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及行业发展趋势

激发跨界合作势能，共同推进行业创新发展

授课时间：2018年06月

授课地点：香港

课程内容（*仅供参考，以上课时实际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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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德国模块

欧洲管理技术学院（Europea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Berlin，简称ESMT）

欧洲管理技术学院成立于2002年，是德国一所非

盈利私立大学。 欧洲管理技术学院由来自全球的

25家公司与机构联合创办，其中包括：博世集

团、德国邮政、戴姆勒公司、汉莎航空、西门子

公司等多家知名企业。欧洲管理技术学院开设专

业包括全日制MBA与EMBA以及高级进修课程， 

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教学与咨询服务，课程注重与

职场实际情况相结合。学院专注于三个专业课

题：领导与社会责任、欧洲竞争、技术管理。此

外，学院还在政治、商务与学术三个领域提供跨

专业研究平台。

德国与欧洲：德国历史与经济发展及其在欧元区的核心作用

创新在德国：智能驱动下的工业制造革命与创新体系

探访未来工厂：工业 4.0及实践考察

隐形冠军全球致胜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及对中国企业的借鉴

进入欧洲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如何甄选投资与并购目标

商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新兴制造业与隐形冠军企业参访

授课时间：2018年09月

授课地点：柏林

课程内容（*仅供参考，以上课时实际内容为准）

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简称ICL）

英国、德国模块

帝国理工学院，也称作伦敦帝国学院，一所极具国际

影响力的顶尖院校，同时也是英国第一大对华学术研

究合作伙伴。在这里，学员们可以深切体验到帝国理

工在改善全球环境与人类生命质量方面所作出的积极

努力，并通过学习自然科学、工程、大数据、医疗创

新与商业的联动融合，探索孵化未来的创新方向。

2015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约克公

爵安德鲁王子、首席大臣兼财政大臣奥斯本等政要的

陪同下参访了帝国理工数据科学研究所和哈姆林机器

人研发中心。帝国理工学院一直稳定排名在世界第

八，英国第三。目前，帝国理工学院拥有12,000名在

校生与6,000多位具有高度国际声誉的师资，其校友

网络跨全球190个国家，拥有155,000余名成员。

从新科技机会到新商业模式的转化

孵化未来——创造新形式的成功

科技与社会科学的新进展：新材料与纳米科技

体验参访：帝国理工学院制造未来实验室与新能源

实验室

圆桌讨论：医疗创新、可持续性与气候变化、大数

据分析

授课时间：2018年09月

授课地点：伦敦

课程内容（*仅供参考，以上课时实际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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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教授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讲席教授，并兼任美国国家经济
研究院研究员、美国金融学会理事、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经济顾问委员会委
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及《数量金融》杂志主编、《金融市场期
刊》杂志副主编等职务。

王江教授在国际著名刊物如《金融期刊》、《金融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期
刊》、《经济学季刊》、《经济学研究评论》、《金融研究评论》等发表多篇论文。他
2006年出版著作《金融经济学》（人民大学出版社）。因其杰出的研究工作，王江教授
获得了Smith Breeden Prize，FAME Research Prize, Leo Melamed Prize, Batterymarch 
Fellowship等多个奖项。

王江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院长）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讲席教授

张春教授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Kellogg商学院，获得管理经济学与决策科学博士学位，他
曾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管研究的副教务长，荷兰银行风险管理讲席教授。张春教授曾
在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担任金融学教授17年，是第一个从新中国到美国大学执
教金融学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在美国取得金融学终身教授之后全职回国工作的学者。

张春教授目前的研究领域是公司金融、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和国际金融体系。他的研究
发表于《经济理论期刊》、《金融学期刊》、《金融研究评论》等众多刊物，并合作出
版多本专著。2006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张春教授的著作《写给中国企业家的公司财
务》。2008年，人大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公司金融学》。由张春教授任组长的深圳发展
银行中欧课题组的应用型研究专著《供应链金融》于2009 年出版。

张春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

黄海洲博士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股票
业务部负责人、管理委员会成员，曾任巴克莱资本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IMF货币与
汇率部、欧洲一部、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

他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黄海洲博士在美国印第安
纳大学获得商学博士，在国际主要经济与金融学术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

黄海洲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股票业务部负责人、管理委员会成员

邬贺铨院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光纤传送网和宽带信息网著名专家，信息
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大唐电信产业集团副总裁，国家863计划
通信技术主题专家组组长，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办公室专家
组成员。

邬贺铨院士是国内最早从事数字通信技术研究的骨干之一，多年连续参加ITU-T研究
组，完成了国家重要领域技术政策研究。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8年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获邮电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他目前出版专著1部。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峰教授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会计学教授、副院长，曾任密歇根大学会计学讲席副教授
( 终身教职)、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李峰教授在教学上拥有丰富的经验，其论文发表
在《会计研究》、《会计与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等国际著名学术杂志。由于李峰教
授在科研和学术上的卓越贡献，他被授予2011 年Harry Jones Faculty Professorship、密歇
根大学国际商务教育中心研究基金等多项荣誉。

研究领域: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财务报表分析

李峰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会计学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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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教授获得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科技史及科学社会学博士。现为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及Murrel J. Ades教席教授。他也是宾大
沃顿中国中心的主任。在此之前，张教授曾任教于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哥伦比亚商
学院（纽约）。他也曾在印度ISB商学院任教。

张教授是世界著名的营销管理学者。他的研究领域集中在营销管理、价格理论及价格结
构设计、目标销售战略、零售及渠道管理、竞争战略和电影票房预测。张忠教授在市场
营销学领域顶级学术期刊中发表了近三十篇论文，其中包括《营销科学》、《管理科
学》、《营销学研究期刊》，中英文论文五十多篇。曾多次获得营销学最高论文奖。目
前，张教授还担任营销学和管理学顶级刊物《营销科学》、《管理科学》的区域编辑。
他和同事合写的专著《让顾客自己定价》有多种文字翻译。除此之外，张教授还经常参
与国内国外各种媒体对营销经济方面课题及新闻的讨论。

张忠  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Murrel J. Ades冠名讲席教授

         宾大沃顿中国中心主任

Perfetti先生是公司融资和战略专家。在过去18年间为众多领先的公司和咨询机构授课达
1200天，客户包括麦肯锡咨询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摩根斯坦利公司、英格索兰公
司、联合健康集团、皇家加勒比、Lands' End、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礼来、安特吉、美国
百得、斯普林特、卫材药业、通用电气、陶氏化学、雀巢、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摩托罗
拉、雪佛龙、升阳电脑、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沃德斯潘和达美航空公司。Perfetti先生同
时也是CEP LLC咨询公司的合伙人，该公司主要为大型公司提供财务咨询和培训。目前，
他在马里兰大学RH Smith商学院担任讲师，为MBA和本科生以及沃顿商学院阿瑞斯蒂中心
高级管理培训项目讲授证券分析课程。Perfetti先生此前担任埃默里大学的兼职讲师，为
MBA项目和多个高级管理培训项目授课。 

Perfetti先生同时还是3张财务光盘的作者，其中一张《财务的重要性》获得奖项殊荣。

作为一名永不止步的创业者，除了早前创立的网络信息共享公司外，他还创立了一家
CRM公司“Intelliworks”，该公司获得风险投资的青睐，致力于高等教育领域。在创立
Intelliworks期间，经过几次融资，Perfetti最后为公司获得19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Perfetti先生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在读期间曾任沃顿商学院EMBA项目助
教。他热爱辩论，曾参加1989年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办的世界辩论大赛。

Joseph L. Perfetti

Richard Marston教授是沃顿商学院的 James R.F. Guy讲席金融学教授，也是 George 
Weiss 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的主任。 

Marston教授曾在欧洲、拉美及亚洲十多个国家举办过讲座。他还为美国多个证券公司
做过讲座，近期客户包括美国银行、美林、特拉华投资、林肯金融和摩根士丹利。2014
年，他因对投资管理的突出贡献而荣获IMCA的 Matthew McArthur 奖。 

他经常参与投资管理顾问协会（IMCA）项目、认证投资管理分析师®（CIMA®）认证
项目以及高级管理项目。他是私人财富管理项目的教学主任。他是楷蕊公司董事会成
员，目前还在四个超高净值家族的投资委员会中任职。

Marston教授是6部著作的作者或编辑，其中《工业国家间的国际金融整合》一书获得国
际金融 Sanwa Bank奖。他的著作包括《投资组合设计：资产配置的现代方式》、《终
生投资》。 

Martson教授的著作被广泛引用于各类报刊杂志，例如《巴伦周刊》、《金融时报》、
《新闻周刊》以及《华尔街日报》。他还曾参加《夜间商业新闻》和CNBC等电视节目。 

Marston教授于耶鲁大学获学士学位（最优等生）、牛津大学获哲学学士、MIT获博士学
位。他还是罗德奖学金和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获得者。

Richard Marston  沃顿商学院 James R.F. Guy 讲席金融学教授

James Thompson教授在沃顿商学院教授高层管理教育课程。他在费城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担任执委、任职瑞士一家社会创业投资基金投资顾问委员会。他在南非开普敦大学商学研
究生院取得MBA学位，在沃顿商学院科技商业化领域获得研究职位。

James Thompson教授的研究领域为社会创业、未来市场构建与在高度不确定下投资。他
在《哈佛商业评论》等学术杂志发表多篇论文。他曾获得欧洲商学院颁发的最佳创新论文
奖和美国管理学会在创业分支内授予的思想领袖称号。

James Thompson   沃顿商学院教授

                                     沃顿社会创业项目联合发起者与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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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lin Allen原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Nippon Life金融教授与经济学教授。
他曾兼任沃顿金融机构中心联合主任，之前任副院长与沃顿博士项目主任、美国金融协
会主席等要职。他目前担任金融管理协会主席。

Franklin Allen教授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金融、资产定价、
金融创新、比较金融系统与金融危机。他目前担任《金融研究评论》执行编辑与《金融评
论》的管理编辑。

Franklin Allen   帝国理工学院Brevan Howard 金融分析中心执行主任

Peter Childs教授自2008年始即在帝国理工学院任教。他曾为HEFCE出资成立的卓越教学
与创意学习中心——Qbate的主任、航空温控系统大学研究中心主任与苏塞克斯大学教
授。他曾参与大量世界顶级企业的研究发展项目，如：空客、戴姆勒克莱斯勒、菲亚特
等，合约金额超过12,000,000英镑。

Peter Childs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意、创意方法的应用、机械与产品设计、可持续
的能源成分、概念与系统设计、温度测量与气流旋转。他在创意与创意方法方面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其工业应用，包括结构化的头脑风暴、横向思考、边界移转等等。自1991年
起，Peter Childs教授贡献了超过80篇被广泛引用的学术论文和一系列专著。

Peter Childs   帝国理工学院工程设计教授

Nick Leon先生现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服务设计主管，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访问学者。他
曾领导帝国理工学院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共同成立的“设计伦敦”项目。该项目旨在跨
学科协作，促进以设计为主导的创新，通过将设计、工程、科技与商业紧密结合应对未
来创新的挑战。

Nick Leon于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智慧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于皇家
艺术学院获得设计RCA硕士学位。他的研究致力于解决信息与沟通科技和服务如何帮助
城市成为创新中心的问题。他最近的项目包括为巴塞罗那建成国际创新中心提供建议和
为伦敦建设云网络并运营无线网络开展研究等。

Nick Leon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服务设计主管

Gerry George教授在任职帝国理工学院之前在伦敦商学院获终身教职，并在该学院科技
学院担任学术主任。他于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获得博士与生物科学硕士学位，于印度Birla
科技学院获得管理研究硕士学位。

Gerry George教授在教学与研究方面多次获奖，并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其
研究工作集中在商业模式、组织设计及组织设计在多种情境下对创新与创业的影响。他
还担任管理学领域实证研究的旗舰期刊——《管理学会期刊》的编辑。

Gerry George   帝国理工学院副院长、Rajiv Gandhi中心主任

Moshe Zviran教授是特拉维夫大学管理学院主任。担任信息系统教授、现任Isaac Gilinsky
企业家精神科技创新与管理中心主席、担任Isaac Gilinsky战略管理研究院学术主任。他获
得特拉维夫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信息系统硕士与博士学位。他曾在加利福尼
亚Naval研究生院、加利福尼亚Claremont研究所、以色列Ben-Gurion大学担任学术职位。

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企业家精神与创新、信息系统网络安全规划与政策。他在重要学术
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出版了两本信息系统方面的著作。同时，担任多个以色列重要
组织的顾问，多个公司组织的董事会成员。

Moshe Zviran  特拉维夫大学管理学院主任、信息系统教授

Ehud Gazit教授是以色列生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纳米技术专家。现任特拉维夫大学
纳米生物学主席。从2012年起，担任以色列科学技术部首席科学家。2008-2012年，担
任特拉维夫大学研究发展中心副主席、特拉维夫大学技术转换公司Ramot有限公司董事
会主席。曾获特拉维夫大学科学学士、Weizmann科学研究所博士、在麻省理工大学完
成博士后学习。2000年起任教特拉维夫大学。他是多本杂志的编委会成员，包括《纳米
医学》、《当代生物化学》等。他是大学执行评议会（将科学植入政府项目）的成员之
一、是Yuval Ne’eman科学技术与安全工作室的主要成员之一。2008-2011年期间，曾
担任跨学科技术分析预测中心的执行董事。

Ehud Gazit  教授、特拉维夫大学纳米生物学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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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亨利
联泰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总裁

授课教授们极具学术功力，对中国的经济、金融、体制等内容进行了精辟的讲解。课
余时还安排了精彩的分享活动，促进同学间的友谊。同学们都是很成功的企业家，真
诚地分享了事业发展历程、成功关键、困难、机遇、发展方向等，汇聚了不同领域的
智慧，终身受用。

陈洪国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金的学习体系是开放式的，也是不断开拓视野和提升创新意识的。其课程独树一
帜，从金融、未来科技与全球经济形势等深刻影响世界发展大势的因素切入，融汇世
界名校之所长，多元学科融合，理论与实践结合。高金的教授都具有极高的职业素养
和专业水平，高金的学员都是业界精英，在相互交流分享中，实现了共赢共享。

黄绍武
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金拥有国际一流的师资队伍，课程讲授经点带面，十分注重理论结合实际，令人
受益匪浅。期间与老师、同学的互动交流，既拓展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彼此也结
下了友谊，感谢高金！感谢各位老师！

赖智明
腾讯支付基础平台与金融应用线(FIT)   业务总负责人

高金拥有国际先进的师资队伍和视野，对于中国国情也有深刻的洞见。在高金的平
台上，我们系统地高阶进修了金融科学，与跨界的卓越企业家交流和学习。高金为
我们面对市场变化和竞争挑战，给予了变革和创新的引导。我们还会经常的交流互
动，天下高金人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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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毅可教授现为帝国理工学院并行计算中心技术总监，终身教授，伦敦E-Science研究中
心首席科学家，英国InforSense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研究方向：大规模数据挖掘和并行计算。1985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86
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93年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计算机系。
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计算机系计算机科学教授，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客座教
授、首席科学家，帝国理工学院并行计算中心技术总监，伦敦E-Science研究中心首席科
学家，英国InforSense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郭毅可   帝国理工学院并行计算中心技术总监，终身教授

CB Bhattacharya教授是德国欧洲管理技术学院可持续发展领域教授、Pietro Ferrero讲席
教授。曾经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被校长任命为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院长。CB 
Bhattacharya教授还是欧洲管理技术学院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及阿斯本研究所市场营
销联盟的创始人。他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企业战略创新，旨在提高企业和社会价值，特别是企业如何可以更好地利用
无形资产，如企业形象和声誉，会员和品牌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加强利益相关者的良
好关系。CB Bhattacharya教授已在众多顶级期刊发表超过100多篇文章并且在Google上
有超过12,000次的搜索引用。在教学方面, CB Bhattacharya教授获得了埃默里·威廉姆斯
1995年卓越教学奖,最高的埃默里大学教学奖。他还两次被《商业周刊》评为优秀教
师。他为许多组织进行了研究和咨询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礼来、通用磨坊，绿
山咖啡、高艺术博物馆、日立公司、宝洁公司、天伯伦等。作为企业责任和可持续性方
面的专家，他的采访经常被引用，如《福布斯》、《商业周刊》、《福布斯》、《新闻
周刊》、《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印度时报》等。他经常发表主题演讲或者为
公司提供专业咨询建议。 

CB Bhattacharya   欧洲管理技术学院教授 

Olaf Plötner教授是欧洲管理和技术学院(ESMT)管理学院院长、知名管理学专家。

研究和教授领域：战略管理、工业市场管理以及在国际B2B市场中的销售管理。他的研
究成果被发表在包括工业市场营销管理以及商业与工业市场研究方向的重要期刊上，以
及一些国际知名的媒体如CNN，华尔街日报，印度时报，法兰克福汇报、中国日报欧洲
版，金融时报等。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客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访问教授，
也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及巴黎高级管理学院等世界经管名校的客座教师。他曾在法兰克
福任波士顿咨询集团咨询师及在波士顿西门子公司主管。Olaf Plötner教授曾连续三年获
得ESMT学院卓越教学校长荣誉奖。

Olaf Plötner   欧洲管理技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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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友斌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金让我从知识方面、从理论方面、从实践方面学到了很多，不仅是金融、投资的
这些理念，还有老师的实践经验，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资本上的提升，更主要的一
点是国际化的视野。另外，高金的同学，是一个互补性很强的群体，因为既有做实
业的，还有做银行的、做投资的、做金融的，这个平台非常好，确实能交流很多东
西，还能走到企业去，实地去考察，大家干着不同的行业，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帮
助同学分析未来的发展和竞争以及未来的趋势。

刘爽
凤凰新媒体  CEO

非常感谢高金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在全世界激动人心的城市，与大中华地区
顶级的企业家、顶级的学者，一起聆听、学习、感悟、交流，使我对自己的事
业、世界、人生有了全新的感悟和体认。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遇见高金，
预见未来。

刘啸东
赛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

很荣幸能够就读高金引领未来CEO课程，我个人有两大收获：一是国内外顶尖教授带
来的视野和思维上的拓展和启发，二是班级中国内各行业精英同学相互学习和跨界交
流所迸发出的火花。

邵俊
德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温故而知新，虽然我是金融专业背景出身，但在高金引领未来CEO课程中收获良
多。更重要的是能与一群杰出的企业家和金融家同学们深入交流，建立友谊，大德
同修，这是比知识更为珍贵的，定将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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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群斌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裁

高金的课程很注重理论与企业实践相结合，既有全球一流的老师，又有在企业一线
工作的卓越企业家。课程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很好。每次上课、每次同学活动、每次
唱班歌，都觉得自己在不断进步，不断增加智慧和正能量。

王亚南
通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高金的课程是一个：汇聚各路英才、资源整合共享，良好学习的平台。老师上课非常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各位同学真诚交流、分享，宝贵的人生经历。每次的上课，
每次的同学活动，都能让我们增长知识，感悟人生，受益良多！

王振滔
奥康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金在中国金融院校中独树一帜、具有前瞻性、引导性和时代性。就读期间，通过
专业师资团队的授课、精品课程的学习、以及同学之间思想的交流，对我而言，健
全了我对奥康上市后在资本市场上长远的规划体系，具有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也使
我更加坚信：在未来，中国的金融业必将成为世界的焦点！

张永东
民众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这里，有全球化的视野，汇集中西文化；这里，拥有经过现实锤炼的强大智慧……
这是一个充满知识、阅历和财富的集体；团结，理解，珍惜“相识”，追求“认
同”，不一样的故事、相同的执着，化作无法割舍的友情助我们成功路上披荆斩
棘，快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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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高 级 金 融 学 院
遇见高金·预见未来

张振新
先锋集团  董事长

作为引领未来CEO香港首期班的同学，我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推荐这个项目。一是该
项目的全球化视野与师资力量，让我们可以跳出中国文化的局限，站在更广阔的角
度思考问题。二是与全国各地不同行业领军企业家进行智慧的碰撞，启发了我更多
灵感做好自己的企业。

周永伟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高金聘请了国际名校一流的师资，讲授了与国际接轨的现代金融知识，在方式上
把理论与同学企业的管理案例进行解剖分析，让我受益匪浅、开阔了眼界、丰富
了知识，打开了思路，为我们企业的产融结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

朱军
中国中央电视台  主持人

走进高金引领未来CEO课程香港首期班，第一次上课我就被彻底“拿”住了！学界
和业界领袖级的导师哪里是在上课，分明是在开启我们尚未开发出来的智慧。身边
的同学，个个都是“踢人咬人”的精英，都能做我的老师！谢谢高金为我推开了人
生的又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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