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POSTEMBA.ORG.CN



5 
POSTEMBA.ORG.CN

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市值前十大公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金

融机构变成了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后者的市值规模也高达六万亿上下，较前者

膨胀十倍之多。

这十年，中国还在保持着令人血脉贲张的速度狂奔，但工业化时代已经接近尾声，数字化

时代到来。巨头沉浮，不过是时代留下的线索。可以预见，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将继

续深入发展，在或短或长的时间内，将成为所有商业的底层工具，改变包括任何传统企业

在内的组织、渠道乃至商业模式。

加之，中国经济进入变革期。外部宏观、国际环境瞬息万变。中国内部处在新旧动能转化

的空档期，船行中流、人至半山。

但同时，中国仍然是每年百万级GDP产出的巨大经济体，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下一阶段发

展的重要支柱。对于企业个体而言，中国仍然充满机会。

中国这一代最优秀的企业家迎来正在最大的难题，如何在动荡的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实现超越性增长，成为商业新势力，融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成为当之无愧的产业

领袖乃至时代荣光。

那些赢的企业，最终将穿越时代而不朽。

后EMBA商业领袖项目希望在新的十年，能够伴随那些有担当、有雄心、有抱负的企业家

完成这惊险却激动人心的一跃。

面向未来的人，才能赢得未来。

PREFACE
寄语



7 
POSTEMBA.ORG.CN

卷首语

北大后 E促进会

项目简介

数说后 E

项目价值

项目定位

课程设置

师资介绍

学员感言

课余活动

同学赋

03
06
08
10
11
12
14
16
26
30
42



6 
POSTEMBA.ORG.CN

6 
POSTEMBA.ORG.CN



8 
POSTEMBA.ORG.CN

8 
POSTEMBA.ORG.CN



9 
POSTEMBA.ORG.CN

后 EMBA 是 MBA、EMBA 之后的再延续、再提升、再超越！

项目定位

成就产业新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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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成为常态化，这都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的走向。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调整；经济发展逆全球化带来贸易摩擦、区域冲突。

世界经济中心分散和转移正在发生。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都面临重大变革。

十四五规划正处在科技产业革命的进程中，新科技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的最关键变量。

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化转型的新结构，如何响应国家科技强国战略，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通过金融市场为经济发展插上双翼，实现腾飞。

宏观环境变化的同时，中观和微观层面，商业模式、行业边界、组织结构、增长逻辑……

都是时代新背景下，企业家要解决的新课题。

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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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亿

96%

（截至2021年3月）10亿级

36人
50人

全国人大代表

3000+
学员规模

780+
上市公司

全国政协委员

企业最高决策者占比

学员企业资产总计

企业规模

数说后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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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核心价值

超越管理、超越财富、超越自我

 紧扣经济和政策热点趋势  抓取新一轮改革红利；

 集结包括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专家等全球顶级师资，

    树立全球视野、贴合时代脉搏、破解企业难题；

 遍布政、商各界的优秀校友，两年同窗，

    组成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凝聚力的校友网络；

 打造平台“次圈层”，多重激活校友资源，深度链接，助力成长；

 升华企业家修养，超越财富，探索新时代企业社会责任，

    锻造决胜未来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首个超越 MBA、EMBA 层级的学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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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球大势】新国际关系与全球掘金

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的世界和中国

“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新格局

“一带一路”的新时代机遇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企业全球化布局

【宏观视野】变革中国与增长新动能

十四五国家宏观政策解读

“内循环”下的中国市场

4 亿新中产、人口老龄化和消费产业新机遇

十四五与新农村

市场与商业模式创新

02

【科技引领】科技助力中国新十年

全球科技前沿与颠覆式创新

 中国“科技强国”战略实施路径和新机会

新基建与 5G 互联

硬核科技与制造业升级

生物医药与健康社会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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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设
置

后 EMBA 商业领袖项目的课程设

置 超越普通管理之“术”， 而偏

重于管理之“道”， 是对企业家

人格的培养和塑造。 通过历史、

哲学、宗教、 艺术等人文科目与

当下经济形势、 科学技术、商业

变革、 财富传承等商业科目设置

相结合， 旨在提升企业家的格

局、视野、 胸怀和修为。 知古通

今、洞明世事， 寻到大道相通的

商业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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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8

04 07

06 09

【金融助力】跨越式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金融监管

财政与税收

企业发展资本设计与 IPO

股权投融资与企业并购

科创板与注册制

【财富传承】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

二代接班的现实实践

财富管理顶层设计

家族信托与家族保险

家族办公室

【特色模块】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发展 

地方论坛模式 ：行业专家 + 地方政府

话题 ：城市群建设与区域经济热点

【自我超越】锻造领袖气质

从历史看管理 ：中国历代政治兴衰

曾国藩与领导力

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

《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

企业家与心理健康

艺术与人文

【国际游学】明道全球

美国东部未来科技金融创新之旅

美国西部硅谷生态圈之旅

英国引领未来财富之旅

以色列创业创新之旅

德国工业 4.0 与隐形冠军之旅

【管理实战特色模块】明星企业家 实战教学

管理、组织、文化、人才等话题

就典型企业发展现实以深度案例实战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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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亮点

专题会诊（企业家导师制）： 

明星企业家领衔会诊企业难题，实施企业成长助力计划 ；

多维连接：

以班级、校友会、兴趣小组、产业联盟等多种维度加深同学链接，创造价值。

其中产业联盟深入参访行业龙头企业、行业专家研讨，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整合 （后 E 八大产业联盟包括地产建筑产业联盟、健康医疗产业联盟、

文旅产业联盟、人工智能产业联盟、节能环保产业联盟、物联网大数据产业联盟、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联盟、金融投资产业联盟 ；各联盟发起人均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企业和企业家 ；

按照行业特点和企业发展情况，学员可选择加入两个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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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2 年始，中央政治局开始了集体学习的传统。这也成为一项制度被长期坚持下来。

集体学习的课题一般紧紧围绕中央工作部署和治国理政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展开，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战略性。授课专家都须对相关课题有深入的研究、理解，

授课时也或与国家领导人进行交流。

师
资
阵
容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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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连接：

十四五期间，各省地方为发展支柱产业正在重新布局。

后 E 以强大的平台影响力，深入与各地、各区域政府连接，

平台企业家群体走进地方，了解地方政策，达成合作 ；

（后 E 举办的世界科技创新论坛已经连续举办数年，走过北京、纽约、伦敦等国内外多个城市，

云集全球知名企业家、官员和诺奖得主、科学家等，将深入走入各地与政府深入合作）

管理实战：

以具体企业深度案例为解读对象，

着眼管理现实难题，一线领军人物授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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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

党委书记、副院长。

5. 巴曙松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6. 秦亚青

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外交学院院长。

1.贾康

全国政协委员、政治经济委员会委员、

著名财经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

中国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

4. 余永定

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2.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原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1 02 03

04 05 06



20 
POSTEMBA.ORG.CN

“学者型官员”具有理论水平高、责任意识强、公众形象普遍较好的特点，

“学者从政”或成为中央人事任命的“新常态”。

学者型部委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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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小文

十八届中央委员，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曾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第一副院长（正部长级）

2. 李肇星

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新闻发言人，原外交部部长

3. 魏建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原商务部副部长

4. 徐冠华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科技部部长。遥感应用学专家，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荣誉博士

6. 陈章良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原广西省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著名生物学家，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5. 周汉民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政协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

民建市委主委，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01 02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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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热点问题，

能够从公共利益角度发声，

普及常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并有可能最终影响公共政策，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著名经济学家和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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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志平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

著名企业思想教育家

2. 陈春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BiMBA 商学院院长

3. 宫玉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际 (BiMBA) 教授、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北京大学孙子兵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

4. 夏斌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5. 魏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博导，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6. 范博宏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系及会计学院联席教授，经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01 02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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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名经济学家

2. 李莉

国防大学教授，军事科技教研室副主任，

军事学博士，陆军大校军衔。

担任中央电视台军事栏目访谈嘉宾与军事评论员

5. 章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

6. 刘胜军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微财经创始、 总理座谈会专家

7.秦朔

知名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3. 饶毅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生物学家、原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01 02 03

07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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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6. 张其成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著名医学家，易学专家

7. 徐焰

国防大学战略科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少将军衔，曾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教授

2. 程郁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

1. 向松祚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农业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 

中美经济学家对话会中方特邀代表

5.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3. 杨杜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曾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管理顾问、

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等 

01 02 03 04

05 0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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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师资多为国外顶级大学教授，掌握行业最新信息，

在上课过程中，能够带来独特的观点和观察角度。

国际政要及知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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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查兰

世界排名第一管理咨询大师

贝克学者奖获得者

许善达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陈春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

授、BiMBA商学院院长

必须注意到，

今天的环境正在发生巨大改变，

行业发展周期大大缩短，

所有的行业都得重新定义。

要看一个企业发展机会有多大，

第一看跟什么人交流，

第二看企业家时间放在哪儿。

所以我非常建议你们来读书，

也非常建议你们的时间往外走。

机会都是来源于外面。

叶小文   

十八届中央委员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曾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第一副院长（正部长级）

中国正在经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阶段，

正在走向世界中心，这是企业家的机会。

企业家要有一种文化追求，

然后要有修为，要有胸怀，

他才可以把生意做好

全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数字化、人工智能、算法等新技术

正在不断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也将对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企业都产生极大的影响。

那些勇于在变革巨浪中抓住机遇的企业，

将因此而腾飞，反之则注定被淘汰。

我很乐意在后 EMBA 与大家分享我所观察到的，

在全球各地、各行各业与各个领军企业中

正在发生的变化与其中的机遇。

北大后 E 出现在特殊的时间点上，

国家和全球形势都在发生变化，

这给各行各业带来许多尖锐挑战。

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企业家

带着不同经验和教训在后 E 充分交流讨论，

会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收益。

师
生
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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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亚生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7. 理查德 · 库珀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副国务卿

8. 莱蒙 · 卡萨德苏斯-马萨内尔

哈佛商学院克兰内特学院赫尔曼籍工商管理教授

6. 朱棣文

美国能源部部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4. 拉姆·查兰

世界著名管理咨询大师

1. 威廉·杰斐逊·克林顿

美国律师、政治家、

美国民主党成员、第 42 任美国总统

2. 陆克文

澳大利亚前总理

3. 科林·卢瑟·鲍威尔

美国前国务卿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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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彦宝 后E8班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宁夏宝丰集团董事长

在这里学习了很多，

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感谢后 E 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刘方毅 后E21班  

英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00677）董事长

企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对领导者的个人能力是很大挑战。

在后 E, 有优秀的师资，

还有很多遇到相同挑战的同学，

与智者同行，

向前走的路上才更有底气。

李赶坡 后E7班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河北敬业集团董事长

后 E 学堂里，

同学们的交往充满真情，

童真在人生再次出现。

聆听老师亲切地教诲，

享受同学友善地交流，

后 E 真情在！

刘建华 后E16班 

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00014）联合创始人、总裁

我们拼劲全力向前奔跑，

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为了不被世界抛弃。

我们要趁现在时光正好，

不断的去努力！学习是最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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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志国 后E22班 

五得利面粉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全球最大面粉企业

企业家最重要是的是保持持续学习的

能力和先进性，后 E 课程安排很有针对性，

大家一起交流探讨让我收获很多，

愿平台越办越好！

张世龙  后E17班  

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00661）董事长兼总经理

后 E 课程都很实用，

实战性很强，让人开阔视野，

让我们收获了知识，

收获了友情，提高了能力，

扩大了视野，增大了格局。

王慧轩 后E18班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0938）执行董事、联席总裁

后 E 平台的价值，

不仅在于名家传授的知识、

同学间经验的借鉴，

更在于以企业家更宏大的视野，

去找寻自己的使命、责任和未来。

林建华  后E23班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3806）董事长

这个世界变化之快超过我们想象，

企业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才能不被时代淘汰。

在后 E 能够使我们了解这种变化，

并且指明未来变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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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峰 后E15班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00568）董事长

后 E 是一个交朋友，

提升学习水平能力的

好平台、大平台，

希望越办越好！

王文亮  后E17班

中裕燃气

(股票代码：HK03633)董事局主席

企业家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学习的平台。

后 E 是一个优秀老师多，

优秀同学更多的地方。

林烨 后E16班

振烨集团振烨国际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从部队到创业，

不同的经历都使我清醒的认识到，

合作往往能够带来更大的胜利，

在后 E，能够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发掘很多新的机会。

张世龙  后E17班  

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00661）董事长兼总经理

丁泽城 后E5班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2375）董事长

在后 E 的学习过程中感受到

非常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作为企业家要努力承担社会责任，

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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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冠华 后E15班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00284）董事长

拉姆 . 查兰的课程让我触动非常大，

接受到了很多新的理念，

这让我对后 E 的师资力量充满信心，

希望能在这里通过学习交流，

解决企业经营中的疑难。

王晶 后E5班

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新大陆科技集团（股票代码：000997）总裁

北大后 E 是迥然各异而又和谐共处的生态圈，

读人如读书，

不同行业的碰撞开阔了我的胸怀视野。

两年期间相伴并共享人生，

有很多欢乐而刻骨铭心的瞬间。

宋治平 后E4班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吉林康乃尔集团董事长

在我不断前行的人生中，

永远不变的两个元素 :

一是快乐 ; 二是学习。

而选择北京大学后 EMBA， 

则让我实现了这两者的完美结合

高毅 后E9班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3939）董事长

后 E 汇聚了一批有理想，

有担当，重情义的企业家。

在这个大家庭，跨行业交流

和学习能够不断碰撞火花，

每个人在这里都学有所获、持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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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喜 后E13班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0690）董事长

北大后 E 的学习我觉得收获非常多，

我的选择非常正确，

也预示着我们未来的学习之旅

必将是一个提升思想、提升人生的智慧、

提高我们个人的心性、

实现自我的再超越的一次精神之旅。

姜天武 后E9班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2397）董事长

很感谢后 E 学习的经历。

在平时的经营打拼中感到乏力低效的时候，

到课堂来充电学习，感觉非常充实。

除了课堂，还有各种活动，

和很多同学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甚至业务伙伴。

崔连国  后E9班

久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很荣幸和北大后 E 的各位同学、

老师们相聚、相识 ；

和大家一起研学、交流。

结识了这么多杰出的企业家和优秀的管理者，

让我受益匪浅。

石聚彬 后E22班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劳动模范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2582）董事长兼总经理

学习是心灵的进步，事业是心灵的财富。

非常感谢后 E 这个广阔的平台，

让我与众多志同道合的优秀朋友相识 ；

衷心祝愿后 E 平台越办越好，

好想你好，好想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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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勇军 后E18班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00702）董事长

后 E 是学习的平台，

践行管理需要理论支撑时，可以去充电 ；

后 E 也是精英汇聚的平台，

三人行必有我师。

优秀的人可以成为良师益友。

吴宪 后E18班

深圳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2886）董事长

后 E 平台求真务实、

价值链接、协同发展、相互成就 !

用材料科技推动人类美好生活！

马骉 后E18班   

北京赛升药业

（股票代码：300485）董事长

做事业，重要的不是一时快慢，

而是持久的发动力。

坚持才能笑到最后，内在强大，

永远胜过外表浮华，

持续的学习是长胜的必要条件。

华勇 后E22班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00113）董事长

想要适应和跟上时代的

发展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提升。

感谢后 E 平台给了我

系统学习管理知识的机会，

希望平台可以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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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俊波  后E5班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濠吉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融东方智慧与西方哲学于一体，

汇政治经济与历史及传统文化于一炉。

深邃理论与社会实践交相辉映，

文化精髓与人生感悟相互碰撞，

博大精深、横贯中西的北大“后 EMBA”

开启了我们人生新的视野。

胡成中 后E5班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广东甘化（股票代码：000576）董事长

德长环保（股票代码：832218）董事长

读了北京大学后 EMBA，

始知文脉根基，为中华崛起之精髓。

王召明 后E15班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00355）董事长

在企业经营中发现，

我们总是在前进，总是在迷茫。

在后 E 的不断学习中，

我将逐步寻找如何解决包括心灵上的方向及发展，

如何解决企业的发展方向。

王三民 后E21班

鄂尔多斯市伊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

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900948）董事

很荣幸能与众多优秀的老师、同学，

通过后 E 平台岁月相伴、砥砺前行。

每一个学以致用的人都是幸福的，

因为我们既有往事可回首，

又有前程去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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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余活动

课程之外，后E秉承“永不毕业”的理念，为同学组织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活动。包括国内、外游学，标杆企业走访，大型论坛等。

 国际游学将前往以色列、美国、德国等全球创新高地，通过与全球顶级政要人士会谈、知名学府的前瞻课程、

知名智库以及金融机构的深度互动，适应时代需求，开阔全球视野、更新知识体系、迎接技术变革，建立产业布局，引导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不同形式的论坛活动包括全球创新论坛、改革再出发论坛等等，曾经邀请过龙永图、刘永好、巴曙松、沈南鹏、彼得 . 蒂尔、

凯文 . 凯利等一批国内外政界、商界、金融界、思想界、科学界等不同领域名师大家同聚一堂，观点集萃、思想激荡，力求更新观念、启迪智慧。

 国内企业参访将带领同学去往阿里巴巴、携程、招商银行等知名企业以及学员中的标杆企业，通过不同主题对标杆企业进行了解和座谈。

每一次最真诚的交流、最坦诚的剖析和最切身的指导，解决企业家在日常管理、经营过程中的难题。

 同学活动将持续为在校和已结束学业的同学举办包括班级拓展、户外俱乐部、兴趣小组等各种活动。在活动中，永续同窗情。

通过一系列活动，

后 E将致力为同学搭建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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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领导力

1. 英国 75 任首相卡梅伦

2.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见面会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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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秘鲁前总统

亚历山大·托雷多夫妇做客厚翼

2. 向美国前财政部长

劳伦斯·萨默斯赠送礼物

3. 后 E 学员与以色列前总统

西蒙·佩雷斯合影留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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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42 任总统克林顿为后 E 学员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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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 浪潮之巅

1. 后 E 学员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访问考察 

2. 诺贝尔生理学 / 医学奖获得者

John O'Keefe 为后 E 同学授课

3. 2015 年中美商业财富论坛

4. 在剑桥大学游学

5. 以色列科技创新主题游学

6. 哈佛商学院马萨内尔教授激情授课

7. 后 E 以色列考察团

8. 沃顿商学院课后合影留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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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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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西点军校学习“国家、荣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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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 E 学员在摩根斯坦利考察交流

2. 后 E 学员在伦敦参加世界区块链大会

3. 后 E 学员在沃顿商学院课堂

4. 在纽交所参观学习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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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MIT 学习期间留念

2. 在英国参观卡文迪许实验室

3. 后 E 学员在谷歌参观交流

4. 后 E 学员在纳斯达克留念

5. 在罗斯查尔德家族庄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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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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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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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技创新论坛
世界科技创新论坛盛大开幕，

后 E 邀请 20 位诺奖齐聚北京，星光熠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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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C.Sudhof

2013 年诺贝尔

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 

德国生物化学家， 

2017 年当选为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Joachim Frank

2017 年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之一，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纽约州立大学

奥尔巴尼分校特别教授

May-Britt Moser

2014 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挪威心理学家、

神经科学家

Edward Moser

2014 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获得者，

挪威心理学家、

神经科学家

Adam Riess 

2011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



48 
POSTEMBA.ORG.CN

George Smoot

2006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

物理学教授，

天体物理学家、

宇宙学家

Richard J. Roberts 

1993 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新英格兰生物实验室

首席科学官，

诺贝尔奖获得者

科学联盟主席

Ariel Warshel

2013 年

诺贝尔奖获得者，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

Stefan Hell

2014 年诺贝尔

化学奖获得者，

德国物理学家，

马克思普朗克生物

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

Ada Yonath

2009 年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以色列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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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文

1997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

美国第 12 任能源部长

中村修二

2014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

美国加州大学

圣塔芭芭拉分校

工程学院材料系教授

Kip Stephen Thorne

2017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

Aaron Ciechanover

2004 年诺贝尔

化学奖获得者，

以色列生物学家、

化学家

Thomas J. Sargent

2011 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

哈佛大学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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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Levitt

2013 年诺贝尔

化学奖获得者

Dan Shechtman 

2016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物理学教授，

理论物理学家，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Arthur McDonal

2015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

David Gross

2004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

美国加州大学

圣巴巴拉分校

物理学教授，

卡弗里理论

物理研究所所长

F.Duncan M.Haldane

2016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物理学教授、

理论物理学家，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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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数千名科学家、投资者以及后 E 企业家参加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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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一堂 齐话大势

1. 后 E 举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新年论坛

2. 后 E 在博鳌举办新兴企业成长之路论坛

3. 后 E 与北京亦庄

共同举办上市公司牵手亦庄活动

4. 后 E 国际科创小镇项目到安吉考察

5. 后 E 与江西南昌投资促进局签署战略合作

6. 后 E 联合央视《对话》栏目共同对话

全球顶级投资人专题

1 2

43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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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全球创新论坛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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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3

6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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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 E 主办金融科技创新峰会

2. 巴曙松在后 E 新年论坛做主题演讲

3. 刘永好在后 E 新年论坛做主题演讲

4. 李肇星在后 E 新年论坛做主题演讲

5. 宗庆后在后 E 新年论坛做主题演讲

6. 凯文凯利参加全球创新论坛

7. 后 E 学员参加中国企业走出去论坛

8. 后 E 医疗大健康产业联盟成立

9. 后 E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论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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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止于至善

1. 参访摩根大通

2. 后 E 学员参访京东

3. 苏州创新企业参访活动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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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参访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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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软企业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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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 E 学员到访携程

 2. 后 E 学员到访华为

3. 后 E 学员到访腾讯

4. 后 E 学员到访福耀玻璃

5. 后 E 学员到访科大讯飞

6. 后 E 学员到访桑德集团

7. 后 E 学员走访雷曼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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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情谊 日久弥新

1. 后 E 戈壁挑战赛

2. 后 E 戈壁挑战赛

3. 后 E 学员接受专业反恐训练

4. 后 E 高球兴趣小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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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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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大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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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后 EMBA 粤港澳同学会盛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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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 E 八班毕业聚会

2. 后 E 同学毕业五周年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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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 E18 班毕业周年聚会

2. 同学准备精美舞蹈

3. 2015 北大后 E 年会盛典

4. 同学精心排练节目

5. 后 E 班级周年活动

6. 英国剑桥参加赛艇拓展

7. 校友于魁智表演节目

8. 后 E 教授叶小文表演大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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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级拓展心相连



67 
POSTEMBA.ORG.CN

1. 后 E 子女夏令营活动

 2. 举办新年论坛

3. 后 E 同学击剑友谊赛

4. 后 E 同学大型诗朗诵

5. 后 E 同学才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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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学
合
影
留
念

 后 E 各班级开学留念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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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E 视野
微信公众账号

全球创新论坛
微信公众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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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益高等教育研究院：

厚益高等教育研究院是中国高等教育新模式的探索者和领航者，

是在已创办的后EMBA商业领袖项目、后E-沃顿中国企业家全球科技金融项目、

后E华为项目以及同时在探索研发的其他项目基础之上，应运而生。

厚益高等教育研究院致力于探索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模式的可能，并最终重新定义中国的高等教育产业。

厚益高等教育研究院长期致力于中国民营经济的研究和中国企业家阶层领导力的培养，

旗下的后EMBA商业领袖项目创办于2011年，一向开风气之先的北大经济学院，在国内首开先河，

在传统商学院教育之外，开设后EMBA课程，为接受过MBA、EMBA教育的企业家，

提供了一个管理之“道”的再提升机会。旨在培养兼具国际视野、系统思考以及人文关怀的新一代商业领袖。

八年来已经聚集了3000余位优秀企业家，包括700家余家上市公司，其中，企业最高决策者占比达96%，

学员企业总资产超8万亿。厚益高等教育研究院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最高端知识学习和资源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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