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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个班级

40-50
位每个班级学员

100
多位导师

200
多位班长和名誉班长

3000
多名学员

上海交大教育集团高净值平台经过三年时间成长



上海交大教育集团高净值总裁班

学点东西

交点朋友

合作共赢
惜两年同学情，结一生挚友缘



学点东西

大咖课程 高级工商管理课程 落地课程

上海交大教育集团高净值总裁班课程模块为1、大咖课程；2、高级工商管理课程；3、

落地实战课程，每月邀请重量级大咖导师与学术教授为学员授课，拥有绝对的课师资源！

每月特别邀请商业领袖、
影响力大咖等为学员分
享热点话题
请风口浪尖的人，
讲风口浪尖的事！

目前已邀请：约翰·基（新西兰前
总理）、曹德旺、桂国杰、黄奇
帆、沙祖康、唐季礼、季琦、冯
仑、吴晓波、卫哲、章苏阳、朱
啸虎、任泽平、冯正明、叶檀、
冯正明、姜昆、乐嘉等

高净值研究院高级工商
管理课程邀请专业领域
教授全面重点授课
于宏观经济、金融资本
与企业管理的深入学习

股权设计课程、营销管
理课程、商业模式创新
课程、绩效考核课程、
行政管理课程等实战落
地课程分享

目前邀请中：胡海鸥 孙立坚 钱春
海 金岩石 华民 高金平 刘 统 王怀
芳 杨晓波 万钧 俞铁成 许玉林 陈
起辉 陆满平 周颖 M.S.S.EI-

Namaki 张顾严

邀请不同实战领域的专家讲师进
行全天时培训

价值19.8万（2年学制） 价值15万（2年学制） 价值15万（24节课）

学费49.8万、学杂费5.98万（2年）

每月第三周周六1天课程 每月最后一周周六1天课程每月根据受邀大咖确定演讲时间



大咖导师

上海中房置业董事长

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

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

桂国杰
院长/导师

曾先后著有《论建立商品住宅管理体制》、《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实务》（人民出版社出版）、 《保护历

史建筑、提升小区价值、带动周边房产》、《历史建筑保护论文集》以及国家级课题《中国房地产业应对WTO策略》

等多篇专论。

2018年7月22日《当前国际形势》 2018年1月8日《十九大后房地产趋势》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周汉民
导师

2018年4月15日《在一带一路中商业机会》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民建上海市委主委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民建中央副主席

全国政协常委

在国际经济法、中美贸易关系、关贸总协定等问题的法律研究方面卓有成效，多部专著获奖。与汪尧田教授合著《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连续8版，是国内第一本全面阐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专著。全程参与世博会的申办和举

办工作为世博会的胜利举办作出积极贡献。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闵师林
导师

2018年9月10日《新型城镇发展和特色小镇打造概览》

上海虹桥商务区管委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

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作品曾获《萌芽》报告文等学奖。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作品集《阳台上的微笑》、《青春轨迹》（一、二、三辑）、《寻找幸福的感觉》、《新世纪的攻坚》、《心灵

的驿歌》等，主编《长路，奉献给远方》等，参与编撰学术著作十余本，发表各类专业性、经济类论文百余万字。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龚方雄
导师

2017年3月4日《资本运作与企业成长——机遇与挑战》

亚洲品牌集团董事

ABAS专家委员会主席

摩根大通亚太区原董事总经理

中国投资银行主席

著名经济学家、投资银行家，历任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投资银行主席、美国银行首席策略师、全球货币

及利润市场策略联席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经济学博士、费城坦普尔大学物理学硕士、北京大学运筹

学及经济学硕士学位。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金错刀
导师

爆品战略创始人

微创新研究中心创始人

小米唯一顾问

一直致力于实战管理学研究，并以对跨国公司的深度报道著称，曾著有《公司凶猛——财富500强的中国韬略》、

《三星进化》、《公司黑带》等书。

2017年3月4日《爆品战略》 2018年3月10日《迈向爆品》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章苏阳
导师

火山石资本创始合伙人

IDG资本荣誉合伙人

章苏阳1994年加入IDG资本。他在技术及国际金融方面有坚实的专业背景，并与中国的创业者群体有着密切关系。他

曾成功地完成了电子、通讯及软件等领域的一系列投资项目。章苏阳曾任上海贝尔公司中央计划协调高级主管、邮电

部上海520厂副厂长及海南万通集团上海公司总经理。他1982年获上海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1988至1990年

在德国进修企业管理，1998至2000年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就读高级工商管理。

2017年4月15日《风险投资》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朱啸虎
导师

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

著名投资人

加盟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以前，朱啸虎创办了全球领先的保险行业应用软件提供商 - 易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他领导

了核心产品 - 产寿险核心业务系统的开发，并全面负责中国、日本、韩国及香港地区的业务，在大型软件产品开发和

国际化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17年9月10日《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王德培
导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领域：经济预测，发展战略。王德培领衔的福卡智库完成了为国家发改委、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全国省市、亚

洲开发银行、中国电信、宝钢集团、星火开发区等大型企业以及开发区、园区、证券机构、外企、民企一千多家单位

的咨询课题。

2017年4月15日《2017困局与转机》

2017年7月29日《通往未来成功的黑手在哪里？》

2017年9月10日《回归本源、重塑“主权”》

2017年10月14日《宏观经济与股市趋势》

2017年12月17日《2018新时代起点》

2018年7月22日《当前国际形势》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卫哲 导师

嘉御基金创始人

前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总裁

前阿里巴巴企业（B2B）电子商务总裁

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七大零售人物”和2005年度“中国零售业十大风云人物”。2006年11月正式加盟阿里巴巴，

并出任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总裁，兼阿里巴巴企业（B2B）电子商务总裁。2011年2月21日 从阿里巴巴辞职后成立

“嘉御基金” 。 2011年12月15日，以独立董事的身份正式加盟好耶集团。

2017年5月13日《过去5年，未来5年》

2017年12月16日《消费升级》

2019年4月2日《新消费新零售》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吴晓波
导师

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

早报社。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

(2004年)等。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2017年7月7日《重新定义2017》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唐骏 导师

微创（中国）董事长

前微软中国公司总裁

1994年加入微软公司美国总部，先后担任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总经理，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骏是微软公司历史上唯

一两次获得比尔盖茨杰出奖，最高荣誉奖的员工，还获得微软公司的杰出管理奖，被微软公司定为未来微软公司的未

来领袖之一。唐骏也获得了微软公司历史上唯一的微软中国终身荣誉总裁的称号，2004年出任中国最大的互动娱乐

公司盛大网络公司总裁，并帮助盛大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被华尔街誉为中国资本的第一人。

2015年1月出任微创（中国）董事长至今。

2017年7月29日《上海男子图鉴》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任泽平
导师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

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科技部国家高新区升级

评审专家、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等。

2017年10月14日《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展望》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黄连金
导师

著名区块链方面专家

美国 ACM Practitioner Board 委员

中国电子学会区块链专家委员、MBA

曾在中国最大非上市通信科技公司担任技术副总裁、首席区块链科学家；曾任职加拿大CGI集团公司（主营IT咨询），

担任技术总监、云安全技术负责人。黄连金先生创建了CGI联邦身份管理和网络安全能力中心，并为美国联邦政府、

金融机构和公用事业公司提供金融、区块链、安全等方面的专业咨询，被行业内列为“区块链扑克牌大佬”之一。

2018年3月24日《Blockchain Security》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唐季礼
导师

中影国际董事长

国际著名动作指导

香港动作指导、导演、影视制作人

1999年，由于在好莱坞的发展，唐季礼获得了美国华人协会“MANNA”颁发的“传媒成就奖”；美国亚洲商业协

会（Asian Business Association）为他颁发“亚裔传媒领导人奖”，这是中国人首次获此殊荣。

他执导的动作片之所以能取得跨地域跨文化的商业成功，与其独特的电影语言形态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他开创性地

结合香港与美国动作片的不同镜语特征，成为迎合东方西方间不同观众的游刃有余的走索者。

2018年4月1日《IP市场以及应用》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季琦 导师

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

携程从成立到上市，5年；如家从成立到2007年上市，不到5年；2005年开始，他又在做汉庭， 2010年3月26日，汉

庭连锁酒店(NASDAQ:HTHT）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成功上市。“连续地、不断地、迅速地创造新的公司，

每个公司都能找到一个新的起点，迅速成为行业老大。这个是老一辈革命家做不到的！”他说，“时代变了，我们走

的路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

2018年6月5日《如何把企业做大做强》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约翰·基
导师

第38任新西兰总理（2008-2016）

2008年至2016年，约翰·基爵士担任新西兰总理，赢得三次大选，成为中右翼国家党的领导人。他领导全国度过了全

球金融危机以及新西兰第二大城市的一系列毁灭性地震。当他退休后，新西兰拥有任何发达经济体中最高的增长率和

最佳财政状况之一。

约翰爵士在2017女王的生日名单中获得了最高荣誉。他被授予新西兰爵士勋章《骑士勋章》，带来了约翰爵士的爵

位。他也被澳大利亚政府认可，并被任命为澳大利亚的荣誉伙伴。

约翰先生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外汇委员会委员（1999—2001年）。

2018年7月22日《当前国际形势》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曹德旺
导师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他是不行贿的企业家，自称“没送过一

盒月饼”，以人格做事；他是行善的佛教徒，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80亿元，认为财

施不过是“小善”。2009年5月，曹德旺登顶企业界奥斯卡之称的“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是首位华人获得者。

2018年8月29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沙祖康
导师

知名外交官、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先后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大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

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大使，是我国一系列重大军控和裁军倡议的设计者之一，也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2007年2月被任命为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2018年8月28日《当下我国面临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及发展机遇》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管清友
导师

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

经济观察报、民生财富、太湖金谷研究院（全国股转系统委托服务机构）、新浪智库等多家重要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

多个地方政府以及中关村股权协会、广东创投协会等机构的金融顾问。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

士学位，清华大学博士后。曾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现为国情研究院）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主任、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宏观处处长、调研处处长。

2018年9月28日《退潮与萧条——如何适应一个时代的黯然转身》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冯仑 导师

御风集团董事长

万通集团创始人

社科院博士

1991年开始领导并参与了万通集团的全过程创建及发展工作。1993年，领导创立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后，

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未来论坛创始理事。

2018年10月29日《中国梦》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黄奇帆
导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曾任十八届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委副

书记，重庆市市长、党组书记，重庆市国资委党委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经委主任，市工

业工作党委副书记等职。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重

庆市二次、三次、四次党代会代表，二届、三届、四届重庆市委委员，重庆市二届、三届、四届人大代表，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2018年12月21日《卓越全球城市应具备的创新理念》

2019年6月11日《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朱克江
导师

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理事长

原无锡市市长

原江苏国信集团董事长

南京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理事长，历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企业改革司副司长，江苏省科学技术

厅厅长、党组书记，江苏省无锡市市长，江苏省盐城市委书记，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9年1月6日《企业逆势生长的领导方略》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叶檀 导师

知名财经评论家、财经专栏作家

叶檀财经创始人

知名财经评论家、财经专栏作家。《每日经济新闻》主笔、《解放日报》经济评论员，央视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在

《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财经国家周刊》、FT中文网等多家媒体开辟财经评论专栏。获《南方人物周

刊》2008年度青年领袖、中国证券市场20年回顾与展望论坛20年最具影响力财经传媒人奖等奖项。主要从事资本市场、

房产市场、金融等领域写作。著有《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中国房地产战争》。

2019年3月6日《2019年经济趋势》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冯正明 导师
软银中国资本（SBCVC）董事总经理

2008.9年至2009.12年，中华环保科技集团 （新加坡上市公司）职位：CEO ；

2004.1年至2008.9年， 清华同方环境 (中国主板上市) 职位：执行董事，常务副总经理，CFO；

1999.7年至2004.1年，中机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职位：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总经济师；

1969.8年至1999.7年，杭州锅炉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主板上市） 职位：党委委员、董事、副厂长、总会计师、经理；

（期间：兼职：1996~2005年国家冶金工业局能源顾问；

1996~2000年中航动力控制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19年5月11日《2019投资趋势》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杨海明 导师
京东集团原技术战略负责人

京东云首席架构师

本科和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美国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RPI)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在美国

思科工作5年，负责思科全球数据中心的资源统一管理平台研发；后回国在阿里云和IBM大中华区分别从事云计算工作。

加入京东前，为IBM大中华区首席云计算及OpenStack技术架构师，全面负责IBM在中国OpenStack技术研发以及

IBM云平台IaaS，IaaS+，以及与业务集成的端到端技术落地。 2015年加入京东云后，负责京东云平台运营及京东云

首席技术架构。

2019年7月11日《技术驱动——未来商业新格局》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王阳 导师
原IBM全球副总裁

现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

毕业于浙江大学，获硕士学位。美国范德堡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乔治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现任赛伯乐投

资集团总裁，赛伯乐国际董事长。管理赛伯乐600亿国际并购基金，600亿科教双创基金以及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的投

资和管理。曾任 IB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开发中心总经理，负责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战略平台研发，是

IBM 全球技术委员会资深董事，美国创新领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副主席，中国国家大数据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家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浙江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浙

江大学、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DBA实践教授，中欧商学院，长江商学院客座教授。

2019年7月11日《技术驱动——未来商业新格局》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姜昆 导师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

国家一级演员

1983年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担任主持人并表演相声《错走了这一步》和《对口词》而走红。1984年，担任央视春晚

主持人，并与李文华表演相声《夸家乡》等。1985年担任央视春晚主持人，并与李金斗表演相声《看电视》；同年担

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团长，入选为中国青年联合会常委、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1992年，荣获第二届中国金唱片

奖之戏曲曲艺类奖。2009年，为中国名人报道之中国相声小品人才库所收录。2003年，中国文联授予全国“德艺双馨”

艺术家的光荣称号。2017年7月20日，再次当选中国曲协主席。

2019年8月18日《笑对人生》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乐嘉 导师
FPA性格色彩创始人/演说家/演讲教练/电

视主持人/ 图书主编/作家

● 2002年，创立“FPA®性格色彩”

● 2003年，“FPA®性格色彩”用“动机论”代替了“行为论”。

● 2008年，发明并奠定了性格色彩“洞见”“洞察”“修炼”“影响”四大专业方向。这四个革命性的创造，使 性格

分析的研究方向既相互独立，又有机结合，共同 构成FPA®性格色彩学最重要的四大支撑体系。

● 近年来，已将性格色彩在婚姻关系，恋爱关系、亲子、 学校教育、心理咨询等各领域全方位展开，致力于带 出更

多的“性格色彩传道者”，传播性格色彩学，造福大众。

● 目前，还同时担任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上海大学 温哥华电影学院、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和河海大学的客 座教授，

不定期为高级工商管理、MBA、MPA、MFA及各类总裁班举办培训。

2019年9月14日《洞察性格色彩的奥秘——企业家识人用人与团队管理》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樊登 导师 樊登读书发起人、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樊登读书会发起人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系，获得了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系工学学士学位

和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在大学期间获得过全国名校辩论邀请赛冠军 ，全国大专辩论会冠军等荣誉

称号。之后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博士学位 。

曾主持过的节目有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 、《12演播室》 、《选择》、《三星智力快车》 、《成长在线》系列节

目《爸爸培训班》 、《奋斗》 、《给你一个亿》、《商界传奇》 等。

2019年10月18日《低风险创业》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徐井宏 导师

龙门投资董事长

亚杰商会会长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副理事长

原清华控股董事长

历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校长办公室副主任、行政事务处处长、清华大学副总务长、清华大学校长助理 、国家会计

学院建设指挥部基建办主任、北京清华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北京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董事、紫光股份董事长、

启迪控股总裁、清华控股董事长等职。

现任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专职董事 ，亚杰商会会长 ，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工商理事会副主席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副理事长 ，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关村大学科技园联盟理事长、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2019年12月25日《企业进化与发展之道》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罗阗 导师 博将资本创始合伙人

博将资本创始合伙人兼CEO，澳门科技大学MBA，浙江大学经济学硕士，长江国际商会理事长 金融业从业近20年，

10年以上国际投行经验，擅长VC、PE投资，在风险投资、资产管理、金融创新方面有着丰富的市场经验，曾任浙大网

新等国内多家上市公司首席投资顾问、商业运营顾问和新兴产业设计师。曾成功引导投资的项目有分众传媒

（002027）、土豆网、如家（HMIN）、昂帕半导体、法院云、ArtPollo、悟空租车、Cloudminds等。

2019年12月25日《创新引领趋势下的资本向善之路》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孙坚 导师
首旅如家酒店集团总经理

如家酒店集团董事长、CEO

现任首旅如家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如家酒店集团董事长、CEO。同时，担任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会长、

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和中国酒店产业名人俱乐部副主席 。

2019年12月25日《匠心精神》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胡尚书 导师 “第一财经”创办人

“第一财经”创办人、红尘旅人

2019年12月25日《匠心》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李建华 导师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浙江省丝绸文化研究会会长；民建中央委

员、浙江省委会常委；江干区社科联副主席；浙江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知名院校客座教授，丝绸文化研究

者、传播者。

2019年12月25日《AI时代下的数智匠心》

学点东西



大咖导师

邹市明 导师 著名世界金腰带拳王、两届奥运冠军

著名世界金腰带拳王、两届奥运冠军、拥有世界亿万粉丝的当代体育明星。上海市拳击协会会长、邹轩体育首席执行官。

在2018年被评为“世界拳击理事会和平与和谐大使”，并成为国际拳击名人堂中国第一人。并在2018年获得吉尼斯纪

录，拥有最多拳击金牌的大满贯拳王。与泰森等拳王共同当选“十二传奇拳王”，也是中国唯一代表！是世界体育明星

媒体关注度最高的新闻人物！

2019年12月25日《匠心精神》

学点东西



高级工商管理课程教授

刘统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博士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军衔。2006-

2008年获上海交通大学“最受学生欢迎教师”提名奖，

2009年获上海交通大学“最受学生欢迎教师”奖。

研究领域：资治通鉴与管理智慧。

Gruszynski Daniel教授博导 国际战略管理学者
拥有20多年在跨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经验，曾就职西
门子（中国）珠海的副总裁。加拿大皇家大学亚洲MBA
课程的教授。
研究领域：国际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和管理培训。

M.S.S.EI-Namaki 教授 博导 国际战略管理学者
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管理学博士，北弗特聘教授，国际权
威战.略管理学者，蒙特利尔国际管理学院院长，欧盟专家
团代表。
研究领域：战略管理、经济和企业重组及全球战略行为。

胡海鸥教授 博导 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与工商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专业方向是货币理论与政策。
研究领域：信用经济学、货币理论和政策 商业银行经营管
理。

Martin 教授博导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
毕业于克兰菲尔德大学，曾在世界多所知名大学任教，
编写了多篇欧盟资助的学术研究案例，现任荷兰欧洲
商学院院长。
研究领域：跨国投资。

俞铁成 凯石资本的管理合伙人
中国资深企业并购重组专家，现任道杰资本总裁、管理
合伙人，担任十多家资产过百亿之大型企业集团的并购
顾问，投资了多个成功优秀项目。
研究领域：企业并购重组。

学点东西



许玉林 教授博导 著名战略人力资源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
高级访问学者，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创
始学者之一
研究领域：中国式人力资源管理。

张顾严 实战派管理咨询专家
国内首屈一指的情商领导力培训专家，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清华大学、华师大等多所高校总裁班特邀导师，
现任企业情商领导力学院执行院长
研究领域：情商领导力。

高金平 教授 工商管理博士
中共国家税务局党校、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务进修学
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术导师
研究领域：税务创新与金融创新。

杨晓波资深法律顾问
隆安律师事务所（全球排名第60位律师事务所）律师，北
京市国汉律师事务管理合伙人，世界五百强托克公司股权
专项法律顾问
研究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与侵权风险防范、企业法律风控。

朱克江 博士 经济学家
曾任江苏省无锡市委副书记、市长，江苏省盐城市委书记，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研究领域：新生代企业家领导力。

金岩石 博士、独立经济学家
曾为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被海内外媒体誉为“索罗斯
的中国门徒”、“纳斯达克市场的活字典”。
研究领域：行为金融学、虚拟经济学、企业商品论、投资
金融学

高级工商管理课程教授
学点东西



钱春海教授 知名经济学家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教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现代产业与金融研
究中心主任、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员
研究领域：现代产业金融管理。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证券研究所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世界经济文汇》编辑、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研究领域：国际金融，实证金融理论，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

华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
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研究领域：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

高级工商管理课程教授
学点东西



高级工商管理课程
学点东西



落地课程

1、股权设计2天课程（价值2万）

2、营销管理2天课程（价值2万）

3、商业模式创新2天课程（价值2万）

4、绩效考核2天课程（价值2万）

5、行政管理2天课程（价值2万）

6、演说课程2天课程（价值2万）

……

落地课程每月最后一周周六，课程时间1天，共计24节课，总价值为15万



线上课程 高净值研究院推出线上直播课程，利用碎片化时间，满足学员学习需求

大咖课程/

高级工商管理课程/

落地课程/

走进名企/

名家专栏/



交点朋友 上海交大教育集团高净值总裁班多中心化运营，加入多个俱乐部，多向交流互动。

上海交大教育集团高净值总裁班班级

高净值研究院高级工商管理学位班班级

高净值女企业家同学会

高净值高尔夫球俱乐部

高净值研究院医疗大健康委员会

高净值研究院企业服务行业委员会

高净值文艺团

惜两年同学情，结一生挚友缘

高净值研究院新零售行业委员会

高净值研究院金融行业委员会

高净值研究院艺术品与投资行业委员会

高净值研究院建筑地产行业委员会

高净值研究院法律行业委员会

高净值研究院广告传媒行业委员会

高净值研究院各行业委员会

高净值单身俱乐部



高净值总裁班班级活动



高净值研究院高级工商管理班级活动



各行业委员会以行业

进行划分，邀请高净

值研究院所有学员根

据所属行业加入，在

行业平台上交流互动，

渠道资源整合，合作

共赢

金融行业委员会 医疗大健康委员会 建筑地产
行业委员会

艺术品收藏与
投资行业委员会

新零售行业委员会 高净值艺术团 女企业家同学会 高尔夫俱乐部

美食行业委员会 律师行业委员会 企业服务
行业委员会

广告传媒
行业委员会



高净值女企业家同学会

高净值女企业家同学会成立大会
2018.10.16



高净值女企业家同学会

高净值女企业家同学会女神节活动
2019.3.6



高净值高尔夫球俱乐部



高净值研究院医疗大健康委员会

高净值研究院企业合作委员会将按照行业进行细分，成立各行业委员会，定期举行

行业对接会，合作共赢！

2019年8月正式成立高净值研究院医疗大健康委员会！



高净值研究院毕业季



高净值研究院游学考察

高净值研究院华为游学考察
2018.12

高净值研究院阿里巴巴游学考察
2018.11



高净值研究院游学考察

高净值研究院日本游学考察
2019.3

高净值研究院美国游学考察
2019.5



高净值研究院游学考察

高净值研究院三亚游学考察
2019.12

高净值研究院以色列约旦游学考察
2019.11



高净值单身俱乐部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爱情，是人生永恒的主题；高净值单身俱乐

部希望通过交流互动找到知己真爱，以解决刚需问题！



合作共赢 融智慧、融资源、融资金

高净值研究院科创中心



高净值研究院科创中心

项目路演 项目路演

科创中心活动



招生对象 仅限于个人净资产人民币5000 万元以上高净值企业家

1、符合5000万净资产的企业家

2、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领导不受资产限制，各大高校副教授不受资产限制，

博士学位不受资产限制，社会知名人士不受资产限制

3、注册两年以上新型行业的合伙人（30%以上股权并且可以查到）申请通过

备注：以学员作为销售目标的几种产业（养生产品销售，直销保险从业人员）禁止入内。



课程安排

大咖课程 高级工商管理课
程

落地课程

固定时间

每月第三周周六1天课程

共计24次课程

固定时间

每月最后一周周六1天课程

共计24次课程

不固定时间

每月根据受邀大咖确定演讲时间

共计24次课程

每月课程时间安排，如遇特殊情况将另行通知



入学就读 学制为两年

学费：49.8万

学杂费：5.98万

户 名：上海交大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账 户：7311810182600087933

经推荐人推荐

符合上海交大教育集团高净值总裁班入学资格，

可免除缴纳学费，只收取学杂费即可入学！



上海交大教育集团高净值总裁班

期待您的加入

20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