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CEO通商全球
跨境电商研修班 

CROSS BORDER E-COMMERCE SEMINAR
FOR THE CEO OF GLOBAL TRADE



项课程 重收获

亿级大卖顶级师资

打破空白 首个高校跨境电商总裁班

以管理为核心的品质课程

汇聚顶尖权威的名师名匠

碰撞启迪的名校名企参访

谱写涤荡身心的精彩人生

导入专业全面的顾问服务

匠心锤炼

巨擘联袂

对话世界

行走体验

指点迷津 

想你所想的丰硕资本资源深度链接

构建跨境行业绿色生态圈和谐共生



有趣     有料    有价值

2020，元年伊始

跨境电商增势迅猛蓬勃发展！

2021，万象更新

跨境电商必将迎来新时代！

如何做好经营管理，解决人才痛点？

如何构建企业文化，分享企业利润？

如何精准链接投资人，走向资本市场？

如何实现长远发展，缔造百年品牌？

……

如何以不变应万变？

您需要系统地学习！学习！再学习！



适逢跨境电商元年，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审时度势，依托百年名校资源，雄厚的师资

力量，丰富卓绝的办学经验，综合大量深度的行业调研，在深圳倾力打造“有趣、有料、有价

值”的《中国CEO通商全球·跨境电商研修班》。

通过进行一整套提升战略视野与前瞻性、企业资本运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卓越领导力、

决策力的课程的诠释，结合国内外参访游学，导入全面专业的深度顾问服务，链接强大的资

本市场，为您破解企业面对行业迅猛发展和政策形势变化所带来的瓶颈与困惑。学员通过系

统、专业、全面的学习和丰富独特的交流互动，凝聚行业智慧力量，共同构建跨境电商企业

家绿色生态圈，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推动行业创新，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世界跨境看中国，中国跨境看深圳！

中国CEO通商全球·跨境电商研修班，欢迎您！



适合对象
PARTICIPANT

PROFILE

跨境电商大中型企业创始人、董事长、CEO

跨境电商投资人

跨境电商领军服务商CEO

对跨境电商感兴趣的其他行业CEO

70%
跨境卖家

15%
行业生态

15%
其他



项目特色
KEY TAKEWAYS

有料
01  顶级权威的师资阵容

著名学府的一流学者专家、一线研究和实战型专家，以及公司治理、资本运作领域的顶级实战精
英，跨境界的名人名家。学院派和实战派有机结合，为您公司治理、投融资创新实践夯实基础。

02  系统实用的课程内容

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注重实战效果，以公司治理为核心进行课程模块化设计，打造出一套专业
化、体系化、细分领域的高端课程。

高端讲座 精品沙龙

教学
方式

课堂讲授

移动课堂

案例讨论项目路演

企业考察

海外交流



03  先进多样的教学模式

理论授课与案例教学相结合，教学采用课堂讲授、互动探讨和商战模拟等方式，探寻企业经营管理的
奥秘，帮助您转变观念、启发思维、提升能力、驾驭目标。

04  丰富多彩的考察体验

组织国内外参访游学、戈壁挑战、名家沙龙、专题讲座、系列兴趣主题活动……为您谱写精彩人生！
您可以参访世界知名企业及顶级跨境电商机构，对话企业高层及交大海外校友企业家代表，针对热点

问题和共同关心话题深入交流，增强前瞻、预见、决策能力。

有趣



有价值

05  同频共振的交流平台

研修班汇聚精英荟萃，学员都是来自不同背景、不同企业的高层人士，其中70%为跨境卖家、15%为行业巨匠、
15%为其他大咖。您可以在此收获稳定的同学情谊，同频共振，自如交流。

06  链接资源的精品圈子

您不仅能收获全面系统的知识，还能更好地运用好平台，链接您需要的资源，彼此赋能，共享商机人脉。

07  对症下药的顾问服务

针对跨境电商企业切身需求，为您进行全面扫描、诊断。提供一系列深度的顾问咨询服务
，包括企业管理咨询、人力资源咨询、股权架构咨询、财税咨询。全方位把脉健康，提升
综合竞争力，升级企业发展。

人力
资源
咨询

财税
咨询股权

架构
咨询

顾问服务

CONSULTANCY

管理
咨询



课程设置
CURRICULUMS

①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宏观经济研判；② 跨境电商的新趋势与发展方向；
③ 心学与企业家修身；④ 感悟中国智慧。

人文智慧（宏观视野）
（32课时）

Techmark商战模拟
（20课时）

开学典礼

① 管理心理学；② 国际商法；
③ 跨境电商财税实务；④ 人力资源战略和组织行为。

实用理论（系统支撑）
（48课时）

① 战略思维与战略创新；② 公司治理；③ 领导力；
④ 跨境品牌与全球营销；⑤ 互联网经济下的供应链管理。

管理决策（企业进化）
（64课时）

① 解密财富传承：家族财富管理；② 黑暗中对话：领导力提升；
③ 闭门论道；④ 标杆企业参访。

借鉴与碰撞（财富传承）
（28课时）

国内外参访游学、戈壁挑战、名家沙龙、专题讲座、系列兴趣主题活动……延伸课堂

结业典礼

01

00

02

03

04

05

06

07



核心师资
CORE FACULTY

余明阳

中国十大策划人之一；联合国国际信息科学院院士、中国
策划研究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品牌研究所所长；上海交
通大学EMBA、MBA最受欢迎老师。

吴 飞

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交通大学高金学院金
融学教授；都柏林学院大学金融学博士；曾担任亚洲金融
协会(Asian Finance Association)理事。

张新安

《企业管理高级心理学课程》首席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管
理学博士、教授；哈佛大学心理学与人类学系博士后；上
海交通大学DBA、EMBA、MBA教授。

张银杰

“公司治理第一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商学院流传“您与内行之
间，就差张银杰一节课”。

魏 杰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曾获
经济学界最高奖——孙治方经济科学奖；被称为“先思一步
的经济学家”，有“魏指点”称号。

王德峰

被学生亲切地成为“哲学王子”，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授课风格极富魅力，是一位“一步一个脚印，一
生一世尽心”的教育者。在复旦大学，王德峰老师的课是必
听的。

单霁翔

现任故宫学院院长，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级），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城市规划专业研究生，工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高级建
筑师，注册城市规划师。

杨 力

全国法院首个智库“上海司法智库”专家；上海市“曙光学者”；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凯原法学
院“最受欢迎教师”；《国际商事法务评论》主编、国家CSR
智库专家。



高金平

著名税法实战专家；被业界誉为“中国税法活词典”、“中国
税务第一人”；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教授；上海交通
大学税务研究所所长。

汪蔚青

知名税务专栏作家；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
事；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财税评审专家，上海交大
海外教育学院税务研究组组长；第一财经频道《解码财商》
解码人。

王 伟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特聘师资；上海自主创新工程
研究院院长；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评委员会专家、上海紧
缺人才工程人力资源课题组长；美国普莱斯顿大学、澳大
利亚国际商学院EMBA客座教授。

孟宪忠

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战略管
理研究所长；三省一市政府经济顾问，百家大型企业经济
与发展首席战略顾问，主要从事企业管理、区域经济发展
战略研究。

胡 近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上
海交通大学人力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上海市管理
学会理事、市青年心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心
理学会、伦理学会常务理事。

周 颖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战略营销系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营销
模式创新；曾获上海交大优秀老师、最受欢迎老师奖。

赵一飞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中美物流研究
院院长助理；上海交大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项目课程首
席顾问；曾马士基物流（中国）有限公司培训讲师、多家
大型物流公司顾问；承担了围绕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和
保税物流的10多个政府咨询项目。



名人名家
MASTERS

吴晓波
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
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其著作《大
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金岩石
独立经济学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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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金融研究所所
长；鑫星伊顿投资顾问公司CEO；上海交大、北大、清华、中欧等
著名高等院校EMBA课程教授。

林奕彰
2006年加入eBay，现任eBay大中华区CEO；曾获2018年
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

陈 伟
阿里巴巴副总裁；马云助理；
《这才是马云》一书的作者。

薛小林
亚马逊全球副总裁；上海交大1977级本科生，毕业留校
后公派出国，取得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福
特汽车和伟世通公司担任总经理、执委会委员和董事会
成员等高层管理职务。

刘江宏
Shopee 跨境业务总经理；多年东南亚旅居经验，对东南亚电商
市场、中国卖家和品牌出海诉求、以及跨境业务供应链效率有
深刻丰富的见解。

陈俊廷
曾任职于苹果；现任Google大中华区总裁，负责该地区
的销售与运营。

胡 珉
乐思门咨询创始人；中国物流学会常务理事；具备丰富
的外企供应链管理实战经验以及供应链管理咨询经验，
参与实施多个中外咨询项目。

注：师资排名不分先后。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保留对课程或师资调整的权利，以课前发出的《课程通知》为准。



增值服务
VALUE-ADDED 

SERVICES

终身学习平台
精英荟萃，资源链接、打造闭环式终身学习平台

学术研讨分享
商学院院长论坛、名家论坛

共享公开课程 
“诺奖得主中国行”  校友活动

定期主题活动
交大会定期举办以上各种活动，您享有交大校友的荣誉和权利，

可终身免费参加交大举办的各种活动，以及陆续推出的线上课程

优先免费选修权，具体活动详情可关注交大网站或公众号了解。

校友资源



上海交通大学始建于1896年，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享誉海内外的顶尖学府之一。素有“东方麻省

理工学院”美誉，现为中国排名前3的名牌大学。自建校以来，上海交通大学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办

学的根本任务，先后成立了在业界极富盛名、培养数十万名学员的安泰经管学院、中欧商学院、海

外教育学院、高金学院等单位。经过125年的不懈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

型、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是上海交通大学从事高层次、专业型、实战性、国际化学历后教育的直

属单位。自2003年成立以来，学院已累计培训学员逾15万名，师资阵容逾3000位，是国内领先兼

具国际影响力的高端继续教育品牌。学院以“坚持海外特色、创导终身教育、铸就一流品牌”为办学

宗旨，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的优良办学传统，开发引进海内外优质教育服务资源，探索名校办名继续

教育之路，为人才强国战略、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和上海交通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服务。

年历史沉淀 位师资阵容 名培训学员

学院介绍
INTRODUCTION



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申请资格：创业3年以上，公司规模50人以上。创始人、董事长、CEO

研修安排：学       制：2年（在职研修，终身免费跟踪辅导），每2个月2-3天课程

                 授课地点：移动课堂，深圳为主

证书颁发：学完全部课程并考核合格，由上海交通大学颁发学校培训结业证书，以及海外学院结业证书

报名流程：填写报名表 → 邮寄报名材料和照片→缴纳学费 → 发入学通知书 → 报到入学

               【报名资料】本人身份证、学历证明、四张证件照片（1寸和2寸照片各两张）



饮水思源 爱国荣校

联系人：青 敏 (老师)      电话：18002567261（微信同号）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虚拟大学园B202室

网址：www.oec.sjt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