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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校友特设课程 

2021 招生简章 

课程总览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数字时代新经济极速发展，人大校友学习的需求也不断升

级变化，为此，商学院强力推出“人大校友特设课程”，为校友及企业赋能，为校友持续发

展续航。自 1999 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高管中心教育中心已开设各公开课程。20

年来，为企业培训了 3 万多名优秀管理人才。 

“人大校友特设课程”旨在进一步全方位提升企业家和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综合能

力和素养，建立人民大学与校友更全面的共进平台。凭借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第一位的各优势学科，通过特邀各学院优秀师资，打造 8 个学科模块。 

欢迎各位校友重返人大校园！ 

课程对象 

仅限人大校友本人（即已获得人大校友资格） 

课程收益  

【超强师资阵容】商学院联合人民大学 8 大学院，由优秀教授进行小班教学授课，帮

助学员全方位了解各学科精点要点，构筑全方位知识体系； 

【全方位体验式教学】反思学习方法导入，结合论坛、思享会、案例互动、心灵修

炼，力求每位学员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高质量交流平台】 提供人民大学各优势学院校友互动交流平台，第一时间分享人大

教授最新研究成果。聚集各界人才，整合内外资源，成为同学与同学，同学与学院，同学

与社会之间交流沟通、共同发展的持续平台； 

【综合素养高阶提升】 高起点，高水平，创新性的课程，融合财政金融、法学、国

学、人文、哲学、新闻学、公共管理学及艺术学。全维度解读管理，提升个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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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本课程一共为 8 个模块，每个主题模块 1 天课程，共 8 天课程。两个月一次授课； 

人大校友特设课程模块 

人大商学院 

管理精髓 

人大法学院 

法律思维 

➢ 管理经济学 

➢ 业财融合 

➢ 公司治理与公司法 

➢ 宪法与国运——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宪制思考 

人大国学院 

文化探源 

人大财政金融学院 

中国金融 

➢ 佛教基本精神：生命、历史与觉悟 

➢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历史与文化 

➢ 金融环境与金融政策解读 

➢ 财富管理 

人大哲学院 

哲思明辨 

人大新闻学院 

新闻媒体 

➢ 西方哲学智慧 

➢ 中国哲学智慧 

➢ 新闻媒体的危机传播管理 

➢ 移动互联网下的精准传播 

人大公共管理学院 

政府治理 

人大艺术学院 

艺术鉴赏 

➢ 公共管理与制度创新 

➢ 中美公共管理比较 

➢ 当代艺术问题 

➢ 走进音乐的世界 

授课模式： 

课程采用讲授、互动教学、友好咨询和管理整合等多种教学模式，帮助学员深入学习人

民大学各优势学科。同时本课程将会采取到各地校友会进行移动课堂教学，并精心设计了对

话《RUCER》——知名校友对话环节，教学模式丰富多彩，在学习人大优势学科的同时，

与各地校友进行深度情谊链接。 

参加课程的学员继续在人民大学专业学习交流平台上持续保持学习和沟通。 

⚫ 学习机会：成长中国大讲堂、大师课堂、首席沙龙、知名企业探访…… 

⚫ 年度盛典：新年论坛、新年晚会暨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 

⚫ 校园重温：商学院校友返校日、班级入学五周年和入学十周年返校…… 

⚫ 校友创享汇：导师论坛、哲学修养、国际交流…… 

⚫ 校际联谊：工商大道戈壁远征、中国高管教育联盟高尔夫邀请赛…… 

⚫ 品牌论坛：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年会、中国财务管理全球论坛、中国企业家年会…… 



 

3 

 

 
师资队伍 

所有课程由我院精心组织的人大优秀师资团队授课，授课老师皆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及丰

富实践经验。 

 

  

 

庄毓敏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兼任全国金融专业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北京市第十三

届人大代表，首都女教授协会副会长。主编《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主要研究宏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取得多项经

济转轨国家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代表性学术成果著作及科研成果。 

 庞红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教授，清华大学金融

MBA 特聘教授；承担过国务院发改委、科技部、国家开发银行等

部门的科研课题；中原银行独立董事，曾担任国家重点项目的金融

咨询工作。曾为工行、建行、中行、通用（中国）等高管做过业务

培训。 

 

  

 

史际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法教研室主任，

法学院图书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

民大学美国法研究所所长。兼任北京市人大常委及法制委员会委

员、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教学研

究领域为经济法、民商法、企业和公司法、竞争法、消费者法等。

先后担任过《经济法原理》（概论）、《经济法总论》、《企业和公司

法》、《竞争法》、《消费者法》、《经济法案例分析》、《民法总论》、《民

法分论》、《民法》（概论）、《罗马法专题》等课程的讲授。 

 王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

书记、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

民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中国

法学会常务理事。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

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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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学刊》

执行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教

授。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儒学思想史、经学思想史、出土简帛等，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孟学史”首席专家，组织两岸三地出

土文献研究计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台

湾大学文学院发起），任中方负责人。主讲课程有《中国思想史研

究》、《论语研读》、《孟子研读》、《老庄研读》、《先秦诸子概论》等。

长期面向社会举办各种国学讲座，包括《老子的永恒智慧》、《极高

明而道中庸——〈中庸〉的管理智慧》、《〈大学〉与人生修养》、《论

语的人生智慧》、《儒学与管理》等，受到欢迎。 

 黄朴民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

人文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兼历史系主任、

国学院执行院长。兼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

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学)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史学会

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孙子兵法》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军

事史。是国内外从事《孙子兵法》与中国古典兵学研究的代表性学

者。黄朴民教授从 1984 年到今天，撰写和出版了多部著作，在海

内外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百篇。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

目、陕西电视台“开坛”栏目、《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中央电视

台央视国际网、福建东南电视台、浙江人文大讲堂以及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地多次作专场讲座。 

 

  

 

戴德明 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授，会计学专家，会计界最年轻的博

士生导师之一。 

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现任会长，北京审计

学会副会长，财政部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会计研究》编

辑委员会委员。主要课程:《高级会计学》、《会计理论》、《财务会计

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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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平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

副理事长。主要讲授课程： 管理经济学、工业经济学、产业组织学、

现代工业管理与研究。著有：《知识经济与产业变革》、《争天下先》、

《工业组织学》等。多项课题如后产业组织时代我国市场的垄断与

反垄断课题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机制

研究、面向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选择。 

 支晓强 中国人民大学财务与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 年入

选首批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学术类）。兼任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

本分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内部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曾任多家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罗安宪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

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秘书长。讲授课程：中国哲

学史，儒家经典、道家经典。研究方向：道家哲学、儒道关系。主

要学术成果：《虚静与逍遥——道家心性论研究》、《儒道心性论的

追究》、《和谐共生与竞争博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释道心

性论比较研究负责人、教育部人文社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

古代的德治与法治项目负责人、“211 工程”项目：孔子研究与中国

传统文化项目负责人。 

 温金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净土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研究员；北京什刹海书院副院长；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江苏

佛学院寒山学院、江苏尼众佛学院、浙江佛学院研究生导师。研究

方向为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主持多项国家社科研究基金项目，出版

多部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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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光晋 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常务理事，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教育部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评论”第一首席专家等。《国际新

闻界》副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独著或合著专著 5 本、教

材 9 本、学术论文近百篇。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理事、行业标准委员会

委员、卫生部国家级卫生应急专家、公安部治安局公共关系顾问、新

闻传播类核心期刊、CSSCI 期刊《国际新闻界》副主编、从首届开始，

连续十届担任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委员、评委。 

 

  

 

张成福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社

科百人工程”入选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政府管理与改革

研究中心主任，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任第六届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行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政治与行政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

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作为国内研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著名专家，

主持承担中央部委、各省级政府委托的多项重大课题，为我国政府

改革和社会发展提交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与咨询报告。 

 唐钧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

中心副主任。中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研究中心研究员；国

家发改委培训中心客座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从事应急管理、风险评估、危机公关、公共关系等领域等

领域的研究，是国标《GB/T 33455-2016 公共事务活动风险管理

指南》起草人、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市城市管

理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国家职业资格“应急救援员”技能培训统一

教材《紧急救助》主编、社科院蓝皮书《形象危机应对》《社会风险

评估》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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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淳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

教育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当

代写意油画研究院常务理事、北京美协油画艺委会委员等。其作品

被中共中央军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文化管理学会、意大利文

化艺术中心、韩国釜山当代艺术中心、山东省博物馆等机构收藏。

曾荣获意大利“第十七届那不勒斯国际经典文化节”最佳视觉艺术

奖、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杰出艺术成就奖”、“纪念

建党八十周年全国美展”优秀奖、“中国油画大展”优秀奖、“中国

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艺术创陈贡献奖”等国内外专业奖项。 

 黄华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

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李可染画院研究员。

曾在德国汉诺威居住和创作，为德国造型艺术家协会会员。旅德期

间在欧洲举办了 30 余次个人画展，作品被多个美术馆、艺术机构、

收藏家收藏。回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授课。 

证书授予 

完成规定课程的学习，经考核合格者，由中国人民大学颁发人民大学校友特设课程

班结业证书。 

授课时间 

2021 年 8 月开课。本课程八个课程模块，两个月一次课；共 8 天。 

报名流程 

仅接受人大校友报名，每班 40 人，如名额已满，可选择进入等候队列，如有空余席位，

将按排队顺序递补，需提供校友资格信息。 

 

 

 

  

办理入学手续，携带以下资料： 

1. 1 寸和 2 寸彩色照片各两张（照片背后请注明姓名）； 

2. 身份证、学历证（或同等学历证明）的复印件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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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费用 

人民币 19800 元/人（含培训、资料等费用）。 

 

 

 

 

 

 

 

 

授课地点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联系方式 

报名地址：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商学楼 808 室 

联 系 人：郭老师   

电    话：010-82509160 13911087171（同微信） 

邮    箱：guojing@rmbs.ruc.edu.cn 

网址：http://www.rmbs.ruc.edu.cn/ 

交费须知： 

1、个人账户缴费： 请通过人大培训网发布的培训项目缴费链接（中国人民大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进

行缴费。 

2、单位账户缴费：通过银行汇款缴费。 

收款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收款帐号：0200 0076 0902 6400 244   

特别说明：汇款时“收款人（单位）”一栏均只填“中国人民大学”六字，在“用途/摘要”栏里填上“商

学院人大校友特设课程（学员姓名)培训费”。 汇款后请将银行汇款回单回复至人大商学院高层管理教

育项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