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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 2021
举办“两会前经济形势分析会”

第二届北大光华案例日论坛举行

第23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两会”前瞻，解析热点经济问题，《人

6月，第二届北大光华案例日论坛举行，共议

第23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12月18日顺利

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彭博

“新商业 源动力”。2021年度北京大学管理

举行。受疫情影响，论坛在线直播并首次

新闻社等50余家国内外媒体参会报道。

案例研究中心新增原创案例70+篇。截至目

尝试 “小程序”与观众互动，得到了广泛

前，北大管理案例库已收录近300篇光华原创

关注与好评。当日，新华财经、中国网、

案例。

新浪网、网易财经、腾讯新闻、凤凰财

光华团队获北京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

经、财经网及北京大学视频号、微博号等

等奖
4月，《组织与管理》讨论班教学团队代

首届“共同行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高层论

25个线上入口同步直播，近400万网友在

表学院参赛并荣获一等奖。

坛举行

线观看。

6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生态
对话诺奖得主

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大

成立两个行动实验室

4月，刘俏院长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学光华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首届“共同行

12月18日，光华发布了“共同富裕行动实

罗伯特-威尔逊线上对话，吸引来自20个

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高层论坛在光华举

验室支持计划”与“碳中和行动实验室支

国家的1200余名观众在线参与。

行。

持计划”，以有组织的科研服务共同富裕

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

北大-康奈尔MBA&MMH双学位项目发布

来有更多人加入光华，支持光华，与光华

4月，光华与腾讯公司战略合作发布会暨

7月，光华与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商学院正式联

同行。

“数字中国筑塔计划”启动仪式举行，双

合发布MBA&MMH双学位项目，为全球服务

方联合探寻数字化转型标杆力量。

业培养和输送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卓越人才。

的时代愿景与“双碳”国家战略。期待未

其中，“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将聚焦消
费券的发放和效果评估、消除数字鸿沟、

推出“百年讲述”系列公开课

《会计学》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人工智能与低收入人群健康、金融教育、

建党百年之际，光华与北大宣传部联合推

10月，陆正飞、黄慧馨、李琦三位教授编写

文化价值和行为模式、技能培训与人力资

出专题“百年·讲述”系列公开党课，6

的教材《会计学》（第四版）荣获全国优秀

本培育、公积金改革与身份认同等多个领

位北大光华教授开讲，全网视频传播量近

教材（高等教育类）一等奖。

的研究。“碳中和实验室”，将探索适合
中国国情的碳中和行动方案，研究涉及经

930万。
多层次开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

济转型、产业演变、市场交易、企业转型

再添4名学术带头人

11月，学院党委组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党

和消费变革。

2021年新增两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委委员集体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

沈俏蔚、王汉生，两位教育部长江学者青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首届北大光华校友云端跨年歌会

年学者麻志明、王锐。

史经验的决议》。

12月29日晚，首届光华校友云端跨年歌会

“沃土计划”推出十年

光华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

看并热情参与互动。本次歌会由来自学院

“沃土计划”思政实践作为光华本科生培

项目”立项

各项目同学、校友、以及多位光华教授、

养的重要环节之一，引导学生深入认识国

11月，周黎安教授代表学院申报的《构建学

荣休教授等共同呈现。丰富多姿的表演勾

情社情民情，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生终身受益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项目，成

勒出一副温馨、蓬勃的光华大家庭图景。

当的新时代青年。

功入选2021年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

温情启幕，近万人次海内外光华人在线观

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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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有组织的科研，服务国家战略
光华管理学院以光华思想力不断提升智库

合研究为基本方法论，紧扣 “双碳”目标

◆

建设水平，瞄准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需

的现实需求和第一性问题，提炼关键科学问

布了十几份研究报告，深度参与了一批国

求，自上而下地做有组织的研究。

题，研究家庭碳消费的重要性及差异性，设

家部委、监管部门以REITs为主题的方案

计推动消费偏好和需求改变的公共政策和激

论证和文件起草，为解决不动产金融的重

《2035年远景目标和2050年展望研

励机制。通过系统理论构建、实践探索和实

大问题提供研究支持。

究》、《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实施路径

证分析检验推动面向碳中和的经济管理理论

和重大举措》、《“十四五”时期我国

发展。为如何明确碳中和短中长期目标、权

户籍制度改革研究》等高质量报告为国

衡发展和减排的关系、协调局域经济发展不

家制定“十四五”规划最关键部分提供

平衡、解决技术路径和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

了基础依据，均编入国家发改委出版的

提供破题思路和相关政策建议。

◆

《“十四五”规划战略研究》。

◆

积极推动中国REITs市场的建设，陆续发

深度参与住建部吸引灵活就业人员自愿

缴纳公积金试点。

◆

深入开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优化区域

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高端智库课题研究。
◆

积极聚焦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作

基于中国碳中和实践，积极面对实现碳

为工信部IMT—2030经济社会组组长单位，

中和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推动经济学发展的

光华致力于相关研究，以期有效促进5G/6G

住房问题的研究，承接国家发改委相关课

科学问题，以宏观经济、经济结构形态和

及信息通信技术的商业模式发展，使得信息

题，积极建言献策。

产业动态演变、碳价格形成机制、企业整

通信技术更好造福于经济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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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新发展阶段，系统开展解决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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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师资队伍

全职教员

116

位

2021 新增教员

海外教育背景

10

76

位

%

教育部“长江学者”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18

11

7

位

位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1

6

位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1

位

位

位

中宣部 " 四个一批 "

2

人

青年拔尖人才

1

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获得者

国际学会会士（Fellow）

10

2

位

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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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光华拓展知识边界
2021 年学术论文发表详情 （据不完全统计）
学术论文已发表及已被
接受

353 篇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遵循国际最高学术标准，光华学者在科研方面不断开疆拓土，

SCI、SSCI 引用

拓展知识的边界。逾百篇学术成果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或被接
受，从量到质均位居亚洲学府前列。

153 篇
SSCI

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是国际公认的进行
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

23 篇
已接受 11 篇

英文一类
国际及国内
高级别学术期刊

英国《金融时报》
认定的50种经管类权威杂志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
分校界定的24本顶级期刊

英文二类

60 篇
已接受 8 篇

中文一类

8篇

中文二类

24 篇

FT50

23 篇
已接受 8 篇
21 篇
已接受 6 篇

UT-Dallas 24

以丰厚学术积累，著书立作

据不完全统计，2021光华学者撰写、编著出版5本学术新著，再版1本教材，沉
淀研究成果，领航学科发展。

著作

教材

《辩证领导行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导理论与实践》 作者：王辉教授
《超越投资误区》作者：刘玉珍教授
《创变：数字化转型战略与机制创新》作者：武常岐教授、董小英教授
与其他学者合著

《坦荡人生无悔路（修订版）》作者：曹凤岐教授
《金融中心数字方法》作者：李辰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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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理论》 作者：朱善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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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学科排名居世界前列
20

2019

2020

2021

新加坡国立大学		 14

13

13

香港科技大学		 18

20

22

清华大学		 27

25

23

北京大学		 24

23

24

香港大学		 29

27

28

东京大学		 42

42

49

复旦大学		 50

49

62

新加坡国立大学		 18

18

17

北京大学		 30

25

24		

东京大学		 23

26

30

清华大学		 31

28

25

香港科技大学		 26

29

27

香港大学		 43

40

49

复旦大学		 51-100

51-100

51-100

新加坡国立大学 13		

13

12

香港科技大学

16		

16

22

清华大学

39		

34

31

北京大学

32		

36

35

香港大学

27		

41

44

复旦大学

50		

50

50

东京大学

51-100

51-100

51-100

会计学与金融学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4th
经济学与计量经济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24

th

商业与管理研究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tudies

35

th

*数据来源：QS发布2021年度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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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思想力”是北大光华的智库平台，旨在立足新时代中国，遵规范的学术标准，循
前沿的科学方法，做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
“光华思想力”扎根中国大地，紧紧围绕中国经济和商业实践开展研究；提供政策建议
和咨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市场规律和趋势，服务企业前沿实践；讲好中国故
事，提升商学教育；支撑中国实践，贡献中国方案。

部分课程开发成果
◆

中国经济

◆

金融创新与产品设计

◆

中国金融

◆

技术创新管理

◆

中国管理

◆

行为金融与财富管理

◆

中国式领导力

◆

碳中和下的经济与产业

◆

人工智能与社会经济

◆

中国新经济：数字营销

◆

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

◆

中国式财富管理

◆

华人家族企业领导与创新

◆

中国REITs先锋项目

◆

平台生态圈

◆

共演战略

◆

医疗产业课

◆

数字化产业转型：战略、创新与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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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布近160期研究
简报】

【案例】

【光华思想力研讨会】

（部分案例）

热点交流（部分内容）

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

定期向有关部门报送相关应用型研究成果，
提供决策参考，多次受到领导人 批示。

◆
◆

◆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系列案例
产业互联系列案例
数字化系列案例
首钢股份“数字化转型”道路上的新问题

与解决方案
◆

阿里拍卖：引领与创新

◆

越秀集团：地产开发+REITs的模式探索

◆

企业社会效应债：社会效益与融资的新
模式

◆

高原上吹响二次农地改革的号角：赵家峁
经验

（部分简报）

◆

“碳中和”给经济学提出哪些新问题

◆

谷歌诉优步——全球自动驾驶知识产权第
一案

“碳中和”愿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路径

◆

文远知行：L4级别自动驾驶的先行者

“碳中和”愿景下发现有效碳价格的机制

◆

尊重、融合、进取——海尔并购GEA的兼

◆
◆

研究——碳排放权交易
◆

2035城市发展新格局

◆

中国长期全要素生产率的重新估计以及与

容之道

美国的对比分析
◆

提升生育意愿、确保稳定生育实现率

◆

关于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几点建议

◆

亟待建立数字经济时代的国有资产交易
体系

◆

中国公募REITs试点的治理结构问题研究

◆

中国资本市场信息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ESG）调查报告

◆

AI+另类数据驱动绿色金融

◆

人工智能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

◆

人工智能在会计金融的应用和展望

◆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交互——人机合作的
效率与平等问题、关注人工智能落地过程
中的算法厌恶问题

◆

如何推进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消费者隐
私保护合作——基于跨国问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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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共同行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高层论坛

◆

“碳中和”经济社会影响研究闭门研讨会

◆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当前人口形势”讲座

◆

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报告发布会

◆

光华-中金工作坊

主题研讨（部分内容）
：
◆

《中国高铁投资回报测算
——营利模式与盈利模型》

◆

《工业互联网：我国企业的挑战与机遇》

◆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

◆

《洞悉散户思维黑洞：散户的沉浮与跌宕》

◆

《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落地及挑战》

◆

《人工智能的前世、今生与未来》

◆

《AI助力城市规划——让城市更美好》

光华管理学院 2021 年度报告

聚焦管理实践，
以案例讲好“中国故事”
案例作为探索未来商业新模式、新实践可依赖的宝贵知识资产，在商学教研中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光华通过对一个个标志性企业、现象级模式的深入剖析，剥茧抽丝商
业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用紧跟时代的案例研究范式，用案例讲好“中国故事”。

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是隶属于北京大学的案例开发研究机

中心以不断推进案例教学在教育、培训、企业管理领域的应用

构和案例推广服务平台，成立于2000年4月。依托北京大学光华

为根本使命，为光华管理学院的各类教学项目和人才培养、研

管理学院严谨的研究和教学积淀，光华学者和研究员们聚焦中国

究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持，助力提升商学院管理教育与管理研究

背景下的管理实践，不断开发本土的、有代表性的经典案例。

的水平。

截至2021年末，中心已组织开发并收录了近300余篇系列企业案

未来，中心将继续秉持为教学服务的理念，紧贴时代需求，用案

例，内容涉及工商管理教学的全学科领域，并基本覆盖各个行

例讲好“中国故事”，为全球商学教育领域了解中国商业环境提

业，在企业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资料和研究成果。

供最佳参考，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的商业新动能。

已展开案例合作的部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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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项目 持续创新的商学教育体系
本科

（MPAcc）基础上，于2019年启动审计

学素养、创新思维、实践意识、家国情

硕士项目（MAud），致力于培养具有市

怀”四个方面，致力于培养能进行高质

场竞争力的高水平、高层次的财务管理领

量科学研究，具有国际视野、社会责任

军人才。

感与学术影响力的青年学者，引导学生

坚持“个性化培养”与“多元化发展”

用国际通行的研究范式做具有国际水准

相结合的培养原则，对低年级实行通识
教育，高年级实行专业教育，帮助学生
巩固专业理论，培养专业素养，掌握
专业技能，提升创新能力，开拓国际视

的中国学问，在国际学术舞台和学术话

博士

语体系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做出

以研究型人才为培养目标，围绕“科

引领性贡献。

野，成为相关领域的杰出人才。

金融硕士（金融专业
方向、商业分析方
向）、会计硕士、审
计硕士
金融硕士项目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为
适应和推动中国金融市场与中国数据产业
发展而重点打造的全日制硕士项目，学制
2 年。项目设有金融专业（MFin）和商业
分析（BA）两个方向。
作为国内获评A+成绩的两家会计硕士
培养单位之一，学院在会计硕士项目

2021年，项目以“科学、创新、实践、情怀”的新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本科、专业硕士教学改革。
◆ 本科项目启动“专业+Minor”的新型培养模式，学生完成主修专业及方向的同时，可选修一个或者多个Minor，缩减学分、实现拓
展；开设市场营销专业数据科学新方向，培养精通数据商业价值、技术与管理兼备的高级人才。
◆ 打造“走进光华”品牌项目，创建全国首个面向高中生的经济管理方向大学先修课程平台（gsminspire.com），举办2021年“走进光
华——全国优秀高中生体验营”，促进学生深入理解经管领域。
◆ 聚集校友力量，共谋学生培养。MPAcc项目打造“享行致远”、“知联前沿”、“业界导师”、“整合实践”等活动，来自银行、基
金、证券等不同领域的资深校友将宝贵的实战经验融入在校生培养，不断传承光华人“互帮互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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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社会公益管理方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MBA项目社会公益管理方向（北大光华
MSEM），旨在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管理能力和实
践能力，并致力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的高级管理人才或社会企业
家。结合社会公益的行业特点和商业管理的知识体系，引入公益
界的实务专家进行实践经验传授，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知识储备

MBA

和能力素质训练，助力学生们在公益行业内获得很好的发展从而
推动整个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光华MBA项目从科学、专业和价值这三个维度构建MBA教育的
底层逻辑和课堂内外的培养体系，以培养“北大新青年、商界新
领袖”为目标，帮助新时代的变革推动者酝酿新思想、产生新
知识、传播新理念、拓展新视野、抓住新机遇。迄今为止，光华
MBA项目已招收了二十八届MBA学生，过万名学生曾经或者正在
这里学习。在学院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项目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MBA教育管理体制。2021年，项目
首次启动北大-康奈尔MBA&MMH双学位项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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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管理教育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ExEd）融汇前沿经济管理
知识与中国企业实践，依托北大及全球名校学术力量，整合工商
业界优质资源，致力于提供及时灵活、切合时代需要、贴近企业
管理实际的高层管理教育。持续提升企业家创新力与领导力，打

EMBA

造企业家终身学习平台。
公开课程：

北大光华EMBA于1999年开始招生，是中国大陆公立大学中的首
创者。项目以高级管理者领导企业做大、做强、走向国际为目

综合管理类项目突出光华学术思想、以前沿研究见长，“中国

标，秉承北京大学深厚科研实力和人文底蕴，依托光华教授严谨

CEO”聚焦核心高管需求打造旗舰管理课程，“中国经理人”激

扎实又紧密联系实际的研究，将“光华思想力”传播到学员所领

发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潜能、厚植组织发展之基；

导的组织中。创立以来始终与中国企业家并肩同行，并根据业界

商业人文类项目承北大底蕴，汇学术大家，“时代企业家”培养

需要设有综合EMBA、光华—凯洛格国际EMBA，分别专注于全面

复合思维、塑造新时代战略领导力；“从历史看管理”探究古今

综合的领导力、引领企业走向国际化等不同的侧重点。

治理之道，形成管理新知；
产业深耕类项目搭建顶级资源互动平台，实现产学研深度联动，

秉承北大“常为新”的理念，项目持续推进EMBA教育体系创新，

“医疗健康产业领航计划”实现跨学科强强联动，“中国REITs

面对时代挑战做出积极的思考与回应。从“科学思辨、趋势前

先锋”立足光华多年研究、推动行业发展，“资本市场与产业战

瞻、知行合一、敢当无我”四个维度体现光华EMBA的价值主张，

略”发挥光华金融学科优势、助力产融结合；

从而让光华EMBA真正成为同学校友的思想智库和精神家园。

前瞻创新类项目聚焦管理新变局、积累先发优势，“数据思维：
大数据的商业应用”助推企业数智转型升级，“新生代领创计
划”探索变革创新之道，服务青年商界精英。
定制课程：
北大光华高管教育响应组织需求，为不同类型企业提供高质量定制
化管理培训方案，同时关注双创人群和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搭建产
学研互动平台；定制课程更是光华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渠道，光华
连续多年协助中组部举办的国家重点央企管理人员相关研讨班已成
为品牌项目，携手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的“薪火共燃”培训计划则成
为高校服务地方发展建设和创新能力提升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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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中心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着人才需求的改变，与之相应的商学
教育也随之而变。与时代同行，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2020年
4月，光华成立数字教育中心，致力于构建全新的数字化商学教
育生态——创新性地将数字工具灵活运用在“教”与“学”之
中，探索和创造科技助力学习的无限可能。
随着数字教育的逐步深化，2021年底中心已拥有200+数字课
程，通过“数字光华”在线学习平台，已为多家政府部门、央
国企、民营及外资企业提供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人才培养方
案，并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设计并推出多个精品公

管理学博士联合培养项目

开课程。
数字经济青年，致力于培养推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青年学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合作开设管理学博士

们，深刻理解科技革命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掌握数字经济

联合培养项目，旨在通过科学严谨的学术思维训练，帮助企业家

必备的经管知识，进而投身到数字中国的建设之中。

探索出应对不确定发展环境的管理模式；用学术思维梳理企业实

纵深中国讲行社，是为海外归国人员开设的研学项目。课程以

战经验，形成创新的管理思想并传承给未来的商业领袖。项目旨

课堂讲授、实地走访、问题调研等形式，帮助学员直面“中国
式”增长的第一性问题，体悟中国发展的活力与韧性，探寻企

在成就一批具有全球战略格局和卓越研究能力的思想者。

业和个人成长的机遇与挑战。培养既具宏观视野，又有市场洞

经过耐心打磨，项目已经产生了一些聚焦中国前沿商业实践问题

见的新型国际化领航人。

的研究成果，培养出了一批深谙实践且能够进行学术探究、具备

科技与商业-信息技术创新产业，旨在培养信创领域新一代领军

相当科研水准、能够书写中国故事的企业家学者。

人，聚焦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科技发展前沿，链接
产业发展与商业实践，助力国家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管培生，依托北大学术底蕴和领先企业人才发展实践，是
面向青年学生的职场综合能力提升方案。项目聚焦职业发展中
的核心技能，着重对学员商业敏感度、业务管理能力的培养，
助力他们更好实现从校园学子到职场精英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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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与合作
“未来领导者”国际本科项目
经过北京大学招生委员会和全球顶尖商学院的层层严格筛选，2021年秋季，项目迎来了第二届来自
17个国家和地区的43位学生。他们从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展现出了优秀的学习能力，开阔的视
野和领导潜力。他们勇于面对不确定性，敢于迎接挑战，胸怀世界，渴望探求新知。他们将共同以
“书院制”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完成本科阶段工商管理专业的学习，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充分浸
润，并通过课程与实践深入学习了解中国经济与社会。
“未来领导者”国际本科项目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发起，目前已与13个国家和地区的15所全球
顶尖商学院达成合作，旨在以世界水平的本科管理学位教育为全球化新时代培养具有跨文化理解力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感的国际领导者。被项目录取的中国优秀学生将与从合作院校选拔出的各国青年
才俊，共同在光华管理学院度过本科第三、四学年，完成学业后获得北京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

北大光华-世界银行OLC“中国发
展”英文线上课程
2021年1月11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世界银行Open
Learning Campus（OLC）共同合作，于edx平台联名推出“新兴
经济体的发展：中国案例”MOOC英文线上课程。15位北大光华
学者，他们拥有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背景，从不
同维度和视角，以学者的科学精神、深厚的理论积淀、前沿的研
究实践和严谨的叙述方式，通过线上课程，带
领全球政、商、学各界人士理性、客观地认知
中国，解码中国经济发展的奥秘与逻辑。该课
程上线以来，已经吸引全球135个国家与地区
的学员参与线上学习。

扫一扫了解更多

北大光华-港大经管本科双学位项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均为亚太地
区首屈一指的商学院，两校“强强联合”在经济金融领域开展新型
本科双学位项目合作，共同选拔优秀学子进入北大与港大学习，旨
在培养一批兼具优秀学识和多元视角的国际化、复合型青年经管人
才。该项目学生将在本科第一、二学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第三、四学年前往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学习，并享有
全额奖学金支持。学子们在完成联合培养方案、满足两校学位要求
后，可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以及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学
士学位。首届4名项目学生已于2021年9月前往香港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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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光华国际博士项目（iPhd）
光华国际博士项目（iPhD）旨在通过严谨、系统和前沿的学术训
练，培养能够胜任高水平大学、政府部门、智库等教学与学术研
究工作的国际学者。项目通过对中国发展经验、发展道路、发展
模式进行梳理研究，建立具有通用性的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相
关的理论体系，将学科发展的边界向外推进。iPhD以全英文授
课，提供全额奖学金，完成学业及博士论文的学生将获发北京大
学经济学或管理学博士学位。

学生交换项目

“华人留学生知中国”系列项目

疫情的持续影响使得国际交换生仍通过线上与线下两种方式参与

始于2021年春季，学院每学期举办“华人留学生知中国”学期

交换项目。2021年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共接收来自50余所世界知

访学项目，于夏季举办DBIC“华人留学生知中国”暑期项目。

名合作院校提名的交换生120位，其中68位国际学生克服时差以

2021年该系列项目的学员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剑桥大

线上方式参与线上交换学习，52位学生参与实地交换。

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
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大学、墨尔本大学、悉尼

学院不断推动国际化进程，加强同世界各合作院校的互通互联，

大学、多伦多大学、巴黎政治大学、香港大学等近30所世界顶尖

夯实院校间的合作关系，逐年增加交换名额。截至2021年12月，

高校。

与光华签订学生交换协议的院校达到134所，分布在北美洲、大
洋洲、非洲、南美洲、欧洲、亚洲的36个国家与地区，持续为各

参与交换项目和“华人留学生知中国”系列项目的华人学生，通

个学位项目的学生提供丰富的海外学习和交流机会。

过在光华修读课程，尤其是学院精心打造的“中国系列”课程，
以及与政府、企业和当地同学的互动，多维度地、客观地、深入
地认知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中国营商环境、企业管理特色、了
解人才就业市场，从而更知自己，知中国，知世界；鼓励他们培
养国际视野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承担起新青年的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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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校友
秉持“共筑终身学习家园”的理念，光华管

901
299

本科

金融硕士 （MFin BA）
会计硕士 审计硕士

理学院为在校学子和校友们提供多领域多维
度的学习机会，并致力于持续构建中国商学

截至 2021 年秋季学期

院中最多元、最广阔、最具规模的校友网
络。光华校友们已成为中国以及世界社会经

871

济发展中的奋进者和贡献者。

MBA 与社会
公益管理硕士

学位项目在读人数

3700+
477
学术硕博

“北大光华校友汇”线上家园

校友

“北大光华校友汇”微信小程序于2021年

全球光华校友

6月正式上线，旨在为光华校友打造交流共

30000+

享、终身学习的平台。校友注册成功后可随
时随地与学院、与其他校友保持高效互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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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发展
2021年，多家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在创新研究、案例开发、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教育信息化等诸多层
面对学院进行全方位支持，学院在推进“产学研创”一体化方面迈出坚实步伐。与此同时，3万+光华校
友心系学院，以各种方式支持学院建设，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每一位光华人的回馈，为学院提供的人
力、智力、财力等各类支持，都将帮助推进学院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商学院的进程。

2021年度捐赠名单（不完全统计）
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王立彦

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夏斌

曹凤岐

贾春新

肖欣荣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拉卡拉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香原溪实业有限公司

李晓楠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鼎士科技有限公司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淼

度小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瑞信管理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张益凡

EMBA112班

山西杏花村汾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赵瑞辉

EXED户外俱乐部“征七工作组”

申霓

中共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有限公司委员会

范成钢、徐春芝夫妇

石俊奇

海马（郑州）房地产有限公司

孙利军

注：以上按照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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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保障
2021年度学院提交入党申请书179人，确认为入党积极分子179人。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活动

2021年全年共发展预备党员108人，预备党员转正132人。目前，学

以来，学院党委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庆祝建党百年活动和党史学

院共有党支部19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7个，学生党支部12个。2021

习活动。学院党委组织党员老师录制“百年·讲述”系列公开课，

年，学院共有10位师生党员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2位

学院党员与清华五道口青年学生赴井冈山联合开展“永远跟党走”

老师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2个党支部被评为“北京

主题实践，本科生党支部开展“学党史，悟初心，担使命”活动，

大学先进党支部”。

企业管理学硕博党支部开展 “庆党百年·观看优秀影视作品”活

2021年，在学校党委、纪委的领导下，对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和整
改要求，学院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的教育方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导学院党政各项工作，把新思想全面融入学院办学理念，坚持将
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与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在发展定位、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方面始终围绕主责主业不断突破
创新。学院坚持“以本为本”，以“光华第一课”等多种形式实现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领，加强对学生进行品德、学术道德方面的教
育，探索建立将思政课堂与专业培养相结合、德才兼备的新型育人
模式。同时，加快高层次人才引育，培养聚集一批马克思主义政治
素养过硬、学术造诣深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全方位
助力青年教师成长，引导青年教师尤其是海外青年教学科研人员扎
根中国实际、研究中国问题，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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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会计金融硕博党支部开展“深入学习四史，坚定理想信念”交
流分享会，管科统计硕博党支部开展“百年党史天天读”活动，开
展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主题讨论，本科第二党支部开展
“焕发新风 党史学习落实身边活动”，2020级金融硕士党支部开
展“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党史学习活动等。7月1日当天学院组织
师生集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光华学子参与到
了相关庆祝活动中，致敬百年奋斗，礼赞百年华诞。有7名同学在
大会现场参加合唱和献词，有6名同学作为优秀代表现场观礼，有
17名同学参与到建党百年文艺演出中，有27名同学担任大会现场
和各类活动的志愿者。同学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参与和见证这一伟大
时刻，发出北大青年的时代强音，展现光华学子的使命担当。截至
目前各党支部共进行活动100余次。

北京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
电话：(86 10) 6274 7033

深圳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高新南七道

深港产学研基地东座四层
电话：(86 755) 8886 0678

上海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北外滩
电话：(86 21) 52573882 / 3883

西安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凤凰大道6号
电话：(86 29) 8136 1999

成都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

天府菁蓉中心B区2-6栋
电话：(86 28) 8603 5758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官方微信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英文网站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小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