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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大學

為適應國內經濟發展需求，
加速建設高級工商管理人才隊伍，
由四川省企業聯合會與
香港公開大學合作，
引進現代先進工商管理教學課程，
開辦高級工商管理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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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川省企業聯合會簡介
經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省民政廳核准，四川省企業聯合會（簡稱“四川企聯”）成立

于 1981 年。是四川省企業及企業經營管理者、企業組織、理論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及新聞
工作者聯合組成的最大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一，也是我省成立較早、最具有權威性、代表性
和廣泛性的社會團體組織機構之一，是聯繫和溝通政府與企業的橋梁和紐帶。
四川企聯是四川企業的代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的
意見》（中發 [2015]10 號）及四川省委、省政府《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的實施意見》（川
委發 [2016]5 號）文件授權行使企業代表組織功能，代表企業、企業家（雇主）參與省級勞
動關係三方協調機制。
四川企聯設理事會，第八届理事會（2014-2019）理事成員單位 477 家，其中企業理事
429 個，參照《四川企聯章程》和第八次全省會員代表大會“具有相當規模、極具發展潜力
高級工商管理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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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業及地方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和代表性”的理事會理事成員申請資格要求，本届理事會
基本涵蓋了我省各行業、各地區中、大型優勢企業。
四川企聯日常辦事機構 秘書處，內設 8 部 2 室， 設雇主工作委員會、管理創新工作委
員會、維護企業和企業家合法權益工作委員會、企業職業經理人資格認證管理委員會、企
業培訓工作委員會、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企業諮詢委員會、企業文化研究會、中小企
業促進工作委員會、創業投資促進工作委員會、企業信息工作委員會共 11 個二級專業委員
會。對成員單位實行會員制組織結構和管理，目前有市、州、縣（區）等區域性企聯組織
118 個，全省性行業及集團企業協會組織 49 個，全省企業（團體）會員 1668 個，個人會員
3158 個，聯繫全省企聯系統會員企業 19886 個。兩會最高權力機構 全省會員代表會議。
30 多年來，四川企聯本著“自立、自治、自養”的發展方針，秘書處已具有一支團

結、積極、高效 專業的服務隊伍。 根據政府部門及企業發展的要求，逐漸形成了四大核
心服務職能。一是政府决策參謀職能。通過專題研究以及對四川省大企業大集團的跟踪分
析， 政府經濟主管部門制定經濟政策、 業政策提供决策參考依據和對策建議，參與重要法
律法規的制定和修改，做好政府部門委托的各種工作。二是雇主組織職能。參加國際雇主
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各項活動，代表雇主參與四川省協調勞動關係三方會議機制的建設
和推動，協調企業勞動關係，維護企業和企業家的合法權益，推進和諧勞動關係企業及和
諧工業園區的創建。三是推動企業持續成長職能。廣泛聯繫各方面資深學者專家， 提升企
業管理水平提供諮詢服務，通過出版、培訓等手段傳播現代管理理論、推動企業建立現代
企業制度，通過職業經理人資格認證，培育企業家隊伍、提高企業家隊伍素質，通過企業
100 强分析 企業發展提供指導， 企業發展提供信息服務，推動企業信息化建設，同時通過

推動清潔生 等方式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四是中介評價和服務職能。組織省內會員之間、

省內企業與省外企業、省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的學習交流，通過管理諮詢顧問資格認證，搭
建管理諮詢平臺，培育管理諮詢隊伍。受政府委托，組織實施四川省杰出企業家、省優秀
企業家評選與表彰，四川誠信企業、優秀企業基層管理者的評價、宣傳活動，推廣優秀管
理創新成果、優秀管理論（著）文、優秀企業文化成果等。
四川企聯緊緊圍繞党的經濟建設方針，結合四川省經濟和社會發展現狀與要求，充分
體現企聯系統服務網絡及智能合成優勢，加强與各省級行業協會、异地駐川商會、相關友
好社團及社會各界的溝通和合作，積極開展政府滿意、企業歡迎的有影響力的活動，得
到了各級政府的支持，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年組織活動均在 50 項、參與人數在
10000 人次以上，主要有：
“企業家活動日”慶典活動；四川企業 100 强排序及分析；省協

調勞動關係三方會議；經濟政策及重點行業發展預測會；優秀管理創新成果、優秀管理論
（著）文、優秀企業文化成果評選表彰和推廣；企業職業經理人資格認證；企業可持續發展
論壇；企業誠信論壇；中小企業成長暨投融資論壇等重大活動。

二

香港公開大學及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簡介
香港公開大學是由香港政府創辦（當時由香港立法局以立法形式通過《香港公開大學

條例》
）
，是唯一專門為在職人士提供遠程學歷學位課程的大學。香港公開大學的課程涵蓋大
學本科及研究生院的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所有頒授學位均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與
其他以全日制課程為主的香港公立大學具有同等地位。至今已有逾 100,000 名畢業生獲頒發
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香港公開大學亦是英聯邦大學協會在香港認可的會員之一
（其餘兩所大學為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
。
香港公開大學的運作參照英國公開大學及歐洲先進的遠程教學模式，曾獲不少國際級獎
項（如獲英聯邦進修組織頒發「遙距教育學府卓越成就獎」
。大學電子圖書館更獲瑞典斯德
哥爾摩市政府及歐洲委員會頒發「斯德哥爾摩科技挑戰獎」
）
。香港公開大學于 2000 年配合
香港特區政府高等教育政策，開辦全日制面授課程，并于 2005 年被納入國家教育部與香港
特區政府協議的全國高考招生計劃。香港公開大學現有在職學生人數約 11,000 人，全日制學
生逾 9,500 人。
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為香港公開大學最大的學院。學院提供五十多個本科及研究生學位
課程，學科教材均由本地及海外資深學者及專家編制，內容經過精心設計，以切合香港及大
中華地區的商業環境。
（香港公開大學網址：www.ouhk.edu.hk）

高級工商管理研修班

（四川省企業聯合會網址 : http://www.scec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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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特色
本高級工商管理研修班在整體框架上與香港公開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相同。香港

公開大學於 1995 年 10 月在香港首次推出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課程設計參考英國公開
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本研修班課程在 1999 年在內地招生，現已有超過 12,000 名畢業
生，其中大部份學員和畢業生為內地政府機關、國有及民營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本研修
班課程有以下特色︰
1. 學分制，靈活性

本課程實行學分制，學員完成一個科目，便取得該科之學分，學分終身有效，甚具靈活性。
2. 戰略化，前瞻性

本課程設計以企業戰略管理為主導，培訓具前瞻性及國際視野的企業管理人才為目標。
3. 模式化，系統性
高級工商管理研修班

本課程融合財務會計、市場學、資訊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識，側重對工商
管理知識的整體運用。
4. 個案化，實用性

本課程强調實例教學和理論聯繫實際，注重對知識的理解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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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區化，針對性

本課程注重探討香港和內地高級管理人員經常面對的有關亞太地區工商管理的問題。
6. 自編教材，多樣化教學

每科目都有一套由香港公開大學自行編寫的完備教材，並由專家定期進行修訂。此外，
大學聘請內地專家教授擔任導師，為學員安排面授課、作業輔導、研討會、專題講座及
課後複習計劃。另外教學管理人員會配合班級組織，建立靈活多樣的學習小組，積極開
展形式多樣的學習。

四

課程結構
修讀科目

學分

修讀期

BUS B859C

應用商業計劃

20

4 學期

MGT B831C

策略管理

10

2 學期

MGT B834C

人力資源管理

10

2 學期

MKT B841C

市場管理實務

10

2 學期

MKT B893C

亞太區管理策略研究

10

2 學期

五

入學條件

途徑 1（60 學分）
• 認可經濟／管理相關專業的本科畢業；或
• 認可非經濟／管理相關專業的本科畢業，具有三年以上管理／督導工作經驗；或
• 認可大專學歷，具有十年或以上的管理／督導工作經驗。
途徑 2（40 學分）
• 認可經濟／管理相關專業的碩士學位。

六

修讀時間
學員上課一般利用雙休日時間，並須按時完成各科作業及參加各科目期終考試。MGT

核。具體考試日期由香港公開大學决定。
途徑 1（60 學分）修讀時間表：
學制為期兩年，學員須修讀五門共 60 學分的指定科目。
學期
2018 年秋季學期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 月）
2019 年春季學期

（2019 年 1 月至 5 月）
2019 年秋季學期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
2020 年春季學期

（2020 年 1 月至 5 月）

科目
BUS B859C（第一年）
MKT B841C
MKT B893C
BUS B859C（第一年）
MKT B841C
MKT B893C
BUS B859C（第二年）
MGT B831C
MGT B834C
BUS B859C（第二年）
MGT B831C
MGT B834C

應用商業計劃
市場管理實務
亞太區管理策略研究
應用商業計劃
市場管理實務
亞太區管理策略研究
應用商業計劃
策略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應用商業計劃
策略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高級工商管理研修班

B831C 策略管理一科設有筆試，學員須赴港參加該筆試，而其餘學科則以口頭答辯為最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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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 2（40 學分）修讀時間表：
學制為期兩年，學員須修讀三門共 40 學分的指定科目。
學期
2018 年秋季學期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 月）
2019 年春季學期

（2019 年 1 月至 5 月）
2019 年秋季學期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
2020 年春季學期

（2020 年 1 月至 5 月）

科目
BUS B859C（第一年）
MKT B893C
BUS B859C（第一年）
MKT B893C
BUS B859C（第二年）
MGT B831C
BUS B859C（第二年）
MGT B831C

應用商業計劃
亞太區管理策略研究
應用商業計劃
亞太區管理策略研究
應用商業計劃
策略管理
應用商業計劃
策略管理

注：以上科目開科表只供參考，實際開辦科目由香港公開大學確定。

七

頒證

高級工商管理研修班

學員在完成所有指定科目並取得及格成績後，可申請將相關科目的學分轉移到香港，
並需要赴港完成境外學習。學員可在香港獲頒香港公開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畢業證書及學
業成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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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收費

途徑 1（60 學分）：
1.

報名費：人民幣 200 元

2.

學費：人民幣 60,000 元

3.

指定參考書及資料費：人民幣 750 元

4.

香港學習（為期一周）費用：人民幣 1,500 元

途徑 2（40 學分）：
1.

報名費：人民幣 200 元

2.

學費：人民幣 40,000 元

3.

指定參考書及資料費：人民幣 500 元

4.

香港學習（為期一周）費用：人民幣 1,500 元

注：
1.

報名費、學費、指定參考書及資料費等，學員須交予四川省企业联合会。香港學習費
用由學員赴港參加境外學習時交予香港公開大學。

2.

以上收費標準只適用於持有內地身份證的申請人。開學後中途退學的學員，將不獲退
學費。赴香港學習費用不含學員往返香港的旅費及在港期間的食宿交通、保險等費用。

3.

在任何情況下，已繳交之報名費一概不予退還。

九

報讀方法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2.

報名地點
• 成都市高新區紫荊南路 38 号商务樓 503

3.

報名須繳驗的證件：
•

已填妥的入學報名表；

•

一寸照片三張（請在背面寫上姓名）；

•

身份證原件（核對後退回）及複印件兩份；

•

學歷證書原件（核對後退回）及複印件兩份；

•

學生信息網上下載學歷證明；

•

職稱證書原件（如需要）（核對後退回）及複印件兩份；

•

工作經歷證明原件（如需要）（核對後退回）及複印件兩份。

聯繫方式

地址 :

成都市高新區紫荊南路 38 号商务樓 503

邮編：

610041

聯絡人： 伍老師
電話 :

02885184861

高級工商管理研修班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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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科目簡介

BUS B859C 應用商業計劃

（20學分）

本科的宗旨是引領學員探討企業的管理問題和機遇，并為管理問題和機遇設計管
理倡議及撰寫應用商業報告，從而增加學員對商業及管理理論的理解，并提升他
們將理論應用于現實環境的能力。

MGT B831C 策略管理

（10學分）

本科旨在幫助學員有系統地認識戰略管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論，及其在戰略管理上
的應用，並通過實踐理論和運用技巧的機會，使學員能够掌握及發展戰略管理的
技巧，以能在機構中發揮戰略管理的功效。本科有助提高學員的策略思維能力及
制定和執行企業策略的能力。

MGT B834C 人力資源管理
高級工商管理研修班

8

（10學分）

本科旨在提高學員對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和各項功能的認識，從而在全球化和日益
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更能適應企業和人力市場變化的需要。本科强調人力資源管
理是以人為本、理論和實際相結合，並著重個人、企業和社會的利益平衡，希望
學員能身體力行，進行深入研究，在全球化和區域經濟整合的環境下，提出對人
力資源管理理論和功能的新思想和新方法。

MKT B841C 市場管理實務

（10學分）

本科旨在幫助學員瞭解市場管理的概念和實務，當中包括市場宏觀環境、市場分
析方法、產品和服務市場特性、目標市場營銷、市場營銷策略及顧客關係管理；
並通過市場管理個案分析，讓學員知道如何在不同的市場環境制定出相應的市場
策略，以達到預期的市場管理目標。

MKT B893C 亞太區管理策略研究

（10學分）

本科旨在幫助學員瞭解亞太區商貿發展的趨勢，分析複雜的商業社會，預測未來
轉變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加强學員對策略管理研究方法、工具和技術的瞭解，
讓他們能够制訂、落實商業策略；評估有關策略的效果；以及應用策略管理理念
來分析亞太地區的商貿情况和發展。

（2018 年秋季學期）

香港特區政府成立及認可的大學
校監 :

林鄭月娥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校董會主席 : 黃奕鑑先生
校長 :

黃玉山教授

..................................................................

香港公開大學

為適應國內經濟發展需求，
加速建設高級工商管理人才隊伍，
由四川省企業聯合會與
香港公開大學合作，
引進現代先進工商管理教學課程，
開辦高級工商管理研修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