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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新起点 

  变革中把握机遇

国际领袖核心领导力

中国企业正站在新的起点上，未来中国企业应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实现持续发展，
为世界发展带来全新机遇！

全球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全新机遇与挑战 新一代领袖该如何应对？

陈航 先生
美国厚仁教育 CEO

Brian White 博士
美国厚仁教育主席

“中国在过去 40 年间快速增长，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在‘一带一路’
战略下，中国企业逐渐在世界舞台上开辟全新机遇。

面临全新国际化挑战，企业领导者必须掌握更广泛的软技能，以推动
企业转型，跨越文化障碍，并与国际合作伙伴建立信任，以便在下一
轮的全球竞争中取得成功。”

“我们的高管研修，帮助来自新兴市场的领袖发挥潜能，让企业在全
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持续成长。

能够为新一代的全球化领袖提供跨领域、跨文化的学习提升，厚仁引
以为豪。我们期待和我们的企业伙伴并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提升领
导力，实现持续增长。”

开拓国际化视野

提升综合管理实力

精通国际商务惯例

洞察潜在合作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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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覆盖全美各行业、各院校的优质资源网络，基于美国的高学历、高素质服务团队，契合中美的实际案例课程，政府
机构交流，名企深度参访等，可以帮助管理人员发挥自己的潜能，使企业在当今的全球环境中可持续发展！

Engage
互动

Learning
Process

Experience
体验

Excel
突破

与世界各地的领先学者、行
业专家和领袖接触。他们的
知识，经验和视野创造了一
个互动式的学习环境。

认知、体验城市丰富的历史
和文化，伟大公司的成功与
失败故事，以史为鉴。

以更好的判断力，更新的观
点和更多的信心，管理运营
未来企业发展，制定全新海
外学习课程，使企业实现可
持续发展。

深入分析企业发展现状，洞察企业面临挑战及需求，权
衡中美企业需求异同，把控培训目标及方法论。

根据海外研修目标，统筹全美资源，帮助企业甄选并整
合适合的项目合作方，定制专属主题培训课程及课程实
践参访方案。

在项目培训过程中，全程跟进，并随时根据客户需求及
反馈，统筹优质资源，联合学校、企业及社区，优化培
训内容。

不断评估、改进项目，并设置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内测
评估计划，与企业同步，不断优化项目内容，成为企业
可靠的合作伙伴。

确定项目目标

整合项目方案

实施培训流程

评估培训效果

Identify 
Program Goals

Develop 
Training Plan

Implement 
Training Process

Assess 
Training Outcomes

厚仁高管研修理念 

及设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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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美国本土的培训专家，我们真正了解中美企业运维差异，及中国乃至亚洲的企业发展挑战！

美国国际招生协会 AIRC 权威认证
团队资质获评审员高度评价

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 CSIET 权威认证
服务标准规范，业界楷模

Cross-region
跨区域

厚仁在匹兹堡、纽约、波士顿、华
盛顿特区、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
东兰辛等地设有办公室；与逾 100
家高等知名院校及超过 200 家科
研机构、世界 500 强企业、创新
孵化器、行业协会、社会服务机构、
等保持长期合作。

Cross-culture
跨文化

我们的专业团队中 97% 员工拥有
美国硕士以上学位，所有员工精通
至少两种语言，为合作伙伴进行课
程策划、项目统筹、国际签证、双
语传译、本土支持等专业服务。

   Cross-discipline
跨领域

凭借厚仁的网络和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能够根据客户的领域、现状和
需求，整合资源，从不同院校和业
界萃选培训导师及对谈嘉宾，策划
契合中美的实际案例课程，进行深
入名企、政府机构参访，帮助管理
人员发挥潜能。

行业影响力：权威认证

为什么 

选择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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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网络 覆盖全美

名校专家 深厚合作

12 100+60+ 200+

美国及中国办公室 美国名校资源辐射美国城市 世界级企业及行业协会合作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匹兹堡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旧金山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卡耐基梅隆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莱纳州大学 

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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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团队 专业本土

横跨全美 整合资源

跨区域

跨领域

100% 38%97.9% 100 余名

名校毕业生占比 美籍专家占比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 员工遍布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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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跨
名校、跨学科

综合培训

多领域、多
层级、深度社
会资本拓展

课程实践 
名企参访

定制化项目由跨区域、跨名校、跨学科综合培训，多领域、多层级、深度社会资本拓展，课程实践名
企参访，社会文化深度体验四大模块组成。契合中美的实际案例课程、政府机构交流及名企深度参访，
助您决胜千里！

1. 根据客户背景、需求及预算，甄选组合在美资源提供 1-3 套培训策划方案与客户确认培训目标，提供 1 套细化方案及详
细日程安排
2. 根据客户英文水平及培训方向，萃选最优名校课程及项目，零时差与校方总监及合作方会议沟通定制课程体系和培训方案
3. 通过本土网络邀请与客户最相关的院校、政府部门、企业和机构，安排深度机构高层会面、研讨和参访
4. 精选最具形象力和代表性的会议、展览，统筹报名、演讲及活动
5. 美国直接发出官方邀请函，专业团队办理商务签证、培训及面签协调
6. 可根据客户需求派遣全程学术辅导员，为客户进行翻译、课后复习、答疑、协调小组讨论，预演小组项目
7. 为客户组织商务社交活动、主题餐会等，拓展社会资本
8. 提供机票、交通、餐饮、住宿等全套解决方案；提供国际保险、电话卡等配套服务

立项调研

专业定制

名校匹配

参访统筹

会展安排

邀请签证

全程辅导

商务社交

全套支持

社会文化 
深度体验

1 2

3

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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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仁高管研修定制项目以融合东西方管理精髓、东西方文化为核心，
根据企业需求及培训目标，统筹全美名校、世界 500 强企业、行
业内权威协会等资源网络，邀请行业内专家教授，为企业专属定制
高管研修项目。

专业定制化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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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智库

Pejman Nozad
Pejman Mar Ventures

合伙人

Adnan Kifayat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

事务经济学硕士

Christopher Schroeder
美国厚仁教育主席

Julie Monaco
纽约大学管理硕士

前 Citi's Public Sector 
Group 全球负责人

Carla Freeman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
SAIS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 总监

Heidi CreboRediker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

美国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

Vali Nasr
麻省理工大学博士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
国际研究学院院长

Parag Khanna
乔治城大学硕士
Factotum 公司

联合创使人及前 CEO

Kern Peng
英特尔公司硅谷总部总经理
斯坦福、旧金山大学教授

Jonas Meckling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员

Tom Stepien
Primus Power 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麻省理工机械工程硕士

Anne Marie Slaughter
牛津大学博士

New America 主席

Ted Halstead
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3 Think Tanks 创始人

Jessica Jackley
斯坦福大学管理硕士

Kiva 公司创始人

Susan Lund
斯坦福大学博士

McKinsey & 
Company 合伙人

Andres Martinez
斯坦福大学硕士

Future Tense 总监

Jiang Li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研究员

Jeffery Ball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
斯坦福能源政策及金融

中心研究员

David Roland- Holst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自然资源学院经济学教授

Michele Wucker
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Grey Rhino》作者

Ian Bremmer
斯坦福大学博士
Eurasia Group
创始人兼主席

Ken Munson
Sunverge Energy

公司首席执行官

Giridhar Srinivasan
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IFC 高级运营官

Amit Narayan
AutoGrid 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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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述
帮助领袖加速建立前瞻性国际化视野和战略思维模式，提升把握机遇、整合资源和预见规避风险的能力，将百强
企业国际化管理思维模式与中国企业管理对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
涵盖课程
企业管理者领导力培训；美国高层管理沟通与谈判；美国企业战略与规划；传统行业转型变革；企业合并过程中
的转型等。

项目概述
帮助企业领袖建立具有国际视野、多维度、全体系的资本运作及资本决策理念，使其企业能够在风起云涌的全球
资本大潮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博取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涵盖课程
全球资本市场、国际文化资产并购法规、企业估值、兼并和收购、谈判、公司价值管理、风险控制、财务系统整合等。

核心领导力培训

国际市场投融资

高管研修 

主题项目

行业专家对谈

BNY Mellon 高层座谈会 社会资本拓展酒会

参访纽交所

案例模拟研讨 

小组汇报 核心课程培训

核心
领导力
培训

国际市场
投融资

高管研修
定制项目

能源、制
造及科技

创新

全球供应
链及流程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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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述
在能源、工业及科技产业领域，集名校定制专题课程、案例学习、主题研讨会、百强企业参访、企业大学研习、
行业峰会交流等于一体，搭建多元学习平台及参访研讨机遇，唤醒“新”企业家精神。
涵盖课程
科创分析、商业策划、行业趋势分析、商业标准、热门产业分析、企业策略、商业计划、市场营销、金融分析等。

项目概述
深度了解美国制造业与生产线的重轴核心，学习美国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创新，着重在医疗卫生、纳米技术、
高端电池、生物制造、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清洁能源、航空产业、电动汽车等产业布局。
涵盖课程
物流规划与设计、采购与供应管理、配送管理、国际物流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价值链管理、物流配送中心设计等。

能源、制造及科技创新

国际市场投融资

行业内展会参访

工业园区参访

行业内展会参访

车辆生产中心参访

风场参访

Amazon 物流中心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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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回顾

案例一 美国核心领导力培训

企业代表
国内某 500 强钢铁企业全球海外资产高管
项目概览
代表团主要到访华盛顿、匹兹堡、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等城市，参与由匹兹堡大学卡茨商学院、
旧金山大学商学院为代表团客制化的培训课程，实地考察和学习美国的工商业企业，从而增加国际
化的视野，了解行业最前沿的资讯，掌握先进的产学研知识和分析方法，来应对在全球化的经济、
政治的大环境下竞争和拓展海外市场。

匹兹堡大学
定制课程

旧金山大学
定制课程

世界 500 强
企业参访

社会资本
拓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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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新能源领域培训 

企业代表
国内风电行业带头人
项目概览
代表团主要到洛杉矶、旧金山、圣何塞、西雅图等城市，旨在高效、全面、多元化的帮助企业领导
者了解美国风电行业概况，开拓企业国际化市场，探寻企业合作机会 ，感受西方文化魅力。项目
分为风电行业企业参访、美国国际风能展会、西方文化探寻三大模块。

案例三 金融领域培训 

企业代表
国内某五大国有银行高管
项目概览
带领中国银行业管理者前往纽约华尔街进行主题课程学习，并聚焦银行业和全球金融行业的热门话
题，在金融机构深入参访过程中，了解美国金融体系的运营模式和监管机制，启发中国银行业高管
思考银行及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

世界级风电
企业参访

世界风电
博览会

文化社会探寻

华尔街主题
课程培训

知名银行参访
及主题座谈

经济文化
深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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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厚仁集团
厚仁集团于 2010 年在美国成立，是全美首三家获得美国国际招生协会（AIRC）及美国国
际教育交流协会（CSIET）认证的教育集团之一。厚仁在全美有 8 个办公室，近 90 名同事。
 
作为扎根美国本土的培训专家，厚仁高管研修凭借甄选及整合覆盖全美跨区域、跨文化、跨
领域的优质资源网络，97% 硕士学历的高学历、高素质服务团队，契合中美的实际案例课程，
政府机构交流，名企深度参访等，可以帮助管理人员发挥自己的潜能，使企业在当今的全球
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的 7 年时间里，我们先后为众多国内制造业国有企业、新能源行业协会、银行业、文
化创意产业国有企业等提供定制化海外高管研修方案。

联系我们
 
美国总部
电话：+1 814-822-0567
邮箱：Leadership@wholeren.com
地址：3434 Forbes Ave, 2nd Floor, Pittsburgh, PA 15213 
美国办事处：洛杉矶、西雅图、波士顿、东兰辛、华盛顿特区、旧金山、新泽西

中国办事处
北京 Beijing
电话：+86 (10) 8833-4556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 号，金贸大厦 A 座 1901
成都 Chengdu
电话：+86 185 8205-3667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399 号天府新谷 10 号楼 17 层
重庆 Chongqing
电话：+86（023）8130-8712
       ：+86 185 8058-2631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新华路 201 号联合国际大厦 19 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