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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愿景

我们渴望成为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使得领导者们——无论是个人、团队还是组织——获得当
今世界最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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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IMD？

IMD是一所独立的商学院，拥有瑞士的根基和全球影响力，是培养领导者和转变组织以创
造持续影响力的专家。

IMD在瑞士洛桑和新加坡都拥有校区。

IMD在过去连续7年中名列全球高管教育前三，特别是在公开课程中排名第一（英国《金融
时报》20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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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价值理念

开放 合作 前瞻



© 2018 IMD

开放

• 鼓励跨越地域、文化和功能界限的多样性

• 预测客户和IMD未来的需求和机会

• 重视创新思维和新方法

我们的社区充满挑战且透明化：我们努力寻找和整合多元化人才，并激励员工充分发挥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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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 认真倾听客户的意见并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 尊重、信任和支持在IMD工作的同事

• 以高的道德和诚信标准行事

合作精神强烈影响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教职员工间的方法交融，以及与客
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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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

• 启发挑战、变革和行动的集体精神

• 将我们的专长与客户的知识结合，产生具有转型力的见解

• 推动高管教育的前沿，以实现更大的影响力

我们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我们的运作以卓越和学习为文化，这使得我们能够开发和
测试新想法并抓住机遇。 我们倾向于以最少的官僚作风来建立精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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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业务范围

科研与发展

企业学习网络

定制课程

公开课程
及

网络课程

学位课程:
MBA

EMBA

校
友

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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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各项业务收入

定制课程46%

公开与网络课程30%

EMBA
9%

MBA
9% 企业学习网络5%

世界竞争力报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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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排名

IMD在过去连续7年中名列全球高管教育前三，特别是在公开课
程榜上排名第一（《金融时报》20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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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您开发的每个课程项目都是为您量身打造，以反映您的组织所遇到的机遇和挑战。

方法

• 您与我们的教授合作，并利用他们的实际经验和跨行业网络

• 您将受益于集成的整体学习方法

• 您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抱负决定了我们的项目设计

实施

• 课程项目地点由您选择

• 高度集成的学习解决方案将不同的创新学习方法融合在一起，以满足您的需求

• 与前沿组织的伙伴关系将丰富您的经验并加深影响

IMD的机构定制课程

背景 转型 能力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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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的传统和经验为基础，满足您所需：真正的
影响力

在IMD，我们将三个相互依存的要素结合起来，
以确保我们设计和提供的干预措施能够在短期
和长期内对个人和组织具有高度影响。

1. 严谨、富有洞察力和可操作的思想领导力
2. 了解您的需求和背景
3. 最先进的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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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 数字化转型的领导者

来自IMD和思科的世界领先研究
全球领先的数字业务转型中心

激发创造新商机的技术
转型TECH

网站视频 网站视频

IMD正在提供一系列旨在优化数字能力的课程。 从开发新的数字战略到执行它，总有一个课程可以满足您的需求，以帮助您为
您的公司创造新的价值。 IMD的资深教授们是该领域的专家。

http://www.imd.org/dbt/digital-business-transformation/
http://www.imd.org/tt/technology-business-transformation/
http://www.imd.org/dbt/digital-business-transform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Zm0DKjmU8&t=11s
http://www.imd.org/tt/technology-business-transform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IIjLI5q4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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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最有效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获得您的IMD数字卓越证书

培养热门技能，学习发现

新的市场机会并做好转型

准备！

在www.imd.org/dtp

找到适合您的课程组合

视频

http://www.imd.org/dt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m7fopMjxA&t=3s
http://www.imd.org/dtp/digital-diploma/
http://www.imd.org/d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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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在全球

服务于全球客户

• 我们特别扩大在东南亚的业务，并积极在中国、日本、中东、美国、巴西和
印度等其他市场寻求更多机会。

• 我们已经在美国、中国、巴西和新加坡提供精选的公开课程，并在许多其他
地方举办各种活动。

• 我们适时地与其他领先组织建立高度集中和非排他性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提
供针对性的项目与活动。

• 我们的校友俱乐部还在六大洲的46个地点提供定期的学习和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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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领导力：学术界与实践的相遇

IMD的研究工作以我们的“真实学习，真实影响”理念为依据。 我们独特的思想领
导力品牌严谨且贴切，但同时具有洞察力和可操作性。

• 随时有超过100个研究项目和计划正在进行中，确保我们的课堂材料不断更
新，以提供新的想法和见解。

• 在过去五年中，IMD教授和研究团队赢得了56个奖项，并产出了3,000多个新
的研究成果。 其中包括685个案例研究，教学笔记和补充材料，65本著作和
42个著作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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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计和实施的创新

我们的目标是进行最前沿的研究，以增强管理知识、不断突破界限，
同时以非常实际的方式解决高管在自己的业务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IMD拥有5个全球研究中心以及两个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思想
领导力的中心，为全球研究项目提供支持。

有关我们全球中心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 www.imd.org 

研发：全球和研究中心

http://www.imd.org/board/board-center/


IMD全球董事会中心

自1977年以来，IMD一直是董事会教育的先驱。IMD全球董事会中心汇集了世界各
地的世界级思想领导力和最佳实践，并为董事会提供无与伦比的教育和咨询服务。
它为全球许多地区的公司、金融机构、机构投资者和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提供指导。

imd.org/boardcenter

手册

网站

http://www.imd.org/board/board-center/
http://www.imd.org/globalassets/board-center/docs/imd_globalboardcenter_brochure-2016.pdf
http://www.imd.org/board/board-center/


IMD全球家族企业中心

IMD全球家族企业中心是世界领先的家族企业研究和卓越教育中心。 致力于家族企
业、家族办公室和家庭基金会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帮助家庭确保其业务和家庭的
可持续成功，无论大小。

我们提供有影响力的教育计划，并在全球提供定制课程。

imd.org/gfbc

网站

http://www.imd.org/gfbc/family-business/


IMD首席执行官学习中心

IMD首席执行官学习中心旨在质疑、挑战和激发高级管理人员的学习。 该中心为领
导者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们可以从一个保密的同行社区中发掘更深入的学
习。 IMD首席执行官学习中心研究了CEO与其组织、董事会、执行团队特别是与自
己之间的关键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促进或抑制其学习。

imd.org/ceo

网站

https://www.imd.org/ceo/ceo-learning-center/


全球数字业务转型中心

全球数字业务转型中心提供世界领先的数字业务转型研究和分析。 它通过使高管们
重新设想企业利用数字机遇和管理破坏性威胁，帮助他们引领企业进入数字时代。

全职研究人员们从不同背景中汲取经验，推动数字化业务转型中心的思想领导战略。

imd.org/dbtcenter

手册

网站

http://www.imd.org/globalassets/dbt/docs/digital-transformation-brochure
http://www.imd.org/dbt/digital-business-transformation/


IMD国际竞争力中心

作为竞争力研究的世界先驱，IMD世界竞争力中心的使命是通过帮助国家和公司产
生长期价值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其活动的重点是设计和提供竞争力研讨会，以及制作研究材料，以促进对公司和国
家经济竞争力支柱的理解。作为竞争力研究的世界先驱，IMD世界竞争力中心的使
命是通过帮助国家和公司产生长期价值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imd.org/wcc

手册

网站

http://www.imd.org/globalassets/wcc/docs/web_brochure_order_form.pdf
http://www.imd.org/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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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学习网络：灵活学习，全球交流

IMD的企业学习网络通过为其成员组织和管理人员提供虚拟和混合学习服务、现
场活动和最佳实践交流论坛，来增强个人和组织的发展。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定学习需求、发展目标和首选学习方式构建自己的
个人学习组合。

网站手册

http://www.imd.org/corporate-learning-network/home/
http://www.imd.org/corporate-learning-network/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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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学习网络：灵活学习，全球交流

在线课程：8周的在线课程，每个学习步骤都有来自教练的个性化反馈。非常适合拥有约6 - 10年经验的
商务人士。

发现活动：与IMD教授在为期1.5天的密集工作会议上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CXO 圆桌会议：首席执行官，首席信息官，首席财务官，首席营销官，首席学习官。每个活动都有主题
演讲人，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并为构建高级人际网提供充足的时间。

虚拟平台：2个动态平台 —— 学习中心和全球知识平台 —— 提供网络广播、播客、文章和领导视
频 !rom IMD。合作伙伴级别及以上的会员拥有对各类全球业务来源的额外访问权限。

世界竞争力在线：世界竞争力在线是一个超过25年的，基于各国的竞争力相关数据的，独特而全面的数
据库。

执行教育咨询委员会：它是一个汇集了管理发展负责人、首席学习官和人力资源员工价值主张负责人的
咨询委员会，以审视、塑造和影响IMD的教学和研究活动。

从4种不同的会员套餐中选择：战略合作伙伴，高级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业务助理。 www.imd.org/c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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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网络：同行网络与终身学习

我们的校友网络代表着来自140多个国家的100,000多名高管，11,000名董事会成员和高级
管理人员。

终身学习
学习是与你共度一生的无价盟友。 在您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中的任何阶段获取相关的、前沿
的和现实的商业知识。
• 继续教育
• IMD思想领袖
• 市场情报

强大的商业网络
与您的校友网络互动。 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企业高管建立独特的联系。
• 校友会
• 校友目录
• 活动和相聚
• IMD校友在线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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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治理结构

由主要利益相关者组成——包括与IMD有强大学习伙伴关系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其他学
术机构的成员和IMD教授——IMD基金会董事会和IMD监督委员会负责IMD的治理，并确保
我们与不断发展的全球企业界的需求保持一致。

IMD基金会董事会
基金会董事会的作用是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来管理和代表IMD，简言之采取所有步骤使得
IMD实现其目标。 在11月的年度会议上，IMD基金会董事会成员批准IMD的总体战略方向
和财务结果，并选举董事会成员。

IMD监督委员会
基金会董事会从其成员中任命监督委员会，以支持、挑战和监督IMD的运作。 监督委员会
全面负责IMD的愿景、战略和管理，以支持其在市场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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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监督委员会

Michel Demaré
瑞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副主席
IMD基金会和监事会副主席

Hanne de Mora
a-connect（group）AG
主席和联合创始人
IMD监事会成员

Jouko Karvinen
芬兰航空
董事会主席
IMD监事会成员

Damien O’Brien
亿康先达
主席
IMD监事会成员

Jackie Wong
淡马锡管理服务
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IMD监事会成员

Peter Wuffli
elea全球化道德基金会
创始人兼受托人董事会董事长
IMD基金会和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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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教授团队 – 2018 – 全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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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教授团队 – 2018 – 全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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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教授团队 – 2018 – 退休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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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教授团队 – 2018 – 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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