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第五届清华总裁访华团  行程表 
 

 

主办单位：亚太清华总裁工商联合会 

协办单位：雪兰莪燕窝商公会 

     清华总裁同学联谊（总）会 

     中国马来西亚商会 MAYCHAM 

     亚洲房地产商业媒体集团 

本团主旨：结合母校学术及企业学员的丰厚资源，为马来西亚企业经营者、高管、商界

友好提供学习、考察、交流、商贸的游学机会；深度认识中国企业营商文化

与成功经验 

行程重点：（1）回到母校 -- 中国百年名校清华大学学术殿堂上课研修 

     （2）体验企业教育训练翘楚 “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的教学模式 

     （3）考察中国成功企业经营之道 

     （4）马中两地商贸与文化交流 

     （5）游访特选景点  

参加对象：主、协办单位成员，受邀商界友好，预订 30-60 人全程随团            

行期  ：2013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五）~ 2013 年 12 月 05 日（星期四）（7 天 6 夜） 

 

 

 

 

 

 

 
亚 太 清 华 总 裁 工 商 联 合 会 
ASIA PACIFIC TSINGHUA CEO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BERHAD (840444-T) 
Suite 9-10, Wisma UOA II, Jalan Pinang, 504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21660809 Fax: +603-21661928 
Email：admin@apactsinghua.org.my Website: www.apactsinghua.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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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费 

 

配套 价格 费用包含 

A 

RM 8,800 

 

∗ 2013 年 8 月 29 日之前

报名，可享有优惠价：

RM 7,800 

i. 学费：两天－清华大学研修课程、 

ii. 一天－企业家经验分享＋企业交流 

iii. 课程教材 

iv. 机票（马航－往返马来西亚－北京） 

v. 膳食（包括晚宴） 

vi. 住宿（紫光国际交流中心－四星级，双人/间） 

vii. 企业参访＋旅游（导游、交通、入场费） 

viii. 旅游保险 

ix. 全体照 

B 

RM 7,000 

 

∗ 2013 年 8 月 29 日之前

报名，可享有优惠价：

RM 6,000 

i. 学费：两日－清华大学研修课程 

ii. 一天－企业家经验分享＋企业交流 

iii. 课程教材 

iv. 膳食（包括晚宴） 

v. 住宿（紫光国际交流中心－四星级，双人/间） 

vi. 企业参访＋旅游（导游、交通、入场费） 

vii. 全体照 

C 

RM 6,000 

 

∗ 2013 年 8 月 29 日之前

报名，可享有优惠价：

RM 5,000 

i. 学费：两日－清华大学研修课程 

ii. 一天－企业家经验分享＋企业交流 

iii. 课程教材 

iv. 膳食（5 日午晚餐＋晚宴） 

v. 企业参访＋旅游（导游、交通、入场费） 

vi. 全体照 

 

报名处 ：亞太清华总裁工商联合会吉隆坡办事处 

咨询专线：+603-21660809 （执行秘书 梁芷君） 

Email   ：admin@apactsinghua.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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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第五届清华总裁访华团 行程表 

 
行程 
 
第一天 11 月 29 日星期五 （休闲裝） 
凌晨 0050 开心出发 – 从吉隆坡国际机场搭乘马来西亚国际航空直飞北京 
上午 0630 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入住紧邻清华大学的紫光国际交流中心  
网址：http://www.uniscenter.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一号院 10 号楼 
电话：+86 10 62791888 

午间 1200 午餐 
下午 1400 自由活动 
晚间 1830 欢迎晚宴，暨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高级总裁研修四班”联合结业晚

宴 
 
 
第二天 11 月 30 日星期六 （全日正裝） 
上午 0630 早餐 
   0830 晨读 
   0900 研修一：资本战略研体验班 
      讲师：温元凯 主题：国际经济形势下的资本运营 
午间 1230 午餐   
下午 1400  研修二：资本战略研体验班 
      讲师：温元凯 主题：国际经济形势下的资本运营 
晚间 1830 晚餐     
 
 
第三天 12 月 01 日星期日 （全日正裝） 
上午 0630 早餐  
 0830 晨读 
   0900   研修三：卓越领导体验班           
          讲师：陈生民老师  主题：君子领导学           
午间 1200  午餐  
      召开亚太清华理事会会议 
下午 1400 研修三：高级总裁体验班 
          讲师：程绍珊老师  主题：营销模式之连锁经营 
晚间 183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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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第五届清华总裁访华团 行程表 

 
第四天 12 月 02 日星期一 （全日正裝） 
上午 0730  早餐 

  0900  企业家暨清华人经验分享一： 
i.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暨亚太清华总裁工商联合会创会会长 胡瑞连 
ii. 量子高科（中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曾宪经 
企业交流 
拍摄全体照 

午间 1230  午餐 
下午 1330 企业家暨清华人经验分享二： 

iii. 好利来企业集团创办人之一 梁衍萍 
iv. 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郭美玲 
企业交流 

晚间 1830 结业晚宴暨奖助学金颁发典礼 
 
 
第五天 12 月 03 日星期二 （全日正裝） 
上午 0730  早餐 
 0900 企业参访一：好利来 
午间 1200 午餐  
下午 1400 滑雪活动 
晚间 1830 晚餐 
 
    
第六天 12 月 04 日星期三 （半日正装＋半日休闲装） 
上午 0630  早餐 
   0730 游览百年清华校园，参观校史馆 
 0900 企业参访二：同仁堂 
午间 1230 午餐  
下午 1400 景点旅游 
晚间 1830 晚餐 
   0900 集合，出发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第七天 12 月 05 日星期四 （休闲装） 
凌晨 0130 搭乘马来西亚国际航空直飞吉隆坡 
上午 0800 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平安回家 
 
备注：以上行程将视实际状况（如：天气，交通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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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第五届清华总裁访华团 行程表 

《 2013 第五届清华总裁访华团》 
2013 年 11 月 29 日～2013 年 12 月 5 日（7 天 6 晚） 

 

报名表格 Registration Form 

 
A. 个人资料 PERSONAL PROFILE  

姓名NAME (AS PRINTED IN PASSPORT) 

(中文 / IN CHINESE): 

(英文 / IN ENGLISH): 
 

照片（护照尺寸）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性别SEX:   ▢ 男 Male  /  ▢ 女 Female 

身份证号码 （新）I / C NO. (NEW): 

地址ADDRESS (RESIDENCE): 

 

 

 

国际护照号码PASSPORT NO.:  

有效期至DATE OF EXPIRY : 发出日期DATE OF ISSUE: 

发出地点PLACE OF ISSUE:  

B. 公司资料COMPANY PROFILE  

公司名称（请附上名片）NAME OF COMPANY  （Please attach Business Card） 

(中文 / IN CHINESE): 

(英文 / IN ENGLISH): 

在公司之职务DESIGNATION IN COMPANY: 

 

公司地址 COMPANY ADDRESS: 

 

 

 

电话 TEL： 传真FAX： 

手机 HANDPHONE： 

电子邮件E-MAIL： 

业务性质NATURE OF BUSINESS： 

 

 

C. 社团经验  ASSOCIATE EXPERIENCE  

     社团名称： 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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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第五届清华总裁访华团 行程表 

D. 配套 Tour Package 

请在有关空格内划 “ x ” Please mark “x” in the appropriate box 

 □ 配套 A   RM 8,800 （2013年8月29日之前报名，可享有优惠价：RM 7,800） 

 □ 配套 B   RM 7,000 （2013年8月29日之前报名，可享有优惠价：RM 6,000） 

 □ 配套 C   RM 6,000 （2013年8月29日之前报名，可享有优惠价：RM 5,000） 

E. 特殊要求 SPECIAL REQUEST 

请在有关空格内划 “ x ” Please mark “x” in the appropriate box 

（1）房型   □ 双人房    □ 单人房，另加RM800/- 

（2）饮食   □ 素食        □ 葷食 

（3）行期   □ 随团往返  □ 随团前往，提早回程 __________________  □ 随团前往，延期回程 __________________

另加延伸费用RM_________________ 

所有付款，请以画线支票支付，抬头注明：APAC TSINGHUA CEO CCI BHD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A/C No: 873156628226) 

 

支票号码 Cheque No.:____________________  款额为 for the amount of Malaysia Ringgit : RM______________ 

请随此报名表，附上护照尺寸相片1 张. 

Please enclose 1 passport-size photograph together with the duly completed registration form. 

敬请将填具之表格直接寄到本会秘书处, 地址如下: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registration form to APAC TSINGHUA CEO CCI BHD Secretariat :- 

 

APAC TSINGHUA CEO CCI BHD 

Suite 9-10 (9th Floor), Wisma UOA II,  

Jalan Pinang, 50450 Kuala Lumpur. 

Tel: +603-2166 0809 

Fax: +603-2166 1928 

E-mail: admin@apactsinghua.org.my 

 

截止日期CLOSING DATE:  29/09/2013 

旅费全额付款日期 FULL PAYMENT PAY BEFORE: 01/10/2013 

 
注意事项 

• 报名时请缴付订金 RM1,000.00 方为有效。 

• 填妥报名表格后，请将电子档报名表和银行支付收据影本寄至亚太清华总裁工商联合会秘书处，电

邮：admin@apactsinghua.org.my 

• 若团员需更改回程机票日期，请于全额付款之前通知本会，延伸费用须自付；签证办理，敬请自理。  

 

 

 

签章 SIGNATUR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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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第五届清华总裁访华团 行程表 

 

课程师资简介 
 
 

课程 师资简介 

 

资本战略研体验班           

讲师：温元凯  

主题：国际经济形势下的资本运

营 

 

温元凯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金融投资专家、亚洲投资论坛董事，中

国改革风云人物之一，历任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主任、

教授兼上海交通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教授，安徽省化工学会

副理事长，亦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任北京南洋林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裁。 

 

 

卓越领导体验班 

讲师：陈生民老师        

主题：君子领导学      

 

陈生民  

1957 年生于台湾，台湾大学商学研究所 MBA，台湾成功大

学交通管理系学士。著名领导风格研究专家，现任全球华人(

北京)企业顾问中心董事长兼执行长、华人优势（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研究员

。  

 

陈生民曾任（台湾）中国生产力中心资深顾问，台湾汽车客

运 公 司 组 织 再 造 顾 问 ， 主 持 亚 太 经 合 会 中 小 企 业 论 坛

（1995），亚太经合会技术市场论坛（1997）， 亚太经合

会技术市场论坛Ⅱ（1998）等大型国际活动。  

 

陈生民老师除擅长领导风格研究外，还精通组织变革、战略

分析、国企改造的顾问咨询，他主讲课程包括《真诚领导》

、《卓越领导》、《领导式管理》、《情境式学习辅导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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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师资简介 

 

高级总裁体验班 

讲师：程绍珊老师   

主题：营销模式之连锁经营 

 

程绍珊 

中华企管培训网特聘讲师，著名营销实战专家，北大、清华

、对外经贸大学特聘教授。美的集团、中国南方航空、中国

国旅、中钞集团、欧普照明等知名企业特邀高级讲师、具有

多年中国企业的营销管理咨询经验，对国内企业成长和市场

竞争有深刻理解。带领“迪智成创业深度营销管理咨询团

队”专注于深度营销“模式的研究和实践”。担任营销、战

略公开课主讲讲师，其中《市场营销》课程被评为 2001 年

全国管理培训第三名，其营销类培训第一名。 

 

程老师的课程拥有以下几个特点：系统化、简明易学、直接

、引人入胜、幽默风趣而且一针见血；内容实用有效，注重

实际操作，突出实战性，理顺思维并系统化；传授最新、最

先进并且有效的方法与经验。他最大的魅力是用“心”在讲

课，听他的课程是一种享受，必定能使学员业绩提升，获益

良多。语速稳健。以案例分析、模拟实验、小组讨论及练习

等方式启发思维、提高课堂气氛。不单使学员们感受到轻松

、愉快的课堂气氛，更能使学员们真正学到所需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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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 暨 清华人 
经验分享 

 

“要想在中国获得成功，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这个国家。而我，通过在清华大学总裁班

的学习，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如果你们也想来华创业，那么，先进入总裁班学习，是

个不错的选择。”－－<胡瑞连：清华是座加油站> 

 

摘自《清华卓越领导》2011 年 10 月号总第 56 期 

 

 

 

 

胡瑞连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总裁  

暨 亚太清华总裁工商联合会 创会会长 

 

曾参与课程 

清华大学总裁高级研修班 

清华大学资本战略董事长研修班 

 

公司简介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是由马来西亚完美资源有限公司在中

国投资设立的侨资企业。2006 年经国家商务部批准开展直销业务，销售保健食

品、化妆品和保洁用品，并已成长为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拥有四

大生产基地、八家控股子公司的现代化企业集团，实现年销售过百亿人民币的目

标。 

 

目前，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了 33 家分支机构、7 家办事处、

7000 余家服务网点和授权专卖店，生产基地总占地面积近 1100 亩， 

 

  完美产品销售及服务已扩展至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台湾

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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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经 

量子高科（中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曾参与课程 

清华大学资本战略董事长研修班 

 

公司简介 

江门量子高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益生元系列产品研发、生

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我们通过对低聚糖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推广，为个

人和企业提供高科技营养品和微生态健康产品，促进消费者及友好动物的微生态

平衡，共享健康生活。 

 

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所属益生元行业为典型的生物领域行业，主导产品低

聚果糖、低聚半乳糖具有显著的双向调节人体肠道微生态平衡，增殖有益菌，抑

制有害菌的健康功效，被国家发改委宏观院所属机构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认定为

营养健康倡导产品，是具有广泛适用范围和应用前景的新兴产品。 

 

  公司是国家发改委宏观院所属机构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唯一认定的低聚糖研

发基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持续、高效的产业化能力和雄厚技术储备，并

能根据客户特定需求定制研发出个性化产品，在业内享有较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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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衍萍 

好利来企业集团创办人之一 

 

曾参与课程 

清华总裁艺术品投资收藏研修班 

 

 

公司简介 

  好利来创建于 1992 年，现已发展成为生产经营蛋糕、面包、西点、中点、

月饼、汤圆等产品为主，拥有分布于全国 70 多个大中型城市的近千家直营连锁

店，北京、天津、沈阳三座国内一流的大型现代化食品工业园，上万名高素质员

工的国内焙烤行业领军企业。 

 

  好利来在北京、天津和沈阳均按国际制药行业 GMP 标准投资兴建了业内最

具规模的大型现代化无菌食品工厂，通过对技术与生产设施设备的高投入来严格

杜绝品质问题。同时，好利来推行 ISO9001 国际化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等，在管理方面又为品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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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玲 

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曾参与课程 

清华大学卓越领导高级研修班 

清华大学卓越女性高级研修班 

清华大学资本战略董事长研修班 

 

公司简介 

  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于 2005 年。由原美年健康产业

集团和原大健康科技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合并而成。 

 

  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在全国拥有逾 100 家体检及医疗中心，以上海为全国

总部，覆盖包括上海、北京、沈阳、广州、成都、重庆、大连、天津、哈尔滨等

三十多个主要城市。以高品质健康体检为基础，开展中医治未病、健康产品、就

医保障等增值服务。 

 

集团年服务客户逾 500 万人次，开创了 PDCA 健康管理理念，是中国最大

的体检及健康服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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