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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世界，改变世界
巴黎政治大学高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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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经济和社会环境变化愈加迅速且时常
难以预料，终身学习对于决策者而言至关
重要，关乎其个人、团队及其所在组织的
发展。 

因此人及集体人力资本的持续更新对于竞
争力和发展具有史无前例的深远影响。

凭借其在社会科学领域卓越的研究和教学
水平及跨学科模式、庞大合作伙伴网络和
宽广的国际视野，巴黎政治大学为高层管
理者和领导人提供高管教育项目，
旨在帮助其对当今社会的复杂问题拥有更
深层次的理解。

我们的培训项目建立在卓越、创新和多元
化的价值之上，传授着将不确定性变成机
遇所需的工具，使学员有机会停下脚步，
在大步前行之前作必要的审时度势。准备
厚积薄发。 

巴黎政治大学校长
Frédéric Mion（弗雷德里克·弥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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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巴黎政治大学为政治科学/国际关系及社会学 
领域全球四十强大学。 

>   政治科学/国际关系 全球排名第十三位，法国排名第一。 

>  社会学 全球排名第三十位，法国排名第一。 

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Po）建于1871年，是法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
大学。作为一所高度自主、要求严格的国际化教育培训机构，巴黎政治大学
将年度预算的40%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基础学科研究，由此促进公共行政部门及
企业的变革。

巴黎政治大学的著名校友包括一位联合国秘书长、四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
裁、众多企业领袖及二战后六位法国总统中的四位。

巴黎政治大学所提供的教育培训尤其注重对外开放。以便帮助学生理解我们 
所处的复杂世界，我们努力为其提供所需的关键工具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开放性思维和批判精神。

QS世界大学排名

向世界开放

巴黎政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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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数据

巴黎政治大学高管教育

7,000 名  
学员

40 年  
专业知识

14 个 
高级管理硕士

图书馆

欧洲大陆最大的  
社会科学

20 个  
合作伙伴大学

包括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
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120 个  
定制项目
针对20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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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到行动

巴黎政治大学高管教育

为满足企业和行政部门的需要，巴黎政治大学高管教育部
于1973年建立，提供定制项目，以及开放注册并颁发文凭
的培训项目，旨在帮助高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 

高管教育项目鼓励学员承担更大的责任和风险，同时培养其思想辩
论和理解并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部分培训项目在国外开展，或在顾客企业或机构内部进行。
上述项目由巴黎政治大学和合作方紧密合作共同设计，覆盖从确立
需求到分析培训影响等各个环节。
培训时间长短取决于项目内容，从几天到几周不等。

Tazur Takaful 保险公司总裁

Abdulrazak M. Al Wohaib

Verbatim

     巴黎政治大学是分享经验、

获取知识并拓宽视野的理想

场所。教职人员不仅传授知

识，更提供愿景并推动关于

新想法的讨论。对参与者的

精心挑选也帮助建立起强大

的决策者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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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

地缘政治/国际发展；
企业社会学/变革管理；
健康/社会保险；健康/社会福利

公共事务和监管

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公法；游说

> 案例

新兴国家的文化理解 
为一家主要汽车制造商设计

目标人群
来自40个国家的经理

培训目标
创造一种共享的领导者文化，帮助学员及
其团队做好准备，在一个受制于监管及经
济危机的环境中，去适应重组和日趋激烈
竞争所带来的影响。

培训结构
历时12天的远程教学，两堂校内课程以及
单独指导。

> 案例

公共治理和管理课题部委间学习班 
为多个部委设计

目标人群
部门主任

培训目标
理解适用于相关部委所属领域的公共治理
管理新模式的原则、机制及挑战，深度分
析影响公共部门组织的中大变革。

培训结构
培训历时12天，并完成联合审查。授课基 
于案例研究，包括运用实用性管理工具以
及团队管理技能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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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和战略

战略&创新；企业管理；金融情报、
国际发展

企业管理

企业社会责任&多样性；组织和变革
社会学；管理学；人力资源；财务；
项目管理

> 案例

执行性治理展望 
为一家国际零售企业设计

目标人群
首席运营官和国家业务经理

培训目标
领导人士应展示其领导力以及在复杂多变的
环境中推动新发展前景的能力，领导者应言
出必行。本培训鼓励新领导人和经验丰富的
领导根据其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

培训结构
一年安排12天的培训。教学模块和案例研究
交替进行，小组讨论及复杂情景分析。

> 案例

提升执行委员会效率 
为一家国际电信企业设计

目标人群
执行委员会成员

培训目标
每位执委会成员的战略目标彼此契合，明确
个人和集体责任及行动范畴。

培训结构
培训课程历时两天，审视、执行并落实符合 
企业董事会期待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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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

社会融入；医院管理；合规事宜

传播和媒体

传播；新闻；数字化及媒体管理

> 案例

奢侈品品牌战略 
为一家拥有七个奢侈品品牌的控股公司设计

目标人群
管理团队和传播团队

培训目标
保持每一项传播战略与控股公司总体传播
战略相契合，保持品牌定位和特质。

培训结构
培训历时五天，其间介绍和工作坊交替进
行，培训由“品牌管理的战略重要性”大
型会议启动。工作坊集中关注品牌理念、传 
播战略及内部资源调动等问题。多项案例
研究讨论新兴品牌和复兴品牌情况。

> 案例

卫生政策，区域及地区化发展 
为一家制药业龙头企业设计

目标人群
地区市场准入经理

培训目标
通过与欧洲其它模式及做法的衡量比较，重
温并更新关于卫生和融资政策、医药政策及
医院改革方面的知识。

培训结构
培训历时四天，教员来自巴黎政治大学健康
专业、学术界人士、专业人士及法国卫生部
门高级官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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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和个人发展

管理技能；领导力；谈判能力； 
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

> 案例

带领团队向高绩效迈进 
为一家国际能源集团设计

目标人群
来自40个国家的经理

培训目标
创造一种共享的领导者文化，帮助学员及
其团队做好准备，在一个受制于监管及经
济危机的环境中，去适应重组和日趋激烈
的竞争所带来的影响。

培训结构
历时12天的远程教学，两堂校内课程以及
单独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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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的教学团队

教学团队

巴黎政治大学高层管理教育教员包括：

>   公共和私营部门专业人士（在其所在领

域广受承认的高管人员、高级官员、咨

询顾问、律师、记者等）

>  巴黎政治大学及其它一流学术机构教授

> 巴黎政治大学及其伙伴研究机构研究人员

教员背景的多样性是巴黎政治大学独特的

教育项目的主要特征，及提供理论实践全

面培训的重要资产，目的是向学员传授独

一无二的各项技能。

>  Joseph Stiglitz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 
哥伦比亚大学

>  Duncan Kennedy 
一般法理学卡特教
席教授 
哈佛大学法学院

>  Edmund Phelps 
2006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 
耶鲁大学

>  Philipp Nord 
现代史和当代史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

受邀到巴黎政治大学授课的国际教授包括：

>  Armatya Sen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 
哈佛大学

>  Richard Sennett 
社会学教授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巴黎政治学院每年都要欢迎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80多位教授来访，包括著名

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的Joseph Stiglitz（斯蒂格利茨）、哈佛大学的Armatya 

Sen（阿马蒂亚·森）和Duncan Kennedy（肯尼迪）、耶鲁大学的Edmund Phelps

（费尔普斯）、普林斯顿大学的Philipp Nord（诺德）、伦敦政经学院和纽约大学的

Richard Sennett（塞尼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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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过去40年以来，超过15万名私营部门决策

者接受了巴黎政治大学高管教育的各种培

训课程、并获得证书和文凭。

学员无论是企业总裁、经理人员、高潜力

人才或高级人才，都需应对企业、行政部

门、组织机构和基金会所面对的挑战。

巴黎政治大学帮助学员处理日俱复杂的当

今事务，承担更高级别的责任并推动对其

专业领域更深层次的理解。

强大的校友网络

>  Boutros 
Boutros - Ghali 

  （加利） 

   前联合国秘书长

>  Bao Dai
  （保大帝） 

   越南阮朝皇帝

>  Simone Veil
  （韦伊） 

   欧洲议会议长 
   1979-1982

>  Christian Dior
  （迪奥） 

   法国时装设计大师

>  Stanley Hoffmann
  （霍夫曼）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

>  Pascal Lamy
  （拉米） 

   世贸组织总干事
   2005-2013

部分著名校友:

>   Jacques Chirac
  （希拉克总统） 

   1995-2007

>   François Mitterrand
  （密特朗总统） 

   1981-1995

法国总统校友：

>   François Hollande
  （奥朗德总统） 

   2012-

>   Georges Pompidou
  （蓬皮杜总统） 

   1969-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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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校区所处的圣日尔曼德佩区（Saint-Germain-des-Prés）是巴黎的文化和经济核心区。

校园设施：巴黎校区

巴黎政治大学学生享有结构独特的校区
建设：巴黎市中心的主要校区，以及法
国外省六个多文化校区。

位于巴黎市中心（圣日尔曼德佩区，离
卢浮宫步行10分钟）的巴黎校区是巴黎
政治大学的历史发源地。

该校区与众多政府 部委、博物馆、历
史遗迹、剧院、影院及其它文化场所为
邻。这一优越的氛围为在巴黎政治大学
学习的独特体验锦上添花。

巴黎地铁

蒙马特圣心大教堂

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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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槟地区和蔚蓝海岸

巴黎政治大学六个多文化校区
好比国际大熔炉，在很大程度
上将各自特点建立在专属地理
区域的基础上。 欧洲-美国校园作为多文化校区中最新的一 

个，位于兰斯市，提供一系列高层管理教
育培训项目。校区位于香槟地区的核心地
带（离巴黎车程不到一小时），很受巴黎
政治大学国际高管学员的欢迎，尤其是为
期几天的定制项目。 

兰斯校区附近的美丽景色、当地美食和文
化遗产确保学习体验独一无二。

中东/地中海沿海地区校区位于法国蔚蓝
海岸地区的芒东市。该校区关注地中海沿
岸、中东及海湾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问题。

两个校区所接待的国际企业希望通过终身
学习进行专门领域的培训。

欧洲-美国关系校区 中东/地中海沿海地区校区

艾培涅（Epernay）香槟酒窖 香槟地区兰斯（Reims）校区 蔚蓝海岸地区芒东（Menton）全景图



所处位置

巴黎政治大学高管教育部地址：圣佩雷街28号（28 rue des Saints Pères）
高管教育部位于弗勒里公馆（Hôtel de Fleury）旧址，距离巴黎政治大学位 
于圣吉永街27号（27 rue Saint-Guillaume）的历史主校区仅几步之遥。

笔译&口译

巴黎政治大学高管教育部有着使用笔译和口译服务的丰富经验，为不讲法文
或英文的学员提供培训课程。我们乐意为您提供培训所需的口译和笔译服务。
若有需要可提供传译设备。

价格政策

培训费用根据每位客户的具体要求来决定。费用包含 所有培训材料。
详情请与业务发展团队联系。

联系信息

业务发展经理
Gautam Rao 先生

gautam.rao@sciencespo.fr

电话: +33 (0) 145 496 318

手机: +33 (0) 643 246 102

巴黎政治大学高管教育部
地址: 28, rue des Saints Pères, 75007 Paris - France
电话: + 33 (0) 1 45 49 63 00 - Fax : + 33 (0)1 45 49 63 01

www.sciencespo.fr/formation-contin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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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com/ScPoExecEdtwitter.com/ScPoExecEdlinkedin.com/company/sciences-po-
executive-education

youtube.com/ScPoExec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