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导师介绍 

 

排名不分先后，按姓氏拼音排序 



    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是面向浙江大学在读MBA学生的职业发

展指导项目，旨在搭建校友和在校生的交流互动平台，并切实助力MBA学生

的个人发展，全面提升其就业竞争力。MBA校友导师由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各

类别优秀校友担任。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将于11月30日启动选导，本届校友导

师计划面向2018级MBA新动力（脱产）班（第一轮）、2017级MBA同学（第

二轮）开放申请。注意事项及选导通知请关注MBA项目主页的通知。 

http://mba.zju.edu.cn/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陈军雄 

浙江大学MBA校友 

都市快报传媒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陈军雄 

       

        陈军雄校友曾先后就职于浙江省供销社、 杭州日报， 现任都市快报传

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熟悉擅长媒体经营、文创产业拓展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陈跃鸣 

浙江大学EMBA校友 

世纪易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陈跃鸣 

      他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HEC），浙江大学EMBA校友，现任EDC世纪易
德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千人计划”专家、欧美同学会 • 留法分会副会长、浙江省特
聘专家 、宁波市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宁波校友会常务理事、宁波市海外高层次人才
协会秘书长。获得奖项及荣誉有：CCTV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第二赛季前32名；

中国年度中国年度优秀职业经理人，宁波市“十大杰出青年”；国家人社部“留学人
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 ，“千人计划”创业类人才，宁波市青年联合会首届“

新锐甬商”；宁波市人大常委民宗侨外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海外高层人才协会“引才
荐才”奖。宁波市海外高层人才协会“优秀会员”奖；连续两届宁波市大会代表。 

        熟悉擅长企业管理类咨询、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规划、企业互联网升级转型  等
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董苍山 

浙江大学EMBA校友 

前景投资（亚洲）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董苍山 

       

        董苍山校友先后在国有企业、香港公司、美国（500强）公司、民营企

业担任管理职务，后自己创业经营，现任前景投资（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熟悉擅长国际国内投资、融资、管理、法律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杜传文 

浙江大学MBA校友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客户部书记、副总经理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杜传文 

    2018.6--           光大证券  战略客户部  书记兼副总经理 

    2014.9-2018.5  光大证券  金融市场部  董事总经理 

    2013.3-2014.8  会稽山(601579,SH)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2006.7-2009.9  康恩贝(600572,SH)  投资证券部总经理   

    2000.7-2006.6  杭州金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投资发展部经理 

 

        熟悉擅长：风险分析与投资管理研究、公司治理研究、经济增长与创
新管理研究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方晖 

浙江大学MBA校友 

浙江伟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方晖 

       

        方晖校友曾就职于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中粮包装， 现

任于浙江伟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熟悉擅长：商业模式创新、营销创

新、企业商学院建设、创业管理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傅震刚 

浙江大学EMBA校友 

浙江浙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傅震刚 

        大学毕业后，首先进入杭州市科技委员会直属的杭州市杭嘉湖风险投

资中心（杭州市高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前身），历任投资经理和投资部

经理。后分别服务于四家上市公司，先后任天目药业投资经理、通策医疗投

资副总裁、中坚科技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创新医疗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

。有深交所董秘资格及独立董事资格。 

        熟悉：医疗、互联网、制造、金融业领域；擅长：人力资源、投资决

策、内部控制、企业运营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杭剑平 

浙江大学MBA校友 

杭州银美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杭剑平 

        他曾于西湖区物资局、西湖区公有资产管理中心担任公职，后弃政从

商就职于浙大网新、浙江汇信科技，投资正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了杭

州银美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服务于遗产数字化工程、数字化保护、智慧博物

馆、博物馆运营。 

        熟悉和擅长科技文化和教育信息化，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天使投资

圈、股权投资、资本运作、企业战略发展规划、管理体系建设、市场营销体

系建设、资源整合、公共关系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贺茹军 

浙江大学EMBA校友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事业部高级部长 

卫材辽宁制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贺茹军 

       

        贺茹军校友曾先后在浙江省医药学校，浙江省医药有限公司，上海罗

氏制药有限公司，卫材中国药业，卫材辽宁制药等单位工作。 

        熟悉和擅长医药，健康产业。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胡子龙 

浙江大学EMBA校友 

江西玉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胡子龙 

          他曾是浙江虎山集团一名技术员，历任集团副主任、主任、项目建设

部部长、总裁助理、副总，还获得了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工等职称。现任

江西玉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拥有16年全国水泥行业优秀总工程

师经验的他，熟悉制造行业精益生产、项目管理、精细化管理和战略人力资

源管理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华晔宇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校友 

浙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总裁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华晔宇 

        他曾历任浙江省工商局市场导报记者、编辑、新闻中心主任，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社华东代表处首席代表，浙江浙商创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局秘书、浙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擅长和熟悉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创业企业战略规划及融资指导。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蒋志兴 

浙江大学MBA校友 

罗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全球副总裁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蒋志兴 

        

        他曾先后就职于英美烟草、 百威啤酒、 摩托罗拉、 百事可乐、罗技科

技等跨国企业，担任高管职务。在销售、市场营销与企业综合管理等领域有

二十多年的经验， 将会帮助MBA同学们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职业经理人。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金玉成 

浙江大学EMBA校友 

浙江安浦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金玉成 

       

        金玉成校友94年在轻工业部工作，00年开始自主创业，现为浙江安浦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负责整个企业的运营。擅长：机电一体化装备研发、

电子行业生产装备、企业运营的管理职能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李晖 

浙江大学MBA校友 

杭州圣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李晖 

        他曾参与创办浙大网新集团，负责品牌、战略推广，实现了从0到100

亿元的品牌打造，并在合众科技的借壳上市中负责品牌战略整合。历任盾安

控股集团等中国500强高管，亲历IT、制造、新能源、现代农业等十余个行

业一线实战，教育—媒体—企业复合实战。在战略管理、品牌经营、变革与

企业文化领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与理论积累。他同时担任浙中国计算机学会

青工委委员、浙江省企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是超预期经营四步法的创立者

，著有《超预期经营》。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李亮 

浙江大学EMBA校友 

浙江其格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成都趣睡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执行总裁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李亮 

        二十年间，他先后创立了三家公司，其中成都趣睡科技有限公司更是

小米生态链企业中的一员。他熟悉家具、家居行业，了解互联网家居商业模

式、产品开发和供应链管理、定制产品的数字化生产、创业公司股权结构和

绩效体系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李耀土 

浙江大学MBA校友 

浙江杨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裁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李耀土 

       

        他曾是一名商学院副教授，历任浙江扬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浙江扬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的投融

资和上市工作，现任扬帆新材（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企业，股票代码300637）

董事、总裁。同时他还是一名天使投资人。熟悉擅长：化工新材料及移动互

联网行业投资、企业运营、IPO上市、并购重组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吕良泽 

浙江大学EMBA校友 

杭州点师科技有限公司CEO 

杭州众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COO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吕良泽 

     2018.9至今，杭州众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COO 

     2016.1至今，杭州点师科技有限公司CEO 

     2015.3-2015.9著述出版创业战略理论书籍《唯核不破》 

     2011.7-2015.1杭州乐融融网络技术有限公司CEO 

     2003.7-2011.6，浙江百容进出口有限公司CEO 

        他有着10整年外贸产业、5年加工制造、4年互联网酒店会场预订平台

等多家跨行业公司的创立和管理经验，擅长战略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供应
链、创新管理、商业模式、互联网化转型等企业管理多个版块的管理变革，
拥有丰富的成功案例。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潘笑芳 

浙江大学MBA校友 

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财务部主任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潘笑芳 

2000-2008  新利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财务总监  

2008-2012 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属杭州节能环保投资公司，财务总监  

2010-2012 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资本运作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兼） 

2012-2014 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战略与企管部副主任  

2014-2017 浙江省隧道工程公司，财务总监，党总支委员，纪检委员  

2017至今   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 
 

        担任上市公司集团财务总监、央企及国企财务总监多年，并负责资本运作管理

、战略与企业管理多年，擅长集团化财务管理体系的建设、投融资及税务管理、预决
算管理、战略制订与分析、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与管理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沈敏燕 

浙江大学EMBA校友 

浙江爱丽芬集团 

总经理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沈敏燕 

       

        沈敏燕校友自1995年至今一直在爱丽芬集团工作，从外销员做起，到

独立业务公司总经理，管辖多家直属工厂、海外生产基地及海外分公司。 

        擅长外贸进出口领域，服装营销及生产全球化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王健 

浙江大学MBA校友 

浙江物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产业发展部总经理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王健 

        他于2007年进入融资租赁领域至今，先后在远东国际租赁担任项目经

理、中信富通租赁担任业务部副总经理、浙江物产租赁担任事业部总经理、

轨道交通事业部总经理，目前担任产业发展部总经理。 

        熟悉和擅长领域包括互联网、汽车制造、高铁制造、军工装备制造、

机床工具制造、食品药品制造、交通基础建设等。尤其擅长营销、媒体公关

、风险控制、国际贸易、资金筹措、流程再造、资产管理等方向。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夏一梅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校友 

上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行政总裁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夏一梅 

        先后任上海圣博华康文化创意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夏商投资咨询公

司副总经理，上海淳大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市嘉定区商业委员会、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淳大集团行政总裁等职。 

        二十余年经济管理经验，涉及国有、外资、民营等不同所有制企业及政府相关

部门，横跨运营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投资咨询、国际合作等专业领域。专注

于创新创业服务，热心务实，擅长发挥专业优势、跨界整合资源，支持和辅导年轻创

业团队获得快速全面发展。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徐文勇 

浙江大学EMBA校友 

包商银行宁波分行 

副行长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徐文勇 

       

        徐文勇校友现任包商银行宁波分行副行长，先后经历过国有银行、股

份制银行、城商行各经营管理岗位，熟悉擅长金融服务，外贸销售，企业管

理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杨帅 

浙江大学MBA校友 

浙江英特集团 物流事业部常务副总

浙江英特物流 总经理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杨帅 

       杨帅校友现任浙江英特集团物流事业部常务副总，浙江英特物流总经理

，先后担任总经办主任，人力资源总监，总经理等职务。 

       熟悉擅长行政管理、人力资源、运营规划、综合管理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俞华开 

浙江大学MBA校友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董事长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俞华开 

      他曾在大中型国有企业杭州炼油厂从事企业管理5年，1995年起求职于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从事审计、资产评估、企业并购重组策划咨询等工

作，现为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会计师、高级工程师双重职称，拥有注

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税务师、土地估价师、咨询工程师执业

资格，现为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深会员、常务理事，财政部金融国有资产评审专家。 

擅长企业并购重组、财务管理、价值评估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张利江 

浙江大学MBA校友 

杭州有数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创始人/CEO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张利江 

       他是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学士、工商管理硕士，先后曾任阿里巴巴商业搜索产

品运营负责人、中国银联大数据子公司银联智惠副总裁。 2015年4月，他创立大数据

企业征信公司有数金服，开创了大数据企业征信先河。十多年互联网及大数据从业经

验，对电商平台，交易支付，网络融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征信及应用服务都有实

战经验，具备复合教育背景，业务规划、团队管理能力及丰富的行业知识。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郑重 

浙江大学MBA校友 

杭州建诚财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郑重 

       她长期从事企业会计财务相关工作，2006年创办杭州建诚财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专注于帮助创业企业初创期进行财务税务方面的筹划和提供公司设立咨询，提供企

业持续经营期间有关财务税务等方面的咨询与筹划指导。兼任杭州睿珀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熟悉擅长各行业账务及税务处理；公司财务管理；公司上市前的财务

准备；企业财务、税务、审计、上市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 

朱千明 

浙江大学EMBA校友 

浙江交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长 



第六届浙江大学MBA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导师介绍——朱千明 

1997年10月~1999年1月，温州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技术员。 

1999年2月~2005年2月，温州市交通运输局，交通建设管理，工程师。 

2005年3月至今，组建并经营浙江交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从事技术经济管理，高级

工程师，担任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熟悉擅长建筑业施工企业运营管理；项目实施法律风险控制与防范，员工绩效考

核等领域。 

2018 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