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大学创业训练营讲师库 

 

校内

导师 

胡金焱 山东大学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后，

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青岛大学党委书记，兼任中国金融学年会

常务理事、全国金融学硕士联考考试指导小组

专家、山东省金融学会副会长及学术委员会委

员、山东省应用统计学会副会长等职。 

 

陈志军 管理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山东大学管

理学院副院长，山东大学国际创新转化学院院

长，EMBA教育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 

 

王德胜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

舆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主要研究领域：市场营销管理、品牌

传播、企业成长、企业文化与管理伦理；

主要研究兴趣：媒介经营与管理、新媒体

产业、舆情监测与管理等。担任山东大

学、天津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MBA/EMBA、总裁班主讲教师。  



李铁岗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投资学专家，高级资产

评估师，高级金融分析师，国际注册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投融资理论与实

务、资产证券化（ABS）、智慧城市与房地产经

济、计量经济学与大数据挖掘分析等。 

 

肖连生 

 

山东大学教授，山东领悟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商业模式研究

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百年学堂项目负责人，山

东大学百年学堂授课讲师。 

 

 

刘旭光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中国档案

学会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档案

专家库成员，曲阜市孟子学会副会长，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区人大常委会特聘咨询专家。 

 



陈言俊 陈言俊，应用研究员，山东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院长顾问，负责山东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管理

和指导工作。获评教育厅 2008年、2009年、

2010年山东省大学生机电产品设计创新竞赛优

秀指导教师，2018年第四届全国“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优秀指导老师，山东省教育厅科

技创新优秀指导教师，山东大学教学名师，山

东大学爱岗敬业十大模范人物，山东大学课堂

教学优秀教师 

 

王兴元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管理学教学与

研究工作。 

现为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管理

科学研究所所长、品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兼

任山东大学创业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山东大

学创业教育与创业计划创新教育平台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管理、创新与创业管

理、管理创新、品牌管理以及商业文化等。 

 

张玉明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现为山

东大学中小企业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管理学

院会计系教授，会计学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

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清

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研究领

域：金融证券与财务管理、中小企业发展与企

业成长理论、科技创新与管理。 

 



邢建平 山东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创新创业学院副院

长、国际创新转化学院副院长、山东省导航通信

协同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信息

系统监理师、IEEE 会员、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

员、济南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山东省信息化专家

组成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数据通信与新

航行系统部级重点实验室合作研究成员。 

 

 

校

内

教

授

导

师 

刘悦坦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欧洲华商商学院

客座教授、美国密苏里大学营销传播学博士

后，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山东省政府特约

研究员，共青团山东省委“梦想导师”，美国

凯捷国际传媒集团（大中华区）首席顾问、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山东省直邮协会副会

长，山东省广告协会副秘书长，企业文化、品

牌战略、青少年成长教育专家。 

 

王广振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文化和旅游系教授，法学博

士，文化产业博士后。 

山东大学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文

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致公党中央文化委委

员，致公党山东省文化委副主任。 

广振智库首席专家。 

 



王鹏伟 山东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为模式识别及机器学习、多尺度图像分割和数

据融合，脑功能磁共振（fMRI）数据分析与应用

研究等，长期从事数字图像处理的教学和科研

工作，博士期间参与国家 863 项目“多源信息

处理应用示范系统”、国家 863项目“多源数据

融合目标识别与变化检测”以及中科院知识创

新项目“数据融合关键技术研究”的研究。曾参

与多项国家自然基金的研究工作，目前主持一

项国家自然基金和山东省自然基金。 

山东大学崇新学堂主要负责人，教学上曾荣获

山东大学 2013-2014 学年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

赛一等奖和“山东大学第七届教学能手”称号。 

 

陈华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当代金融研究所

所长。 

现任：山东省十、十一届政协委员, 省人大常

委咨询专家，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省科学

技术奖励评审专家,中国保险学会理事，山东

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山东财政学会理事。西

南财经大学山东校友会会长。山东省国资委聘

任的首批外部董事；山东工程咨询院聘任的外

部专家，山东省政府投融资评审中心外聘专

家，济南市发改委所属的济南经济社会研究会

副会长。 

 

张东深 张东深，山东大学经济学硕士，高级会计师。现

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党

总支书记。 

 
  



校

友

导

师 

孙丕恕 198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无线电专业 

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正高）。现在浪潮集团董事

长兼党组书记。2011 年 1 月，获 2010CCTV 中国经

济年度人物创新奖。2015年 1月 31日，获得 2014 

CCF计算机企业家奖。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两

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两次获得山东省委、省政

府重奖。是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荣获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 

 

李宇兵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博士、教授、山东华天科技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大学济南校友会执行会

长兼秘书长、山东大学校友企业商会会长、山东大

学百年学堂发起人。先后荣获山东省劳动模范、山

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山东省新长征突击

手、山东省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山东省青春立功活

动一等奖、济南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2011年“影

响济南”年度创新人物等荣誉称号。 

  

毕京福 山东省就业促进会会长。山东省劳动就业

办室原主任，国家高级职业指导师，山东

大学创业导师。从事就业创业工作二十六

年，组织编写就业创业书籍十多本，发表

论文八十多篇；先后两次受国务院前总理

温家宝等多位国家领导人接见，曾获得国

务院授予的全国就业创业优秀工作者，省

政府一等功。 2019 年荣获由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5%8D%81%E5%B1%8A%E5%85%A8%E5%9B%BD%E4%BA%BA%E5%A4%A7%E4%BB%A3%E8%A1%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5%8D%81%E4%B8%80%E5%B1%8A%E5%85%A8%E5%9B%BD%E4%BA%BA%E5%A4%A7%E4%BB%A3%E8%A1%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D%81%E5%A4%A7%E6%9D%B0%E5%87%BA%E9%9D%92%E5%B9%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D%81%E5%A4%A7%E6%9D%B0%E5%87%BA%E9%9D%92%E5%B9%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6%94%BF%E5%BA%9C%E7%89%B9%E6%AE%8A%E6%B4%A5%E8%B4%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6%94%BF%E5%BA%9C%E7%89%B9%E6%AE%8A%E6%B4%A5%E8%B4%B4


郭之祥 山东省工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共党

员、经济学博士  

 

周建民 

 

山东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 EMBA，天津大学管理

学博士，哈佛商学院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高

级研修。山东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光大五道口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五

道口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国家

金融研究院全球并购重组研究中心联席理事长 

 

校

友

导

师 

张伟民 得厚资本管理合伙人。山东大学金融专业硕士，先

后在山东证券、澳银投资等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工

作，主持过鲁北化工、滨州活塞、山东黄金、济南

钢铁等十余家公司股份制改造和 IPO 及再融资项

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工作和管理经

验。 

 



赵迎光 韩都衣舍创始人，现任韩都衣舍电子商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

理事，长江商学院山东校友会会长，济南市青年联

合会 副主席。 

 

郭志强 山东世纪开元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裁。天津大学光学仪器专业学士、山东大学经济学

硕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高级工程师。 

兼任齐鲁壹点创途驿站导师、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

副理事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行业发行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  济南市印刷行业协会副会长、 济南

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   

 

校

友

导

师 

秦昶 中鼎贝特集团董事长，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监理

工程师、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国家注册咨询工程

师、香港测量师。现任中鼎贝特集团董事长，山东

省战略新兴产业研究院理事长，山东旅游研究院理

事长，山东大学校友企业家俱乐部监事长，山东大

学济南校友会执行会长，济南成武商会会长。 

 



秦长岭 秦工国际董事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十一届常

委、山东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华大儒商

文化研究学会副主席,北京大学齐鲁汇秘书长、山

东大学校友企业家俱乐部常务副理事长、济南进出

口协会副会长，儒风大家杂志常务副理事长。 

 

马立新 德国 3S 软件公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机器人产业

联盟副理事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制造专委会

副主任、民盟山东省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

动化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高青  高青，华赛伯曼医学董事长 

青岛理工大学工学学士 

山东大学金融学硕士 

南开大学管理学硕士 

拥有十余年企业管理经验，曾先后于上市公司、矿

业投资公司、香港资源公司、私募基金公司任职董

事、总经理等职务，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和资本运

营经验。 

 



 

于建成 山东大学创业训练营创业导师，长江商学院校

友，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曾任山东省经贸总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德国罗德菲尔斯大中华

区总裁。现任多家民营企业董事长，30年以上企

业经营、管理经历。 

 

朱涛 政和董事长兼总经理，政和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

山东省软件行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山东大学客座

教授，山东省创新创业导师，泉城产业领军人才。

朱涛是国内知名科技管理、财税管理专家，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资深专家，财政厅特邀评审专家，多次

受邀为国家部委、科技厅局和知名企业提供服务。

其带领的政和团队建立了国内首个基于 020模式为

政府、企业和创客等提供服务的创新创业服务云平

台——政和通，助力创新创业的发展。2015年 8月，

朱涛被评为全国双创之星，受邀参加央视 “发现双

创之星”活动并进行直播演讲。 

 

周军 北京天诚盛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该公司

专注生物识别、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场景化

应用，始终走在行业前列。在 2016 中国绿公司年会

上，周军在焦点论坛“智能制造：’互联网+工业’

的未来”表示，互联网+工业并不等于智能制造，互

联网只是连起来，还有互通，还有一个是感知，还

有一个能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怎么去关注去照顾

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才是智能的。  



 

张革 现任浪潮集团副总裁。山东省信息协会理事、山东

省计算机协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信息安全协会副理

事长。2015年山东省省管企业优秀共产党员。第十

七届、第十九届“济南市优秀企业家”。 

 

吴越舟  北京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业务副总、高级合伙

人，德鲁克学院浙江教学中心首席导师，清华、北

大、上海交大等多所名校的客座教授。多家上市公

司、集团战略与营销顾问。 

 

 

周勇 高联教育集团副总裁、执行校

长。 

考研高级咨询专家。 

中国青年报、齐鲁晚报等多家权威机构的特

邀嘉宾。 

 



蒋咏梅 专业企业导师，商业教练，从业经验 12年。 

拥有 20 年企业运营管理经验，担任多家企业的督

导和咨询。 

曾任：智景同德导师学院签约导师，智景教练学院

院长，济南圣易 CEO。 

 

宁柏宇 蓝象资本创始合伙人，2014年于好未来战略投资

部开始投资生涯，迄今参与投资教育项目 100余

个。 

拥有 15 年教育行业实务经验，曾在好未来

（NYSE:TAL) 创建摩比思维馆、乐加乐英语品

牌，新东方（NYSE:EDU) 第 1 批教师培训师，在

产品创新、品牌传播、渠道搭建、增长规划方面

有丰富经验。他曾访学 20 多个国家，擅长海外资

源落地；北大青年 CEO俱乐部理事，WISE教育创

新大会组委会成员。 

 

外

聘

导

师 

孙保森 从事商业工作 40多年，在国企，央企，外企和上市

公司担任高管，专家和合伙人。对商业管理和信息

技术与商业投资和商业资产运营管理，有众多的项

目实战操盘经验。主要研究智慧城市综合体和智慧

社区服务的规划与发展，未来社会大产业发展及商

业全生命周期的思维导图。 

 



郝志中 

 

看看前 CEO、酷 6网创始人之一 

现任大咖说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用户力》作者 

资深的实战派互联网专家，从事互联网工作 16年，

在内容、产品、营销、运营、商业模式、互联网转

型等诸多领域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林子力 

 

新开普战略投资副总裁、新开普商学院执行院长。

战略规划、股权投资与人才发展领域专家。专注于

企业发展战略、股权投资及人才发展、企业大学领

域，曾任多家企业总经理、常务副总裁、总监等高

管职务，在和君咨询集团任职时曾多次荣获公司

“年度优秀合伙人”、“优秀和君人”等荣誉称号，

所负责项目曾被评为和君“集团经典案例”，也曾

任 30多家知名企业、上市公司的特聘顾问。 

 

吴钦景 省政协联合日报社民生周刊部主任，505 新儒商读

书会发起人，省委省直机关党代表和省政协机关党

代表，荣获省政协机关优秀新闻工作者，著有新闻

作品集《初心与梦想》。 

 

 



外

聘

导

师 

李洪深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中心主任，曾

任业务主管、行政人事经理、副总经理等职位，具

有 20年以上企业管理实战经验。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员、山东省行为科学学

会理事 

 2014中国培训百强讲师。 

 

刘扬 火星人俱乐部创始人兼 CEO。火星人俱乐部于 2017

年 2 月获得雷军顺为资本 2000 万 A 轮投资，现已

进入北京，广州，深圳，南京，无锡，哈尔滨等城

市，是青少年创客教育领导品牌。同时，刘扬是中

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科学公益课堂进校园》发

起者，北京市昌平区青年联合会委员，2017年福布

斯中国 30u30精英。 

 

赵桐 

 

北师大 MBA校外导师，中国品牌营销杰出导师，北

京大学电商总裁班特约讲师。曾任:国际知名企业

联合利华市场经理、国际著名 4A 公司奥美集团北

方区负责人。现任:多家上市公司、集团战略营销顾

问 10年以上实操经历。 

 

 



张奥平 知名创投专家、财经作家、如是资本董事总经理、

如是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同时担任人民网人民创投

专家咨询委员会特聘专家，新浪财经意见领袖、福

布斯（Forbes）中国、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专栏

作家，兼任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特聘专家导

师，吴晓波频道·企投会导师，喜马拉雅 FM特邀星

级导师，山东大学商学院校友会副秘书长、山东大

学北京校友商会理事。 

 

王越 王越，纷极科技创始人兼 CEO，北京大学计算机系/

光华管理学院毕业。 

北大光华 MBA讲师、北大青年 CEO协会执行理事、

CCTV2 年度创业英雄会嘉宾、职来职往 Boss 团成

员。 

 

. 李天驰 编程猫创始人、CEO，深圳点猫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2017入选福布斯中国 30岁以下精英榜。 

 

 刘培超 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Dobot 品牌创始

人，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 

 



外

聘

导

师 

张万明 青岛华赛伯曼医学首席技术官,青岛大学华赛医学

细胞和蛋白质药物研究院副院长,美国克利夫兰医

学中心执业临床检验医师,江苏省“双创人才”美籍

科学家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医学院博士,瑞典 

Uppsala 大学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博士后,青岛大学

特种医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细胞治疗技术开发，分子诊断，及生物

药研发等工作。  

外

聘

导

师 

张成钢 和君恒成高级合伙人、山东和君恒成管理咨询公

司总经理 

15年以上管理咨询、培训行业经验。擅长企业综

合诊断及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组织优化及企业管

理提升、基于营销系统规划的落地实施辅导等。 

 

 

 

史皓光 玖相财智咨询、玖相企服、税务师事务所创始

人，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金融理财规划

师；山东省青年创业导师，山东财经大学 MBA导

师，北京华税学院特聘讲师，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引导基金财务咨询专家，山东省瞪羚企业促进

会财税顾问，招商银行济南分行特聘财税顾问

等。 

 史皓光老师 15年国企、金融集团、民营企业集团

的财务高管经历，6年财务管理咨询实战经验，擅

长从战略角度系统解决企业的财税问题。  



王学勇 现任：企业教练、行动学习催化师            

山东学习型企业家俱乐部创办人 

山东省社会组织云中心副理事长、山东省中小企业

服务促进会副会长 。 

专业领域：企业成长与商业模式、企业家与团队教

练、行动学习。 

  

刘江友 青岛致远方略创业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豪

泰资本合伙人，齐鲁天使汇创始发起人，青

岛创业者协会副会长，全球模拟公司联合体

中国中心 创业实训师，第二届中国天使投资

节“创投大集” 天使投资人评委，2018年山

东省省级创业型城市评审（县区）评审专家。

擅长创业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规划设计

与运营指导，创业企业的商业模式梳理与辅

导，创业项目天使投资价值的底层逻辑分析。 

 

施开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科技、工信等多部

委专家、评委、创业导师。担任国家教育

部、人社部、科技部、工信部、广东省教

育厅、人社厅、科技厅、工信厅、广州市

人社局、广州市科技局等政府机构创新创

业导师及创新创业项目评审专家。连续多

年担任政府、高校及创新创业机构举办的

各类创业创新大赛项目评审专家。  

 



外

聘

导

师 

魏剑峰 酵母商学院高级运营总经理 

前阿里巴巴集团 12年实战管理 

历任国际、国内 B2B/政府 BD业务总监 

 

 

薛博元 山东和朴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淄

博富让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山东欧和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天津大学山东研究院创业导师、上海

交通大学淄博新材料研究中心创客空间创业

导师、科学家联盟创业导师。 

 

 

信翔宇 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济南分中心总经理。曾任私

募基金投研总监、有限合伙人，运营上市公司理财

资金，及市值管理等业务。专注于山东本土企业控

制权风控、股权激励、股份制改造、股权众筹、托

管挂牌等股权全链条服务。 

 



郑超 

 

山东锦瑟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山东大学济南校

友会、山东大学校友商会常务理事，济南市连锁经

营协会(众诚商会)法律财税专业小组组长、山东省

道路交通运输业协会法律顾问、现就职于山东格致

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专注于企业法律风险防控

(顶层设计、股权架构、规章制度、合同风控、劳资

风控、财税风控、流程管理风控、应收帐款风控等)。 

 

 唐德发 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会计师，山东威德税务

合伙人，新生代财税专家，担任多家集团公司、上

市公司财税顾问，在中国税务报、中国税务杂志发

表文章数篇。曾任职某工业集团财务总监，并先后

在 AAA 级和 AAAAA 级税务师事务所从事税务服务 8

年有余，先后任部门经理、技术总监及合伙人。成

功操作多例合并、分立和资产收购案例。从事上市

公司、集团公司税务审计、税收规划、专题培训等

业务，多次完成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国税局对大

型央企、省企的税务自查工作。 

 

 

 王成东 北京明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CEO 

北京东方明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注册金融分析师 

实战管理专家 

投融资专家  

现任多家企业的管理顾问 

 

 



外

聘

导

师 

赵春雨 

 

山东大学博士，山东大学创业训练营创始人，山东

大学济南校友会常务副秘书长、创业分会秘书长，

山东大学校友企业家俱乐部常务副秘书长，山东智

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善于企业股权融资方

案设计，商业模式设计，新三板、四板保荐融资服

务。 

 

秦媛  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北大青年 CEO俱乐部理事；

中国妇基会颁发传媒创新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评

委；曾主持人民日报客户端直播节目《设计美好生

活》；《餐桌社交礼仪》课程出品人；北大博雅学

院副院长；曾受央视、时尚芭莎等媒体采访报道。 

 

龚凡 人民网慕课法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媒体

顾问 ;APEC 女性领导力论坛嘉宾； Horasis 

Asia 中国代表。  

曾任：山东卫视主持人  

 



李莹莹 莹响力 Yingfluence 创始人；全美华裔

30under30 优秀创业者；财新传媒硅谷站

记者；美国 Own The Room 企业培训师。  

曾任巴西孔子学院中文和商业文化讲师；

中国阿里体育上午拓展战略指导； AIESEC

项目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