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汇中西，
培养未来法律界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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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律行业的不断发展，身处其中的律师、企业法务和其他法律职业人士
所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在新时代下，您不仅要持续向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
还要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功，这使得您需要不断学习和锻炼新的技能。在帮
助您提升这些技能以应对未来挑战上，智合研修院的教育项目值得您的信赖。
我们拥有世界知名的师资力量、兼具理论体系和实务指引的课程内容，并采
用沉浸式的学习模式，以培养拥有国际视野、勇担社会责任、具备综合能力
的法律领袖为目标，以推动中国法律职业教育和法律服务行业的国际化、专
业化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帮助您成长为法律行业的领导者并获得持续发展的
资源和能力。

智合研修院的教育项目既提供公开类课程，也提供定制化课程。我们的公开
类课程项目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律所领袖、企业法总和法律职业精英，您
既可以探索全世界的先进领导理念，也可以对于法律行业进行深入的探索和
实践。如果您选择定制课程，我们将和您的公司或组织深入探讨课程的目标，
并确定实现目标的最佳课程结构和内容。

“大多数人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却罕有人想改造自己”。
我们始终以学员为中心，既在能知，也在能行。

⸺智合研修院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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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力量
我们的授课讲师由来自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外
知名学府的教授、国际国内领先律所的合伙人和世界知名企业的管理者组成。智
合研修院整合全球优质的教育资源，旨在将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相结合，为律所
领袖、企业法总、和法律职业精英及他们所在的组织提供优质的课程服务。

在智合研修院，您将与世界闻名的大学教授、行业专家、律所合伙人、公司高管
进行积极热烈的交流。凭借多元化，专业化的师资力量，我们希望学员在结束课
程时将获得一系列实用的、可运用的技能和策略。

⸺Scott Westfahl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高管项目教育主任

“我们的目标是提高律师的能力，帮助他们在职业生涯中成为更成功的领
导者。他们不仅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同时还要为客户服务。我非常
期待智合研修院的课程，期待着与中国的律界精英们见面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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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合研修院师资（外方）
 按姓名首字母排列

04

Ashish Nanda Dan DiPietro Gretta Rusanow Jaap Bosman  潘言博

Peter Williamson Peter Zeughauser Richard Susskind Scott Westfahl

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管研修中心杰出学者
哈佛大学商学院战略研究部高级讲师
MBA战略杰出教学组领头人

Ashish Nanda
哈佛法学院律所领导力课程讲师
Dan DiPietro Consulting LLC主席
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高级顾问
曾任花旗银行律所集团主席三十年

Dan DiPietro

花旗银行律所咨询顾问团队主管
曾任澳大利亚知名律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曾任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律所咨询团队经理

Gretta Rusanow

TGO 法律咨询公司 CEO

Jaap Bosman  潘言博

剑桥大学 Judge 商学院国际管理学荣誉教授
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管理学主任

Peter Williamson
Zeughauser Group 法律咨询公司首席合伙人
Irvine Company 前高级副总裁

Peter Zeughauser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法学院荣誉教授
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
英国著名作家兼法律技术专家

Richard Susskind

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管教育项目主任

Scott Westfahl



美国耶鲁大学法律科学博士（JSD）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
师、副院长
法社会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程金华

毕马威中国副主席

龚伟礼 

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

迟日大

多伦多大学法学博士
中伦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 

管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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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合研修院师资（中方）
 按姓名首字母排列

程金华 迟日大 龚伟礼 管云翔

韩德云  韩亮 洪祖运 江锋涛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

韩德云  
方达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合伙人

韩亮

智合创始人、董事长、CEO
华东政法大学律师学院特聘教授

洪祖运 
恒都国际律师集团董事局主席
恒都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合伙人

江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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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伟绅律师事务所中国区公司业务部负责合伙人

马云
德锐咨询董事长

李祖滨 

盈科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全球董
事会主任

梅向荣 

智行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CEO、创始合伙人

莫琼

中伦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
中伦上海办公室创始合伙人

乔文骏 

李祖滨 马云 梅向荣 

莫琼 乔文骏 

智合研修院师资（中方）
 按姓名首字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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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务总裁

史迎春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民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孙学致 

王忠德

肖微 徐菲繁

大成律师事务所研究院院长
大成全球网络联席会议终身名誉主席、大成终身
名誉管理合伙人

王忠德

君合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肖微

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主任、执委会成员、高级
合伙人

邬辉林

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 CHO
国家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领越    领导力认证导师、ICF 认证企业高管教练

徐菲繁

邬辉林

史迎春 孙学致 

智合研修院师资（中方）
 按姓名首字母排列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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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卫锋

蚂蚁集团董事会秘书
原方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周志峰  

中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

张学兵
通力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俞卫锋

天册律师事务所主任、管理合伙人

章靖忠

智合研修院师资（中方）
 按姓名首字母排列

张学兵 章靖忠

周志峰  朱林海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朱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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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智合研修院采用世界知名法学院、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模式，提供全球范围的实地参访交流机会。我们的课
程让学员不仅有机会向教授进行理论学习，而且有机会和每一位讲师进行实践互动交流。我们通过课程向
学员提供实用工具以及解决现实问题，同时为学员提供了专门的线上平台和线下教室，为增强学员彼此之
间的合作和交流提供场所。

前沿研究

课程主要围绕案例讨论学习展开。我们根据律师和法律机构当前面临的挑战
来适当调整案例内容。案例教学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教学方法，它鼓励学员类
比自己的经验，对案例进行多种维度的内容分析，产生大量的互动对话，进
而得出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行性方法。

除了案例教学，智合研修院的优势还包括对于法律行业有着深刻洞察和研究
能力。智合旗下的智合研究院一直在针对中国乃至全球法律市场的发展现状、
行业趋势、前沿问题、政策走向进行基于理论与实证的研究与解读，为法律
市场的监管机关、业界领袖、服务机构、专业人士提供信息参考和决策依据，
这些杰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的教育项目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案例教学

线上平台

线下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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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块
我们提供两种类型的课程：公开类课程和定制化课程。
公开类课程涵盖了一系列主题，并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学员。这些课程的授课老师既有来自世界知名大学的教授，
大型公司的高管，也有来自律所的管理者。这些课程对个人开放，但为了使您的律所、企业和组织的收益最大化，
我们也建议您以团队报名的方式参与。
我们还可以与您的律所、企业和组织合作，根据您的团体目标量身定制课程。我们在 2017-2020 年已为全国
范围的律师协会提供行业管理、领导力和发展战略等定制化的课程，同时也为律所和企业提供资产证券化、
知识产权、法务技能、私募基金、财税、家族财富传承、互联网竞争法律实务等专业化的课程。

为了向律师、企业法务及其他法律职业人士提供丰富的世界级课程，智合研修院紧扣国内外的行业
发展趋势，通过整合全世界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制定不同类别、不同主题、不同课时的顶级课程内容，
现已形成两大系列产品（公开类课程、定制化课程），为学员提供发现行业的新研究热点、探讨行
业本质、重塑行业追求以及向行业领头羊学习的价值闭环。

探索领导者的角色
确定并实现领导者角色的转变

有效的领导力和发展战略学习和决策，
使您的律所、企业和组织持续性发展

领导力建设与培养
全球布局与人才培育

了解国内外法律行业最前沿的资讯
拓宽行业国际视野

三大课程系列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与顶级企业进行跨行业互动交流

提供优质的社交圈，知名律师、企业交流学习
商业管理和专业化课程

深入挖掘中国国情与实现全球化认知

奠定行业知识基础与跨界认知

增强管理与法律工作的职业和实务能力

角色转换

组织战略

领袖情怀和价值担当

公开类课程包括：

定制化课程包括：
律协定制课程和律所定制课程。

领导力课程（律所领导力与发展战略—中国课程（LLMC）、律所领导力与发展战略—
美国课程（LLMU）、律所领导力与发展战略—英国课程（LLMB））和专业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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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MC

公开类课程

合作伙伴

“律所领导力与发展战略—中国课程”，是智合研修院为中国律所领袖打造的世界
级课程，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行业前瞻力、战略管理能力和卓越领导力的律
所管理者。利用我们在核心内容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领先战略，科学管理，创
新发展，卓越领导力和中国领先律所战略实践五大模块，我们设计了以下内容：

通过课程的不断升级，为学员全方位破解律所发展症结。
与中国律界领导者同行共同学习，掌握国内外一线大所和地区精品所高端人脉资源，发掘业
务合作、战略合作、人才合作机遇等，加入高端社交圈。
提供五星级酒店，全程同声传译、课堂笔记，高端茶歇、社交晚宴等品质服务，极致体验。
教学形式多样，提供精美教材，课程证书等。

目前我们与一些高校和律所组织建立高质量的合作关系，包括：

项目介绍

哈佛法学院、商学院，剑桥商学院教授
国际律所管理咨询大师
中国律所管理咨询专家
中国老牌强所、规模大所、区域强所管理者

.

.

.

.

.

.

.

.

律所领导力与发展战略-中国课程
Law Firm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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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MU

合作伙伴

项目介绍

目前我们与一些高校和律所组织建立高质量的合作关系，包括：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
国际律所法律咨询专家
顶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

.

.

“律所领导力与发展战略—美国课程”，是智合研修院为中国律所领袖提供一次
让世界听到中国律所领袖声音的机会。利用我们在核心内容领域的专业知识，
包括核心课程，实务探讨，我们设计了以下内容：

提供世界知名学府哈佛大学交流机会，对话中美关系与律所战略管理。
提供跨国企业交流机会，共探新时代背景下的法律需求。
提供与世界头部规模所、精品强所学习交流平台，向强者学习，拓宽视野。
与国际组织、律协和法院等形成特色项目，搭建友谊桥梁，深入走进美国，拥抱未来。
完成全部课程内容并进行课程评估后颁发结业证书。

.

.

.

.

.

律所领导力与发展战略-美国课程
Law Firm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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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律所领导力与发展战略—英国课程”，是智合研修院为中国律所领袖提供一次让
世界听到中国律所领袖声音的机会。利用我们在核心内容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
核心课程，实务探讨，我们设计了以下内容：

项目介绍

剑桥大学 Judge 商学院管理学荣誉教授
剑桥大学耶稣学员管理学研究员
英国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主席

目前我们与一些高校和律所组织建立高质量的合作关系，包括：

与领袖对话全球格局与中英律所发展的机遇，感悟律所领导者在当今世界的担当与责任，同
时感受百年名校带来的文化沉淀。
提供实务研讨机会，在与律所深度交流中碰撞律所管理之道的火花，探寻评级机构对于律所
品牌与客户评价的深度解读。
提供深入感受英式的高端活动，体验英伦传统礼仪规范。
完成全部课程内容并进行课程评估后颁发结业证书。

.

.

.

.

.

.

.

LLMB 律所领导力与发展战略-英国课程
Law Firm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BRI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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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目前我们已开展一系列专业类课程，包括：

互联网法律领军人才培训系列之互联网竞争法律实务研修班
劳动法与股权激励高级研修班
资产证券化高级研修班
知识产权高级研修班
大额保单实务操作
大额保单操作实务培训班
私募基金活动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培训

家族财富传承专场
全球家族财富课程
财税专场—上海站
法务技能整合集训营—北京站
法务技能整合集训营—上海站
法律新媒体写作培训
法律英语集训营

随着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日趋成熟，从业律师人员不断增多，法律细分服务市场也日
渐壮大。近几年，专注于单一行业领域的律师逐步增多，“专业类课程”，是智合研
修院为中国律所和企业提供专业类的系列课程。利用我们在核心内容领域的专业知
识，我们设计了以下内容：

满足市场需求，顺应行业发展规律，提供行业专业化发展的最前沿讯息。
为律所和企业法务部门、组织机构提供解决法律问题的解读剖析。
提供一线律所和企业的交流探访，帮助解决律所实践中遇到的法律疑难问题。
向学员提供向优秀者学习的平台，在互相交流中搭建友谊桥梁。

专业类课程
项目介绍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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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项目介绍
“定制化课程”，是智合研修院为中国的律所和律师协会提供专门性

和行业针对性的系列课程。包括境内课程和境外课程。利用我们在
核心内容领域的专业知识，我们设计了以下内容：

我们定制化课程与全国多家知名律所达成合作，与各地律所、律协
和组织建立高质量的合作关系，包括：

定制化课程

重庆律协英国行
南京律协品牌化建设发展战略培训
杭州市律所领导力与发展战略高端研修班
泰州市律师行业管理人高级研修班

律协定制课程

律所定制课程（大成、盈科、植德、天元、隆安、漫修）
金品联盟内部培训
坤源衡泰战略会诊定制课程
海华永泰定制培训
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定制课程培训

了解国内外法律行业的发展大势和法律服务最新的特点，提供优化发展战略。
对标国内外先进律所的管理诀窍，提升管理力与领导力。
开阔管理层思维与视野，加强文化凝聚力和认同感。
抓住法律发展机遇，引领行业潮头，提升国内外市场整体竞争力。

律所定制课程

.

.

.

.

.

.

.

.

.

.

.

.

.

15



校友社区
智合研修院（Intelligeast College）校友是在知
名的律师事务所、企业或组织机构内有一定业界
影响力的法律职业领导者。他们致力于改变作为
领导者的角色和发展，以便能更好地服务自己的
团队和客户。智合研修院的校友遍布全球，从同
行到同学，他们成为了在未来路上一同奋斗的同
行者，也将成为未来中国律师行业的主力军。

在智合研修院，奠定了校友们感情的基石，浓浓
同学情谊也成为了一生宝贵的财富。

作为智合研修院的校友，您可以最早的接
触到我们最新的研究和课程，为我们提供
宝贵的建议，您还会被邀请参加我们国内
外的课堂活动，分享您最近的思考和洞见，
并与智合研修院最新的校友群体进行交流
互动，不断地拓宽您在智合的校友圈。

500+

智合研修院校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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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hecollege@zhi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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