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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综述

中国的 MBA 教 育走 到 2017 年，可以 用朝气 蓬 勃、

意气风发来形容。

文：赵鹰 商学院大百科 总编辑

2017-2018年中国MBA市场
回顾与展望

与过去15 年的情形相比，最大的

变化是申请系统内高校 2017年起开学的

EMBA课程的学员被纳入 MBA全国联考体

系。市场上，以前为了贪图方便、快捷而

选择 EMBA的申请人反馈，既然 EMBA 和

MBA 都要参加联考，不如就去选择 MBA

了，同一所商学院 MBA的学费要比 EMBA

实惠很多。这对 MBA课程的生源构成利

好。从学校反馈给商学院大百科的数据

初步统计表明，申请 2017年全国最顶尖

MBA课程的考生量、质齐升。同时呈现：

资源继续向一线城市、一流院校聚集，

跟随性院校的招生捉襟见肘。一流院校

的 MBA 涨价的理由确立，空间也被打开。

请大家密切关注。

我们可喜地看到一批一流商学院继

续深化国际化进程，从过去与海外商学

院的潜层合作的各扫门前雪，到现在逐

步打通环节，努力做到我中有你。中国

MBA的课程主任们把更多的功夫花到课

程质量的持续提高上。

例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SD）与伦敦大学学院管理学院（SoM）

于 2016 年底正式启动开设一个全新的

MBA 课程项目。这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 BiMBA 商学院的又一个结合双方

专长而开设的独特的课程（该 MBA 项目

以全英文授课，设全日制班和在职班）。

自2008 年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SD）与比利时弗拉瑞克商学院（Vlerick 

Business School）已经合作开设国际

MBA 课程（目前运作良好，分为英文授

课的综合方向全日制 MBA 和在职 MBA，

以及中英文双语授课的体育方向在职

MBA）。这两个课程都是以在北大上课为

主体的，老师来自双方，国发院有很大的

一流院校的MBA涨价的理由确立，空间也被打开，请大家密切

关注。

主编档案

赵鹰

赵鹰女士从事媒体运营和市场营销多年。曾
担任国家级媒体驻欧洲特派记者，中央电
视台二套财经频道栏目执行制片人。1999
年进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职公关媒介
经理，负责学院整体品牌提升和媒体排名。
后赴英国 Stirling 大学电影与传媒学院就
读传媒管理专业，取得了理学硕士学位。在
英国期间，到英国《金融时报》伦敦办公室
做财经媒体战略研究。著有《顶尖 EMBA
课程指南》、《中国 MBA 课程指南》、《中国
DBA 课程指南》。客座主持财经论坛，为海
外全球 EMBA 来华教授中国商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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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MBA，直接与 EMBA市场争抢生源。

商学院大百科（whichmba.
net）对未来趋势的判断是：

跟随中国政治和经济大势，能够把

中国案例、中国know how 加进课程的项

目继续受到追捧。一味强调海外原汁原

味的课程反倒成为课程短板，从各顶尖

商学院达成和中国发双学位的状态可以

看出世界迁就中国市场的状态初见端倪。

在职 MBA仍是主流趋势，英语在职

MBA 和中文在职 MBA课程都还有发展的

巨大空间。

地域限制被打破。学生开始接受在

不同城市间穿梭，逐渐习惯和不同地域

的同学进行沟通。“上在职 MBA不一定要

同城”的概念对商学院和经济发展都有

相当大的正向推动作用。

创业学抬头。管理人员都希望能够

多学习技术驱动型产业的知识和技能。

90后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课程上。如

何应对他们的需求，如何应对越来越多

的小海归成为商学院的挑战。

重视 community的建设。越注意学

生服务、校友资源维护的学校，未来品

牌溢价越高，学生会蜂拥而去。

一线 MBA价格有进一步提高学费的

可能，一线半的课程有大幅度提高学费

的空间。

自主性。

而 BiMBA 的合作探索还包括入读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MBA项目的申请人，

可以在上学期间或毕业后继续申请攻

读第二硕士项目：美国福坦莫大学的全

球金融硕士项目（MSGF）或美国威斯康

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全球地产硕士项目

（GREM）。这样的设置大大满足了学生在

MBA 基础之上，对专业的要求。只需要

加几个模块，加部分学费就可以再取得

一个海外的专业性学位。这对中国学生

来说是性价比极高的办法，同时也没有

脱离中国的实践。关键在于对方学校确

认学生在北大修学的课程和学分。这已

经完全走出了很多国内院校替海外院校

做嫁衣裳的套路，而是拿人所长，为我

所用。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２０１７年最新启动Ａｎｔａｉ Ｌａｂ（安泰

实验室）项目，把中国的优质企业资源、

现实遇到的问题与安泰的学生对接，同

时引进全球最顶尖商学院ＭＢＡ学生来

中国和中国同学一起为企业做项目。这

进一步加深了跨国、跨校的学生互动；

让学生在读期间就能有真正的企业咨询

和项目跨国执行经验。

又如英国伦敦商学院（LBS）也和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合作推出国际商务

- 全球化经营与管理方向双学位项目

（Global MiM）。这类国际顶级商学院和

中国商学院携手推出双学位，两校同时

招生，并班上课，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

的。这说明，国际商学院已经承认中国

商学院的实力，也更加长远看重中国市

场的潜力。

但令人忧虑的是，中国 MBA市场上

全日制 MBA 的生源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申请人数下降，申请人的年龄也在下降。

在职 MBA 的申请人的年龄在上升，

有的项目的平均年龄到 34、35 岁，逼

中国MBA发展大事记

1984 年中国开始 MBA试点：中欧管

理中心（CEMI，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简

称）在北京成立，开展 MBA课程。

1990 年 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九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置和试办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几点意见”。正式

批准在中国设立 MBA学位。

1991年，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复

旦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上

海财经大学等 9所高校试行培养

MBA 研究生，开启中国 MBA 教育历

史性一页。

2009 年，MBA 院校扩充到 182 所，

加中欧和长江共184 所院校。

2010 年，全国共有 236所 MBA学校，

共招生35777名MBA学生入学。同年，

全国62所院校共招收 8483名EMBA

学生。

2013 年，一线和二线商学院都执行

提前预面试政策，给予实战能力较

强的考生降低笔试分数的条件。中

国 MBA学生录取成功实现对研究生

录取制度约束的绕行。

2015 年，新一批全球顶级商学院与

国内商学院开设双学位，不用出国

也能留学，甚至给予学生比出国留

学更加优厚的资源配置。

2014、2015 年，全国很多商学院或

者管理学院庆祝恢复建院30周年。

2016 年底，教育部相关部门颁发新

规定，EMBA 招生要求申请人参加与

MBA 录取相同的全国联考。EMBA也

颁发国家研究生学历再加相关院校

的 EMBA学位。

中国ＭＢＡ、ＥＭＢＡ项目
学员年龄段和出生年代分布比较

　 2002 2017

EMBA

32-50
1952-1970 1967-1985

Part-time MBA

27-38
1964-1975 1979-1990

Full-time MBA

24-30
1972-1978 1987-1993

年龄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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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综述

 随着 80 后、90 后逐渐成为管理教育市场的主体，他们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惯使其

对网络科技的依赖性更大，适应性更好，管理教育的线上教育将越来越和生活融合

在一起，会越来越被忙碌的上班族接受，大大释放出优秀的教育资源。未来，在中

国的商业教育中，在线教育将逐步被民众和教育机构所接受。

文：金逸云 商学院大百科

在线MBA教育
强势走进中国人生活

5.在 MBA教育中，SPOC 模式（Small 

and Private Online Courses，

小规模校内在线课程）相对于 MOOC 模

式（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更有可操作性

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商学院大百科调研发现

1.许多地处相对偏僻地区的院校选

择通过线上课程解决学生交通不

便的问题。

这一点在幅员辽阔的美国尤为显著。

如果去校园上课至少要驱车 3-4 个小时，

很多人还是挺愿意蜗在办公室或者家里

读读线上的课程。例如美国印第安那大

学 Kelly 商学院的在线 MBA 在美国，乃

至全球都很受欢迎。目前还和英国曼彻

斯特商学院全球中心合作和曼彻斯特商

学院开展线上、线下，全球联动的混合

式在职 MBA教育。

2.本土区域位置好的学校在开拓全

球市场时，在线的课程结构成为

资源最大化环节。

如西班牙的IE商学院，在欧洲首屈

一指，但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却显然不如

美国诸多名校。学院通过提供其他地区

更多在线模块来打造全球互动性和影响

力，对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推广有着重要

意义。IE 还专门为在线教育打造了全欧

洲第一间虚拟教室，老师讲课仿佛置身

于全球连线的演播室中。

下图为IE商学院新推出的虚拟教室

内景。想象一下，教授们有做电视主持人

的感觉吧？

商学院大百科对中国在线 MBA 发展

趋势的判断：

1.中心城市著名商学院会在原有面

授的模式上融入适当的在线模块，

比如部分理论类课程及全球认知等，此

类课程可自我开发，或者直接引入海外

院校的在线课件。

2.中心城市内第二、第三梯队的商学

院在同城竞技劣势的情况下，另

辟战场，发展在线课程，大力吸引周边

城市在职人员的报考就读，并适当运用

线下课程辅助教学。

3.非北、上、广城市顶级商学院，例

如位于浙江杭州的浙江大学、位

于福建厦门的厦门大学、位于湖北武汉

的武汉大学、位于广东深圳北京大学汇

丰商学院等，为开拓全国市场，会将原

有的卫星班整合，统一到母校的在线平

台上，统一授课，统一管理。

4.中国 Top1、Top2 的几家商学院，

将扩大全球学生的招生，将个别

留学生班或部分中国经济、中国管理等中

国Know how的课程放到线上，以吸引更

多海外生源，并节省留学生的读书成本。

本土区域位置好的学校在开拓全球市场时，在线的课程结构成为

资源最大化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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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国充分发挥其多年积累的远程

教育运营经验，在在线课程上发

挥先发优势。

英国在1971年就搭建了第一个针对

远程教育的在线教育平台,四十多年的

远距离教学经验让英国诸多院校在如今

纷纷选择开展 Online 课程，FT 榜单中

的几所英国院校：华威大学商学院、杜

伦大学商学院、布拉德福德大学管理学

院，以及英国利物浦大学在线课程等

MBA课程中，在线课程都达到100%。这

一类的院校依托于本国远程教育的丰富

经验，转化为在线课程，具有先天优势

和完善的运营和管理。

4.同城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学校

会更多地选择在线课程来转战其

他市场。

美国东北大学位于波士顿，而波士

顿城内有哈佛商学院、麻省理工等院校，

要想突出重围，利用在线课程寻求其他

市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商学院在线教育的三大优势

1.上课时间地点灵活

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有网络，就

能随时进入课堂学习，还能在繁忙的工

作中利用宝贵的碎片时间学习最新的学

术知识，不用担心错过任何一堂挂到网

络上的教学视频。

2.性价比高

“对于学校而言，在线 MBA学位教

育模式与传统的全日制 MBA 课程相比，

“对于学校而言，在线MBA学位教育模式与传统的全日制MBA课程相比，能大大节约教学成本并提

高效率，通过在线教育平台，教师能普及教授的学生范围，有利于商业知识的传播，世界各地的学

员都能享受到最优质的商学教育资源。

能大大节约教学成本并提高效率，通过

在线教育平台，教师能普及教授的学生

范围，有利于商业知识的传播，世界各

地的学员都能享受到最优质的商学教育

资源。对于学生而言，不仅在线课程的

性价比较高，他们也能够在工作的同时

根据自身的需求自由灵活地掌握学习时

间和进度，使得学习真正地融入到工作、

家庭和社交中去。”教育信息化专家组秘

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任友群教授

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3.互动性加强

以全球商学院联盟 GNAM 所提供

的在线课程为例，学生在遇到任何教授

讲授，自己却不理解的地方，就可以通

过一个对话框直接提问，教授也会很快

解答。每隔5-10 个知识点，教授就会停

下来与学员们互动，看大家是否都理解

并且可以继续往前推进。随着网络社交

工具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壁垒被

打破，以前商学院线下教学中需要熟悉

的学员进行小组互动、作业，现在利用

网络社交工具，陌生人之间同样可以进

行作业的探讨与合作，可以说直接复制

了跨国公司的运作模式和工作习惯。

英国利物浦大学在线学位课程中国

中心专业教育顾问Sam Walker对商学

院大百科表示，在线课程无论是课堂的

互动性还是学习氛围，都是可以做到线

下课程的体验程度的，甚至相较于线下

课程，在线课程更具有极强的灵活性，

更利于拓展课程的国际性和多元化教学，

在不久的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经理人

倾向选择在线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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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综述

西班牙 IE 商学院打造未来主义虚拟教室 WOW ROOM，将精英教育与先锋科技相结合，

开拓未来教育新领域。作为欧洲第一间虚拟教室，IE 商学院打破了传统的全职、在职以及

在线培训模式，利用人工智能、实时模拟、大数据分析、互动机器人、情感识别系统、全

息 3D 虚拟教授影像等手段，颠覆传统教育的官能体验。

西班牙IE商学院打造虚拟教室
开启科技引领教育新篇章

文（供稿）：IE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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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教室推进未来教育模式
的变革

“这间虚拟教室将会推进未来教育

模式的变革，科技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着

我们的生活，所以教育领域也需要跟上

步伐。” IE商学院副总裁迭戈·阿尔卡萨

如是说。“这间教室的建成使我们向科技

引领未来教育的理念又迈进了一步。过

去15 年以来，我们在教育创新项目上的

总投资已超过了2500万欧元，这也是IE

商学院的在线教育在世界各大排名中名

列前茅的主要原因之一。” 迭戈·阿尔卡

萨还表示：“虚拟教室投入使用的第一年，

将会有来自130 个国家的100 名教授和

超过 1000 名学生实时体验虚拟的授课

场景。学生将着重进行压力决策训练，

例如如何应对企业危机、在虚拟的工厂

环境里监管生产流程、在战争场景中进

行谈判、模拟外交冲突等等。”

在虚拟教室的课堂上，教授或亲临

现场进行授课或通过智能机器人展现的

全息3D 影像与学生进行互动。同时，教

授还可以通过特制大屏幕上的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分析等系统，对学生的课堂参

与度进行统计，并做出相应的反馈以加

强课堂的互动性，所有课堂场景均会被

录制下来，以供教学内容参考之用。

展望世界的窗口

虚拟教室的命名取自于英文“展望

世界之窗” (Window on the World) 的

涵义。它位于IE 商学院马德里校区之

内，软件及硬件设施都采用了前沿的科

学技术，一个面积为 45 平方米的数字

屏幕墙呈U字形展开，它由48 块儿屏幕

组成，视野能够达到 200度。硬件设施

还包括两块儿触屏显示屏以及实时摄影

编录设备。为了运作虚拟教室，IE商学

院采用了最新一代的计算机系统，配有

SyncRTC服务器、机器人还有全息3D 投

影设备。软件方面，SyncRTC 专门为虚

拟教室特设了视频协作平台。受惠于此

项技术，虚拟教室的实时视频课堂并不

需要学生接收端具备强大的宽带速度，

这样就确保了学生可以在世界任何角落

通过任何设备平台进行授课。

IE商学院创新教学负责人约兰塔·

格拉诺斯卡表示：“虚拟教室的无障碍

网络接入让电脑前的学生能够更加有效

地参与到课堂之中。IE商学院15年来一

直致力于在线教学的推进工作。多年的

经验积累，让这间全新虚拟教室的操作

变得简单便捷。此外，我们的工作人员

也在对教授进行使用培训，已达到最优

的授课效果。”

WOW ROOM作为在欧洲建成的第一间

虚拟教室，令IE商学院走在了教育模式

创新领域的前沿。自2002 年起，IE 商

学院就创立了IE 在线学习中心，致力于

发展与研究全职和在职学习相结合的可

能性。IE也是西班牙第一家开展公开网

络在线教育平台的学校，为来自超过100

个国家的10万名学生提供了免费课程。

此外，IE 在英国《金融时报》近三年的

全球在线 MBA 排名中位列世界第一。

虚拟教室的无障碍网络接入让电脑前的学生能够更加有效地参

与到课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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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综述

2017 中国在职 MBA 学费排行榜 TOP25
China Part-time MBA Programme Price List 2017 TOP 25

* 更新于 2017 年 4 月 英镑、美元、港币报价的学费按当时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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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五道口 - 康奈尔双学位金融 MBA
Cornell-PBC School of Finance Dual Degree MBA in Finance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 MBA
CEIBS Finance MBA

长江在职金融 MBA
Cheung Kong Part-time MBA in Finance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SAIF) 在职金融 MBA
Shanghai Advanced Institute of Finance (SAIF) Finance MBA

香港科大商学院在职 MBA
HKUST Part-time MBA in Shenzhen

加拿大 UBC-上海交大 IMBA
UBC-SJTU IMBA

复旦大学 -BI 挪威商学院 MBA 项目
BI Norwegian Business School-Fudan University MBA Programme

清华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在职金融财务 MBA
Tsinghua University-CUHK Part-time Financial MBA

上海交大 - 法国 KEDGE 商学院国际 MBA
KEDGE Business School-SJTU International MBA

同济 - 曼彻斯特双学位 MBA
Tongji-Manchester Dual Degree MBA

香港中文大学在职 MBA
CUHK Part-time MBA

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在职 MBA 项目
Fudan University School of Management Part-time MBA

香港大学在职 MBA
Hong Kong University Part-time MBA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职 MBA
SJTU ACEM Part-time MBA

同济 - 凯斯西储 MBA/ 金融硕士双学位项目
Tongji University-CWRU MSM Finance Double Degree MBA Programme

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 Global MBA
Manchester Business School Global MBA

复旦大学 - 香港大学 IMBA
Fudan University-Hong Kong University IMBA (General Stream)

北京大学光华工商管理学院在职 MBA
Peking University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art-time MBA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在职 MBA
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Part-time MBA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在职 MBA
Peking University BiMBA Part-time MBA

清华大学在职 MBA
Tsinghua University Part-time MBA

中国人民大学在职 MBA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art-time MBA

利物浦在线 MBA
Liverpool University Online MBA

同济大学在职 MBA
Tongji University Part-time MBA

浙江大学 -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全球制造与供应链管理硕士项目
Zhejiang University-Canada McGill University: Master in Global 
Manufactur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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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综述

2017 中国全日制 MBA 学费排行榜 TOP25
China Full-Time MBA Programme Price List 2017 TOP 25

* 更新于 2017 年 4 月 英镑、美元、港币报价的学费按当时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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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 MBA
HKUST Full-time MBA

香港大学 MBA
Hong Kong University Full-time MBA

香港中文大学 MBA
CUHK Full-time MBA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MBA
CEIBS Full-time MBA

长江商学院 MBA
CKGSB Full-time MBA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全日制金融 MBA
Shanghai Advanced Institute of Finance (SAIF) Finance Full-time MBA

北大光华 -ESADE 双学位 MBA
ESADE-Guanghua Dual Degree MBA

复旦大学 S3 亚洲 MBA 项目
Fudan University S3 Asia MBA

香港城市大学 MBA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ull-time MBA 

复旦国际 MBA 项目（与 MIT 合作）
 Fudan International MBA Program (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T )

上海交通大学 -MIT 中国全球运营领袖（CLGO）项目
SJTU-MIT CLGO-China Leaders For Global Operations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全日制 MBA
BiMBA of Peking University Full-time MBA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国际 MBA 项目
SJTU ACEM IMBA

南京大学 MBA
Nanjing University Full-time MBA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全英文 MBA
UIBE Business School Full Time MBA

清华 -MIT 全球 MBA 项目
Tsinghua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MBA

北京大学光华工商管理学院全日制 MBA（FMBA）
Peking University Guanghua Full-time MBA (FMBA)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国际 MBA（IMBA）
Peking University Guanghua International MBA(IMBA)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
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Full-time MBA

浙江大学全球创业管理硕士项目
Zhejiang University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me

同济大学 MBA
Tongji University Full-time MBA

中国人民大学 MBA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Full-time MBA

浙江大学 MBA
Zhejiang University Full-time MBA

中山岭南学院 MBA
Lingnan (University) College Full-time MBA

中山大学 MBA
SYSBS Full-time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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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MBA

文：赵鹰 商学院大百科

上海在职 MBA大比拼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最早能接受 MBA 的地区。无论企业和个人，对于 MBA

都有很高的接受程度。大家认为 MBA 学位持有者会有更好的管理知识和技能，是中层

经理和高层经理，甚至是企业家的标准配置。

在上海地区，向商学院大百

科咨询 MBA 申请情况的经理人和

企业家分布很广泛，有来自外企

的经理人、也有来自国企的干部、

还有来自民企的企业家和主要高

管。外资企业的年轻经理人通常

的诉求是找到一个合适的 MBA，

可以在公司业务发展的同时发展

自己，或者为被猎头挖角、跳槽。

而来自一些发展迅速的民营企业

的申请人问题主要集中在 MBA 学

习是否能帮助解决现实问题。而

来自国企的问题主要是用 MBA 学

位为自己傍身，或为户口，或为

未来转行。

咨询者中三类人员最多。

第一类是本科基础较强的技术

人员发展到一定阶段遇到瓶颈，想

如何带领技术团队，或者转管理岗

位。

第二类是行政管理人员，例如

做财会人员、总裁助理、人力资源、

行政管理的申请人。

第三类申请人是市场营销人员，

学费不是大问题，但是在公司内部

的升迁比较成问题。

我的回复通常从在上海申请就

读在职 MBA 的几种方法说起：

方法一：报考中国教育系统内院校，参加全国联考

1.学生需要在当年10月下旬在网上报名一所 MBA 院校（中国特色：每位学生一人

一年只能报考一所商学院中的一个项目），11月到学校现场确认，并参加当年12

月底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管理类工商管理专业联考。

2.目前，很多商学院下属项目会要求当年考生参加10月报名前的 4-9月由该商

学院自己组织的提前批面试；提前批面试学校会给到心仪的学生，优惠录取

资格；可能是降分录取，也可能是最低分数线录取；这些考生在当年报考该所院

校的特定项目时，就有了把握。请考生务必要注意每个院校的面试安排。大部分会

在你预计读书的那个秋天的一年半前。

3.被录取的学生在考试后的第二年的 9月开始在职学习2－3年，上课时间会有

几种形式。一种是每个月集中几天，例如一个月集中3-4天，这可能要求学生

向单位请假参加学习；一种形式是双周的周末；另外的形式是有些课在周末，有个别

课程利用工作日的晚上。毕业后可获得两张证书，一张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一张工

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证书。

方法二：申请自主招生的中外合作MBA

中外合作 MBA，指国家鼓励的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

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些项目一般不参加全国联考，由项目安排自主考试，被录取后，

在职学习两年，每月集中上课，英文授课的课程比例至少占总课程 50%以上，大部分

要求100% 英语授课。

方法三：参考国际上商学院录取方法，全日制项目要求
GMAT成绩 +面试，在职项
目通过综合考评入学

这些项目的全日制课程主要用 GMAT

成绩并参考面试、个人学历背景、工作简历、

自我陈述、几个问题论述文章来择优录取。
本章为文章节选，扫描右侧
二维码，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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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逸云 商学院大百科

本章为文章节选，扫
描右侧二维码，阅读
原文。

身在北京，想要通过读 MBA 提高管理知识水平和综合能力，以帮助自己转型、晋升，

商学院大百科帮你研究、整理出如下选择：

北京当地系统内MBA院校

北京 MBA 院校的主要势力范围在联考系统内。其中，清华经管 MBA、北大光华

MBA、清华五道口金融 MBA 持续领跑，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紧随其后，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以及中国政法大学等院校同样不甘示弱。

系统外院校

北京 MBA市场上除了联考系统内的各个院校，还有一批不需要经过联考的 MBA

项目，主要是一些英语项目，包括长江商学院 MBA、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BiMBA（英

语全职和在职）、清华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项目、和新开设的人大-曼彻斯

特商学院双学位 MBA（英语）（可以参加联考，也可以单独申请）。

民营商学院

北京的创业氛围极为浓厚，因此创新创业 MBA 在北京的发展也如火如荼。

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是由福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出资建立的公立性高等教

育机构。顺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势，学院成立了中国创业共同体、新华都

商学院创业孵化中心等机构，构建完善的创业教育资源系统，助力学员及中国创业。

新华都商学院的创业与创新 MBA 项目，是中国开展 MBA 教育 20 年来，教育部

批准的首个以创业创新方向的 MBA 学位点，MBA 教育领域独树一帜，成为创业创

新特色教育的第一品牌。

素有“帝都”之称的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

心，同时也是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北京的 MBA 院校

是全国最多的，一共有 35 所 MBA 院校，比魔都上海整

整多出一倍。

北京 MBA哪家强
系统内外、线上线下全盘点

在线读MBA

在当今愈加紧凑的生活节奏下，

不用出门，可以自由地选择空余时间

接受一流大学原汁原味的课程，对

于疲于工作的经理人来说，也不失

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有一批北京的同学正在就读英

国利物浦大学在线学位教育课程体

系中的利物浦在线 MBA课程，也有

其他管理类如金融、市场、人力资

源硕士等。

一者满足了市场对于海外学位

课程的需求 , 二者也解决了交通、

时间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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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商学院大百科经常收到来自

华为、中兴、联想、TCL 华星、中信实

业银行信用卡部、华大基因、金蝶、迈

瑞等公司的经理人有关 MBA申请的咨询，

我们特别对深圳 MBA市场做了调研，现

在将信息整理如下。

在深圳读 MBA 的几种方
法有

一、 全日制脱产 MBA

第一种办法是报考海外商学院，或

者是参考海外商学院入学方法的中国商

学院，例如：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全日制 MBA、北

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BiMBA 全日制班、长

江商学院全日制 MBA。

他们主要用GMAT成绩并参考面试、

个人学历背景、工作简历、自我陈述、几

个问题论述文章来择优录取。

第二种办法是报考中国教育系统内

院校。

二、 在职 MBA

第一种办法是报考中国教育系统内

院校：

深圳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迅速，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也走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前面。这让深圳

聚集起全国最优秀的科技型人才和全球营销人才。对于这些还来不及接受系统管理学知

识学习的人来说，产品越来越精细化、团队越带越大、全球营销的挑战也迫在眉睫。他们

希望通过读 MBA 提高自己的管理知识水平和管理综合能力，逐渐从技术岗位真正转到企业战略

管理岗位。

在深圳读MBA的几种方法

入学MBA

文：商学院大百科

被录取的学生在考试后的第二年的

9月开始在职学习2－3 年，上课时间

会有集中形式。一种是每个月集中几天，

例如一个月集中3-4天，这可能要求学

生向单位请假参加学习；一种形式是双

周的周末；另外的形式是有些课在周末，

有个别课程利用工作日的晚上。

深圳当地最出名的是北京大学汇丰

商学院在职 MBA,该项目是深圳当地以至

于周边地区有志青年的首选；当地的深

圳大学在职 MBA是性价比较高的选择。

第二种办法是报考在职MBA学位班。

学生参加每年10月份联考，被录取后，

在职学习3 年，上课时间一般安排在晚

上或周末，毕业后可获得学校 MBA学位

证书，不给研究生学历。

第三种办法是就读香港在职 MBA

班。香港科技大学 HKUST 在职 MBA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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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双周班是专门针对深圳同学的，有几

个模块要求到香港的清水湾校区上课，

但大部分课程在深圳当地南山区的虚拟

大学园区的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上课。

还有一个选择是香港中文大学和

清华大学合作的清华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在职金融财务 MBA。属于中外合作

办学，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授课。

不需要联考，需要参加项目组织的考试

和面试。

三、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EMBA是 MBA专业学位教育的一种特

殊形式，近年来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

关注和认可。截止到 2016 年 9月入学的

EMBA的选拔完全不需要参加联考，而更

注重职业资历。作为有很好职业背景和

资金实力的高层管理人士都会选择。
本章为文章节选，扫描右方
二维码，阅读全文。

但是 2016 年 10月，教育部正式颁

发文件，全国各大商学院的 EMBA 课程

录取方式做出重大改革，全部纳入联考

体系，同全日制和在职 MBA的报考流程。

这个新规定对 2017年想入学 EMBA 的申

请人造成重大问题。没有在 2016 年 10

月报名的申请人，无法就读 2017年的课

程。以此类推。2017年春各大院校正在

争取新的考试政策，目前情况不明。

但是，商学院大百科还是帮您在市

场上找到几条漏网的鱼，不需要参加联

考，又是国家承认的 EMBA学位课程。中

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香港城市大学

EMBA中文班、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美

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金融

EMBA、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香港中文大

学 EMPACC、北京邮电大学－法国里昂商

学院 EMBA。

EMBA是 MBA专业学位教育的一

种特殊形式，近年来在社会上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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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MBA

在申请 MBA 项目时，你一定看见过在职 MBA 和全

日制 ( 全职 )MBA 这两个选择。

在职MBA            全日制MBA 
你想清楚了吗？

区分这两个很容易：

* 在职 MBA，也叫半脱产 MBA，它是利

用工作空暇时间进行学习的 MBA 项目，

一般一两个工作日晚上，或者是每周双

休日，或是一个月四天的(含双休日)的

上课时间。目前有些在职 MBA课程也会

调整为双周周末。这些集中的课程设置

都可以满足忙碌的工作人员的时间安排。

由于高铁的发展，集中授课的方式给非

中心城市的经理人利用周末到中心城市

接受 MBA 教育提供可能，相对弥补了当

地优秀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

* 全日制 MBA，也叫脱产 MBA，即完全脱

离工作岗位进行学习的 MBA课程。一般

需要两年时间。目前也有很多学校提供

一年制课程。它和正常研究生一样，周

一到周五在校学习课程。

除了上课时间和是否需要离开工作

岗位的不同，这两种类型的 MBA更适合

怎样不同的人群呢？

* 全日制 MBA更适合工作在3-6 年左右

的人，不仅有利于转型和跳槽，而且还

为管理提升创造可能。国内外都有较短

的全日制项目，1年或1.5 年的，缩短了

学生离开职场的周期。而且，全日制学

习也是校园生活的充分体验，能够在工

作一段时间后重返校园，结识一批和自

己志趣相投的朋友，也是人生一段难忘

的记忆。 要想对自己有实质性改变，全

日制 MBA更合适。不是有句话说吗？“舍

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全日制 MBA学

生对于商学院资源的使用也是最大的。

大部分商学院开全日制班级就是赔本赚

吆喝。

* 在职 MBA的招生群体则是一群已有多

年管理经验，年龄相对全日制 MBA更长，

由于所处的职位无法完全脱离岗位进行

学习的一群职业经理人。在职 MBA的读

书机会成本小，工作和学习两不误。但

若要照顾家庭，带孩子，压力和强度可

想而知，就是5+2，白加黑了。需要得到

家庭的大力支持。

不过，一个充实的学习经历足以弥

补所有的付出，也能充分调动个人潜能，

时间管理、压力承受、耐力等都会有长

足的提高。如果目前的工作特别适合你，

公司内部未来前景也不错，还是要选择

在职 MBA，边学边用，活学活用。通过

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思路开阔了，很

多工作中的问题即刻就能迎刃而解，自

己在公司或行业里面发展的路子也能宽

阔许多。

文：鲍佳颖 商学院大百科

20 www.whichMB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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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申请人的咨询很有意思。中石油技术男、29 岁、人在天津、理科好、英语佳、各类考试都可拿接近满分，有派
驻海外钻井平台经历，管理技术小团队，家世不错，资金充足。综合分析，我们觉得他是一个通过任何途径申请 MBA

（GMAT 出国、中国联考、课程自主招生）都可以被录取的人。

可他的困惑是 :

1. 要不要放下人人羡慕的“两桶油”工作，读全日制 MBA?

2. 是出国读还是留在国内？ 

3. 如果留在国内读全日制 MBA，该读系统内清华、北大、复旦、交大？还是读系统外中欧、长江、北大国际？ 

4. 作为一个天津人，本地择校选择不多，该去北京，还是南下跑上海来？

在这些问题上，他怎么都摇摆不定。哎！你看，这个学霸也够纠结。

在国内就业市场上，MBA“洋文凭”的含金量已经下降，如果学员就读国外二流、

三流 MBA，回国后不一定能找到符合心理价位、马上赚回学习投资的工作，对此要

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文：赵鹰 商学院大百科

出国读MBA值不值？

金融危机后，全球 MBA教育呈现上

升趋势。不过，让学员颇纠结的是究竟

选择何种途径接受 MBA教育，是出国读

MBA 还是留在国内就读国内外院校合作

办学的国际 MBA 项目。学员需要根据自

己的需求而定，职业规划、年龄、经济

情况要全面考虑。

差距在缩小

商学院大百科的统计数据发现：一

般出国读 MBA的学员年龄偏小，很多是

国内大学毕业就直接报考的，出国的学

员一般年龄不超过 30岁。而就读国内院

校国际 MBA 项目尤其是在职项目的学员

年龄一般较大，基本在33至 34岁以上，

有的学校要求学员有10 年甚至以上工作

经验，是针对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

国内院校的国际 MBA 项目与出国就

读 MBA有一定差别。“在生源比例上，国

外 MBA 课堂上，中国学生占少数，本土

学生比例高很多。国内的一些中外合作

办学 MBA 项目则尽量营造国际化氛围，

要求 15% 学员必须是国外学生。其次，

在师资上，国外师资100%为国际师资，

而国内则中外混搭比较多。在中国，能用

全英语授课，又上得好管理课程的老师

是非常稀缺的。最后是环境差异，国外

就读 MBA，学员可以体验当地社会、文化、

历史，国内则较为本土化。当然很多学

校已经开始采用一些折衷的方法，组织

学员去全球各地当时的经济重点国家或

是地区游学。”

不过，专家们认为，国内MBA 教学

已经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在教学水平

上已经大有起色。“国内院校的国际 MBA

项目已不逊色于大多数国外院校。”

选择看需求

虽然，教学质量上国内院校的国际

MBA 项目水平已经接近国际一般 MBA 教

学水平，但选择何种途径接受 MBA教育，

还需看学员本身的需求。

出国读 MBA一般是全职，要求学员

放弃国内工作机会。在年龄较小的时候

出国就读，方便转型，机会成本较低。

此外，出国读书要求学员有一定的经济

基础，家庭条件较好。

当然，如果学员能考上国际最一流

的，也就是全球排名前十的 MBA，那么

不管年龄情况如何，都应该去体验一下。

不过，再次强调：“在国内就业市场

上，MBA‘洋文凭’的含金量已经有所下

降，如果学员就读国外二流、三流 MBA，

回国后并不一定能找到较好的工作，对

此要做好心理准备。”

另外，有些国外院校特色 MBA 在国

内没有替代课程，如法国 KEDGE 商学院

有红酒专业，那么如果这个领域的学员

想要获得较好的发展，就应该去法国就

读，“需要看学员工作领域和职业规划而

定，也要在决定前多做调查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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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MBA

我国自 1991 年开展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BA）研究生教育以来，已授予工商管理硕士

专业学位数达到 25.8 万。MBA 也是我国的首个专业学位，推动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的顺利发展。目前，我国 MBA 培养院校为 231 个，每年招收的 MBA 研究生总数近 4 万人。

浅析2018年MBA联考的
发展趋势

文：刘庆梅 泰祺教育创始人/董事长

2016 年 4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规范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的意见》中提到“从2017年起，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统

一纳入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就报

考资格，从过去的本科毕业 8 年改为和

MBA 要求一致的 3 年或专科 5 年。MBA

和 EMBA 的边界也将模糊，对于考生多

了一个选择方向，该项目的学员势必年

轻化发展。现在 EMBA 毕业后获得双证，

其含金量较往年大幅提高，新的政策导

致原来 EMBA的报考人群流失了，吸引了

一些原来的 MBA生源。

根据全国 MBA教指委的数据，知名

院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高校的报考人数较多。行业性突出的高

校也相当热门，特别是财经、信息等行

业，如：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同济大学等。

2017年的管理类笔试联考总体而言

延续了往年的命题风格，考试大纲无变

化，整体难度和往年趋同。除考查考纲

中规定的基础知识、理论、概念及方法外，

更侧重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测试。今

年的数学考题偏重对数学基础能力的考

核，提高了对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的要

求，计算量适中，题目比较灵活。逻辑部分，

今年的阅读量达到 8400 字，为史上之

最，整体难度应该比 2016 年略高。语文

写作中的论说文难度略高于往年，主要

原因在于今年材料自身风格发生了较大

的变化，是非常典型的“思辨类”文章，

重点在于考察学生如何辩证性看待问题

的能力。英语卷中的阅读理解部分难度

略下降，所以得分有小幅上涨。

单从 MBA 笔试来看，考生分数总体

高于往年，原因是阅卷整体偏松。2017

年的 MBA 笔试联考国家线较去年也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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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提升，A 线为:170/84/42，B 线为

160/74/37。

MBA 注重实际能力的考核，需要通

过面试和笔试，面试有提前批面试和正

常批面试两种形式，根据不同院校的招

生政策而不同。面试过程考核考生管理

潜质、工作业绩、团队合作、创新能力

等综合素质。对考生而言，面试相当重要。

以上海为例，近年来上海所有 MBA 项目

院校都执行了提前预面试，考生在提前

批面试环节表现优秀，获得高校较低的

C 线录取资格，意味着来年考试，只要

达到国家东部线，即可进入高校的拟录

取阶段。

管理类联考的大纲确实有它自己的

特点，笔试科目较少，只有两门：综合和

英语（二）。英语（二）要求相对低，综

合考试包括数学基础、逻辑推理和语文

写作。管理类联考的题型比较先进：第

一是选择题比较多，第二是涉及较多数

学基础、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

每个人都有擅长和弱点，需要针对

自己薄弱部分多下功夫，对于备考要做

到以下几点：第一，对基本知识、概念、

公式、定理等熟记在心，解题时能随时

反应出相关的概念、公式、方法，扎实

的基础知识能够保证你拿到70%以上的

分数。第二，多习题，并思考出题的出题

角度、考查方式，及解答技巧，对答错

题目要及时总结，尽可能归纳总结出迅

速解题方法。第三，真题和模拟，我们

的复习课程中设置了模考环节，目的在于

积累实战经验，更好地合理分配答题时

间，综合评估个人的应战能力。除此之外，

更需要有信心和坚持，最好参加一个辅

导班，便于你把枯燥的备考坚持下来。

泰祺专注MBA考辅领域十五个年头，

在考研领域是中国首家挂牌机构。在课

程辅导上泰褀提供科学完善的全套课程

体系，笔试辅导包括基础知识全面覆盖、

难点重点细致讲解、融入应试技巧，配

合定期测试，锻炼独立准确解题能力，

加上全真且含金量高的模考及串讲，为

学员笔试保驾护航。面试辅导包含面试

总论、材料准备；面试口语表述；英语

口语辅导；案例讨论以及小组及个人模

拟面试，助力学员顺利通过面试环节。

泰祺拥有优良师资，学习小组特色及专

业的班主任服务模式都将助力学员被理

想高校录取。

MBA 更多联考资讯可访问：shanghai.tqedu.net

咨询电话：400 699 9600

泰祺专注MBA考辅领域十五个年头，在考研领域是中国首家挂牌

机构。

( 图中从左至右 ) 北海 泰祺资深英语老师 \ 王简 泰祺资深逻辑老师 \ 刘庆梅 泰祺教育创始人 / 董事长 \ 倪维然 泰祺英语教研组组长 \ 全福星 泰祺数学教研组组长 \ 高其豪 泰
祺资深数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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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对于中国创业

者来说确实如此。历经三十年发展，中国孵化器如今

进入了 3.0 时代。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太库科技创

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太库科技”）一直紧紧把握国家政

策和全球创新趋势，探寻孵化器的创新模式。

中国孵化器三十周年
太库开辟产业孵化之道

自2014 年公司成立以来，太库科技

就以“全球技术-太库加速-中国创造”

为核心战略在全球布局。经过三年的厚

积薄发，太库科技创新提出“产业孵化”

全新概念。产业孵化可以用1+1+1（1个

实体孵化器 +1支产业基金 +1个创新集

群）模型来诠释。该商业模式专注于帮

助区域打造“产业孵化器”，以一个实体

孵化器、一个产业基金为核心，帮助服

务区域形成若干个创新产业集群。

实体孵化器可以成为城市的创新名

片，为创业者提供标配模块服务，加速

创新项目发展，并为区域营造良好的创

新创业氛围。同时，太库联合区域政府

以及战略合作伙伴华夏幸福设立产业基

金，并撬动其他资本，为项目提供资金

支持。

在实体孵化器和产业基金的基础之

上，太库科技为相关区域打造定制化的

创新产业集群，直接推动区域产业升级

和经济发展。那么太库科技是如何着手

打造的呢？

首先，太库在全球创新圣地布局实

体孵化器，主要通过在当地拓展孵化业

务，积累当地的创新资源。

如太库科技在硅谷、柏林、首尔、

特拉维夫、赫尔辛基等全球创新高地建

设的实体孵化器，被称为“研发端”。从

2015 年年初布局硅谷至今，已经构建起

横跨3个大洲，6个国家，十几个城市的

全球创新资源网络，聚焦智能硬件、人

工智能、医疗健康等高精尖领域。

未来 3 年，太库科技将大力度布局

全球创新资源高地，计划在 2020 年前

布局全球15 个国家，实现 3 年 50 城产

业孵化器的布局。

其次，太库科技和战略合作伙伴华

夏幸福一道，将太库“国际端”的优质

创新资源引流落地，使国际优秀创新项

目和当地既有项目一起，形成创新集群。

以河北廊坊香河为例，太库针对香

河在机器人产业方面的优势，为香河打

造了人工智能创新集群。2016 年，太库

香河实现16 个人工智能项目入孵，完成

单个企业到 VR 产业链的布局，实现 6个

项目产业落地，8个人才、16项专利落地

香河区域。同时，太库科技与华夏幸福

联手推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航机

器人研究所、东北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

沈阳工大与香河区域战略签约，为打造

香河智能技术与机器人协同创新平台开

模，使得实体研发，市场化运营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落地香河区域，助推香河打

造机器人创新型产业集群，促进其区域

产业升级。

“创新集群形成后，将影响当地传统

产业，以科技的力量推动产业升级。同时，

快速发展的创新集群，也能强有力地推

动当地经济发展。”黄海燕说。而这，既

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子，也是

孵化器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此外，太库还通过垂直加速器深入

核心领域。目前，太库已经启动“AI+ 垂

直加速器”、“大健康垂直加速器”项目，

聚集全球优秀创新资源，并引进中国，

落地区域。以区域特色产业为基础，布

局先进产业，利用产业孵化器模式扩大

特色产业优势，为区域形成产业创新集

群提供便利条件。

今年是中国孵化器成立30周年，也

是孵化器创新升级的重要拐点。未来中国

孵化器将走向何方？太库探索的以全球创

新资源为基础，以实体孵化器和产业基

金为载体，以打造创新集群为手段，通

过创新和投资双轮驱动区域产业升级，推

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孵化模式，也许能

为孵化器行业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黄海燕

太库科技创始人、全球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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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心中，艺术与商业是如此泾渭分明。我们总是习惯用无比仰视的态度看待艺术，

认为它是曲高和寡的小众游戏；仿佛一旦人的双眼过于追求财富，便难以欣赏艺术真正的美。

而事实上，艺术与商业之间，有的从来就不只是碰撞，更多的是融合！排斥商业思维、商业

运作的艺术，与拒绝艺术的商业、创业，毫无人文艺术素养的企业家及高管，都难以在领域内做到

一流与极致。

以文艺复兴的精神
拥抱商业新秩序

文：由马兰戈尼学院供稿

中国的商业领军企业也正积极拥抱艺术与时尚。譬如华
为，就不再满足于自身对潮流趋势的观察，而与权威色
彩机构合作，还邀请了马兰戈尼的优秀校友、轻奢品牌
Ricostru 的设计师欧敏捷，要让产品看起来更加年轻、
风尚、突出设计感。

没有人能否认，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是商业界的天才，而他同

时拥有艺术家般的感知力，知道如何通

过技术手段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搭建起一

座黄金之桥。他一直十分关注——甚至

经常被认为过度关注——产品形象乃至

包装的细节。“当你打开iPhone 或 iPad

的包装时，我们希望那种美妙的触觉体

验可以为你心中定下产品的基调。”在确

定 Apple II外壳时，颜色库里数千种的

米黄色均没有被他选中，最后不得不创

造出了“苹果米黄色”。

疯狂吗？也许。但如果我们从商业切

换到艺术的视角来看待，乔布斯这种对

于细节的追求就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

拉斐尔，直到现当代，伟大的画家对色

彩都有自己独特且敏锐的理解，当你驻

足他们的画前，你总会被那种色彩所吸引。

而在时尚领域，相比服装的廓形和细节，

色彩作为最为直观的品位宣言，往往是

设计的灵魂之源——有时，像改变色调

电影“穿普拉达的女 魔头”（The Devil Wears 
Prada，2006）中的经典台词，很好地描述了色
彩这一“细节”的重要性 ：“那件衣服不是蓝色的
也不是青绿色或琉璃色，实际上它是天蓝色的…
…从 2002 年 Oscar de la Rent 的发布会第一次
出现了天蓝色礼服，伊夫·圣·朗洛也随之展示了
天蓝色的军服系列，很快的，天蓝色就出现在随
后的 8 个设计师的发布会里，然后，它就风行于
全世界各大高级卖场……这种天蓝色，产生了上
百万美元的利润和数不尽的工作机会，还有为之
付出的难以计算的心血……”

（hue）或是饱和度(saturation)这样极

为细微的调整也会给人带来完全不同的

感受，更不用说由于文化的差异往往让一

种色彩在某个国家或地区象征幸福或是

愉悦，而在别的地方则代表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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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nico Dolce，中国知名男装设计师

张驰、毛宝宝、车车，中国知名女装设

计师欧敏捷、蒋熙，Versace中国区视觉

营销总监昝晓，美特斯邦威董事长胡佳

佳等。作为意大利时尚设计的典范代表，

马兰戈尼在持续的国际化进程中，坚持

以意大利特性为基石，是一座设计（创

意表现力）和管理（企业管理能力）之

间的理想桥梁。马兰戈尼深圳校区坐落

于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创意园，在时装

设计、时尚营销领域，开设本科生阶段、

研究生阶段、短期、高阶短期等不同层

级的课程，全方位满足时尚爱好者、企

业家及高管的进修需求。

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杰出人物，乔

布斯为自己挣得财富和名声的同时，也

大大影响与改变了全世界。有比他更好

的科学家，当然也有比他更好的设计师

跟艺术家，但至少在他的时代，却没有

人比他更好地融合艺术与商业、科技与

美学，以此来激发创新。

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不管他担任

什么工作，总会比其他人更仁慈、幽默，

更易展现个性而潇洒从容。而我们更加

不要忘记，企业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品

牌间的竞争，而品牌的灵魂是文化。当

传统商业越来越趋于同质化时，借以艺

术的缤纷绚烂，商业品牌能够更好地形

成差异化竞争。在此转折时期，企业家

及高管自身艺术素养与意识的缺位，会

导致品牌文化上的弱势，并带来极大的

麻烦：比如写不出漂亮的融资计划，拍

不出走心的广告，做不出消费者有共鸣

的产品，打造不出奢侈（甚至略高端的）

品牌……即便能够选择合作与外包，如

果企业家及高管团队自身没有达成共识，

没有欣赏与品鉴的能力，又怎么能够选

择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并通过他们充满

艺术构想的创意呢？

600 年前，从意大利起源的文艺复

兴，将人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成为现实

生活的创造者，工商业也由此开始茁壮

发展。近年来，来自中国的社会精英不

乏呼吁，中国也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并引

发一场社会思辨。有人赞同，有人反对。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文艺复兴不是复兴

文艺，而是借助文艺的文化复兴与观念

创新。尤其是在商业领域，毫不夸张地

说，艺术改变观念、观念重构思维。企

业家及高管掌握一些艺术观念，对于创

新思维、提升管理、完善品牌与文化建设，

乃至塑造个人领导魅力而言，都会有直

接而重大的帮助。

而这也是秉持“在时尚创造与商业

价值间保持平衡”的马兰戈尼学院，将

欧洲之外的第二间校区锁定在中国深圳

的主要原因——作为加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中国第一个、

全球第六个“设计之都”，也是发展中国

家中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称号的城市，

深圳年轻时尚、充满活力，文化产业与

科技、金融等领域在这里融合发展，商业、

科技与人文在这里极致交融，梦想在这

里实现…… 马兰戈尼冀望以深圳这一方

热土，为中国企业家及高管艺术素养的

提升、中国时尚产业乃至新商业秩序的

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马兰戈尼学院(Istituto Marangoni)

是世界三大服装学院之一，1935 年成立

于意大利米兰。历经 82 年的发展，如

今已发展成为国际知名学院，许多在业

界享有盛誉的翘楚都是毕业自马兰戈尼

的校友，如 Moschino 创始人 Franco 

Moschino， Dolce & Gabbana 创始人
扫描右侧二维码，了解马兰戈
尼深圳校区相关课程。

Giusi Lara 朱曦莨 意大利马兰戈尼学院深圳校区教学总监

从马兰戈尼学院本科毕业后，在时装设计领域积累了 20 年丰富经验，曾服务于 Missoni, Iceberg, Anna Sui, 
Christian Lacroix, Les Copaines, Colmar 等意大利或国际化的一线时尚品牌 ；并具备在马兰戈尼学院不同校区近 15
年的资深教学经验。现担马兰戈尼学院深圳校区教学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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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衣橱中的秘密”：原来自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美国贫富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

2014 年，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组年均收入上限为 2.9 万

美元，而收入最高的家庭组年均收入下限为 23 万美元，后者是

前者的 7.93 倍。换一个角度说，占美国总人口比例仅为 0.1%

的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几乎与占总人口高达 90% 的普通

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相当。

如果不能消除造成贫富分化

的制度根源，那么，21世纪

美国的贫富差距将会愈来愈

大，并对其政治和经济生态

带来深刻的不利影响，逐步

动摇美国的国力基础。

——何帆

编辑：郭倩

何帆：美国贫富差距
扩大的制度根源

教授档案

何帆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院

执行院长

教授观点

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分化如此悬殊？

一般来讲，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会在

一定程度上加剧贫富分化。但是，世界

上其他国家也都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和技

术进步，为什么美国的财富不平等在速

度上和程度上都远高于绝大多数国家？

这是因为，美国贫富差距的背后有着深

刻的制度根源。

在经济制度方面，过度强调放松管

制和嫌贫爱富的税收制度是造成美国贫

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始于卡特政府

的“放松管制”改革使企业享有充分的

雇佣与解雇、裁员与缩编自由，在促进

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工会加

速衰落、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大大削弱

等连锁反应。受此影响，20 世纪 70 年

代之后，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远远落后

于生产率增长，有时甚至出现停滞或下

降，而管理层的年薪却大幅上涨。福布

斯100 位收入最高的 CEO（首席执行官）

的年均报酬，1970 年约为普通工人年

均工资的 40 倍，1987年为 221倍，到了

1999 年甚至高达1077倍，此后虽有所下

降，但 2005 年仍高达 793倍。联邦税率

的累进性质明显减退是贫富差距扩大的

又一重要制度因素。上世纪30 年代罗斯

福新政之后的美国政府，大都把对高收

入群体实行高税率当作调节收入分配的

有力手段。然而，上世纪 80 年代里根政

府上台之后，税率变化的趋势发生了逆

转，最富有阶层享受到来自工资、股票

期权、利息和资本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幅

度减税。此后，美国低收入阶层和中产

阶层的联邦税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而最

富有的 5%人口的联邦税率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明显下降，其中最有钱的 0.01%

人口的联邦税率1990 年比 1960 年下降

了一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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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干货，扫描右方二维码
阅读全文。

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国政治实质上

是一种富人利己政治，即富人利用其资

本优势来裹挟政府，为本阶层谋取利益。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家阶层，屡

屡通过让政府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管制来

谋求自身利益。美国的政客还倾向于在

短时期内极力讨好选民，而罔顾社会的

整体长期福利。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

生之前，美国政府一度向金融监管部门

施压，要求增加对最底层民众的购房融

资补贴，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能够通过

举债购买住房。但正如英国《金融时报》

的评论文章所说：债务是“资本主义的

肮脏的秘密”。美国低收入人群的主要

资产是房产，而且杠杆率较高，富人更

多持有的是金融资产。2007年次贷危机

爆发后，低收入人群的资产因房价下跌

而大幅缩水，富人则大多受益于政府的

救市计划，继续享受金融资产带来的收

益。而且，美国的政治制度过于强调制衡，

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改革决策很难顺

利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政策是缩小贫富

差距的有效手段，但在美国政治制度下，

日益加重的收入不公问题让国会内不同

派别更加对立，很难在税收和再分配问

题上达成一致。

在社会制度方面，教育体制是美国

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贫富差

距既是教育不平等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一方面，美国的基础教育严重依赖地方

性税收，富人多的地方交税多，教育投

入就多，整体教育资源就更好，而穷人

多的地方则因为税收较少而缺乏教育投

入，教育投入的不平等又加剧了贫富分

化。美国的顶尖高校大多为私立学校，

学费较高，而且更看重校友、社会资源

等非个人能力因素，这就把大多数贫穷

家庭的孩子阻隔在外。不平等的教育制

度是造成美国社会阶层固化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能消除造成贫富分化的制度

根源，那么，21世纪美国的贫富差距将

会愈来愈大，并对其政治和经济生态带

来深刻的不利影响，逐步动摇美国的国

力基础。（本文刊载于《人民日报》2017

年 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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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浙江人擅长做市场，但有了电子商务以后，浙江

人经济中的市场网络优势就失去了。所以最近这几年来，

浙大管理学院一直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自

我修正甚至颠覆过去的商科学生的培养方式，我们尝试把互联

网尤其是网络营销结合到管理能力要求中来培养学生，到目前

效果很不错，至少得到我们本地浙商，尤其是互联网公司的认可。

我对未来的零售有一个推

测：手机端app与电脑端电

商，社区便利店与O2O服务，

大型商业中心与小型品牌化

销售连锁，这三块各自会先

融合，然后它们之间再融合。

——王小毅教授

传统零售的“天敌”是互联
网吗

为什么要把现在做的营销前面加上

传统两个字，谁告诉你，我们做的是传

统营销？传统意味着要被取代，你加了这

个词，意味着你就是落后的。为什么要

把营销放在电子商务的对立面？为什么不

能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的营销

手渠道和方法手段变得更多了？这样的

语境是人为地预设了一个观点，因为互

联网是一种客观的技术趋势，你放在它

的对立面，一定是你完蛋了。其实恰恰

相反，互联网的很多东西，一定要跟我

们现在做营销的工作结合，不结合互联

网也是死路一条。

天猫销售相关部门的人很多都来自

传统零售领域，电子商务正在快速地从

传统零售中学习经验。例如，打开天猫，

你会发现主题馆的设置更符合生活方式

的分类，而不是产品类目。这种手法我

们在百货业态中是经常用到。他们现在

在快速学线下的经验，很可惜他们的线

上经验我们却没有学。他们学得比我们

快，他们现在在考虑网上怎么卖奢侈品，

提高品牌体验，更有生活情境感，尽管

很难，但是他们一直在这些正确的方向

上去努力。

所以，我们错估了一个问题，电子

商务也好，传统的营销也好，我们面对

的是同一个挑战。今天的技术变革，人

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

在中国市场，我们传统的销售方式不能

适应，恰恰电子商务特别容易适应，所

以电子商务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重要的

原因不是电子商务有多好，而是因为他

的适应能力比我们强。如果我们能改变，

我们也能应对这样一个时代。

当今的“消费观”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人的奢侈

品的购买习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

们完全可以感觉到中国的主力消费人群，

开始从80后转移到 90后。90后的整个

的世界观、消费偏好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文：王小毅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三招制胜网络营销

教授档案

王小毅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 ：神经营销学、互联网盈利模式。

教授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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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我把它分成了4 个方面。

分别是：

“新消费观”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的体验需求开始超过我们的物质需

求。体验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价值。中国

市场一直有一个非常不理性的想法，觉

得一个东西的价值体现在它的制作成本。

我经常开导身边的朋友，你拿一个售价

两百块钱的皮包，不能体现你的高贵，

但是两万块钱的皮包就可以做到，这跟

包的制作成本关系并不大，而是品牌附

加值带来的。奢侈品的成本，主要集中

在品牌凝造的环节，而不是产品的加工

环节。这一点我们过去难以理解，但今

天很多人慢慢地开始感觉到了。这是一

个市场系统性发展的结果，很大原因来

自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真正出现。人们对于

生活的追求，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改变。

简单点说，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更需

要实现各自的生活方式。你要按你自己

的想法来生活，你要跟旁人不一样，因

为你已经到了有能力追求自己生活方式

的时候了。今天我们上淘宝打五折，即便

天天打五折，你会感觉幸福吗？价格低

不会带来幸福感，甚至纯粹的金钱也不

会带来幸福感，那什么会让你更加幸福？

比如，去买东西，我有 VIP 卡，你没有；

我的 VIP 卡可以送喝咖啡，你不能；我

每天晚上可以约朋友去 KTV，还可以洗足

浴；每到周末，可以全家亲子游……你

发现，幸福感是要通过服务消费来改变，

而不是基于成本价格的产品消费。这才

是真正的中国梦！就是有能力追求我们自

己的生活方式。

未来零售的竞争焦点

今天的互联网是一个泛称，至少有

三个阶段概念，第一个阶段是基于流量

的门户，典型的就是淘宝。第二个阶段是

基于点对点的互动，典型的就是社群和

微商。第三个阶段是基于状态和场景的

自动服务营销，今天主流的 O2O，包括

打车软件，都是基于这一类的服务。

互联网的这种发展趋势，带来未来

零售的重点：不是去学习网店销售技巧，

而是有两点挑战。

1） 不要靠品牌，也不要靠品位，这些都

是路径，手段，而是要看谁跟消费者建

立情感上的联接纽带。这种情感上的联

接纽带可以是社群的，也可以是品牌感

觉上的，也可以是产品功能上的。

2） 比的不是线下的网点，也不是线上的

网店，我们做的是能不能比你的竞争对

手，离消费者更近一步，离你的目标群体

更近一步。人家在抓四十岁的年龄层次，

你能不能抓 25岁，我培养五年就三十岁

了，如果成本够低，用互联网就可以做到，

我们可以先做起来。别人在拼商城，我

能不能进入社交；别人拼社交，我能不

能进社区……

所以我对未来的零售有一个推测：

手机端 app 与电脑端电商，社区便利店

与 O2O 服务，大型商业中心与小型品

牌化销售连锁，这三块各自会先融合，

然后它们之间再融合。

互联网的这种发展趋势，带来未来零售的重点：不是去学习网

店销售技巧，而是有两点挑战。

更多干货，扫描右方二维码
阅读全文。

1. 体验需求比物质需求更重要；

2. 个性化代替千篇一律；

3. 轻奢重新定义奢华；

4. 服务群体与服务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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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彻斯特商学院进入中国已经快有 10 个年头，去年，曼彻斯特商学院中国中心正式更名

曼彻斯特大学中国中心，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全方位教育合作。同时，在国际化方面，曼彻

斯特商学院也大刀阔斧地改革，为学员创造更多机会。

文（提供）：曼彻斯特大学中国中心

曼彻斯特商学院的今天与明天
专访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全球MBA项目主任Elaine Ferneley 

教授观点

所以我们的发展战略是继续吸引最具潜

质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项目中来。

在英国本部，我们的战略是继续投

资扩大我们的新大楼和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目前正在投资1700万英镑用于新商

学院的建设；从国际范围来看，我们将

继续拓展在全球的分布。我们进入中国

将近 10 年了，我们将在这里继续成长，

同时也将拓展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

问：另外，曼彻斯特商学院已经同美

国 Kelley 商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并

且在去年七月份招收了第一批 Kelley-

Manchester MBA 项目学员。您可以为

我们介绍一下 Kelley-Manchester 全球

MBA 项目的突出特点吗？

Elaine：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被

称之为“综合学习”。这意味着我们项目

的一部分是网上授课，另外一部分为面

授课程。对于忙碌的职业经理人而言，

能从自己忙碌的事业和家庭生活中抽出

时间来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我们项目的

优势是一部分课程为在线授课，学生们

需要找出时间来参加在线课程。另外一

部分课程为集中式的面授课程，学生们

可以去美国Kelley或者曼彻斯特，甚至

是曼彻斯特商学院的上海中心，或是我

们在全球的任一中心参加(每次 )3-6天

的面授课程。我们的优势就是将在线教

育和集中式的面授课程相结合。

问：Alliance 曼彻斯特商学院另一个新开

设的合作项目，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战略合

作将如何帮助这些职业经理人在国内外竞

争日益多样化的今天获得更多的机会呢？

Elaine：中国人民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事

问：根据 2017 年《金融时报》的 MBA 排

名，Alliance 曼彻斯特商学院全球排名第

30 位。 学院是如何获此殊荣的？

Elaine：这一荣誉确实来之不易。《金融时

报》是综合了多项标准评判得出的排名

结果。我们很荣幸能获评全球第三十名，

英国第三名。这一排名来自于毕业生的调

查报告，特别考量了校友们毕业后的薪资

增长情况。通过研究学生入学前的薪资、

读完曼大 MBA项目后的薪资，特别是毕

业后三年的薪资情况，考察他们职业的

发展情况以及曼彻斯特商学院对他们职

业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令我们感到

非常自豪的是，通过《金融时报》的排名

可以看出，我们学生的职业发展与薪资

增长处于世界顶尖水平。我们 MBA学生

毕业后三年平均薪资约为14万美元。

问：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新的发展

战略吗？

Elaine：好的。作为一个已经有 50 年历

史的商学院，我们的确希望不断地扩大

规模，进一步发展。首要我们要确保我

们的MBA 继续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项目。

通过金融时报的排名可以看出，我们学生的职业发展与薪资增

长处于世界顶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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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档案

Elaine Ferneley 教授

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全球 MBA 项目主任

更多干货，扫描右方二维码
阅读全文。

实上有非常多的共同点。人大是一所综

合性大学，曼大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有

强大的师资团队和大批学生。很有意思

的是，人大商学院和曼大商学院都拥有

50多年的历史。我们同时都是各自国家

最早建立的商学院之一。我们的这个合

作项目，将由人大和曼大共同分别教授

部分课程，这将把中英两国管理教育的

优势融合在一起。

问：未来配合职业经理人的工作日程并且

兼具真实商业实用性，Alliance 曼彻斯特

商学院的课程是如何设计的？

Elaine：对于在线的部分，我们需要向学

生们保证在线教授的课程对于职业经理

人具有时间的灵活性。在工作日的中间

时段设置在线课程毫无意义。所有的在

线教学都有记录，所以学生们可以下载

并多次观看，重温知识并多次观看丰富

多彩的在线讲座。除此之外，课程本身

非常具有实用性。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

学生们今天在我们课堂中学习到的内容，

明天就可以应用在商业实践中。我们的

师资都是实践家，他们每天在商业实战

中工作，直接教授学员变革性的技术。

问 : Alliance 曼彻斯特商学院能给 MBA

学员带来什么样的海外学习体验和社交机

会呢？

Elaine: 所有参加我们项目的学员都有机

会到我们的海外中心上课。正如我所说，

我们在全球有不同的中心，拥有超过 25

年的跨国教学经验。学生们将有许多机

会去体验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并建立国

际化的人脉网络。国际化人脉网络对一

个 MBA 项目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你在未

来想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领导者，那么你

需要建立自己的商业人脉和社交网络。

所以这能给学员们互相认识，学习和体

验不同国家文化的机遇。同时，我们在

全球各大海外中心设有职业发展专家及

校友关系专员，为学生提供专业的职业

发展指导。

问: 全球在职 MBA 项目如何通过国际化

视野增强 MBA 学员的学习体验？

Elaine: 我认为拓展全球视野的过程充

满挑战。我们非常习惯生活在自己的文化

中，也理解我们的处事方式。也许旅行能

够令人更具国际视野，然而，在学习环境

中，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同学紧

密共事，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一大挑战。你与同学们不会进行商业合

作，而是作为一个团队共事。因而，你们

没有公司的上下级制度，也没有下属听从

你的指示。取而代之的，你们将作为一个

团队，在协作性的环境中共事。在这样高

度国际化的团队中，大家有不同的做事方

式和态度，这种协作关系是极具挑战性

的。但这是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能够真

正体验多元的文化，了解不同国家的优势。

也许旅行能够令人更具国际视野，然而，在学习环境中，与来自

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同学紧密共事，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前所

未有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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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个话题，我想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给大家分享一些体会和感受，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

启发。

2 个节点的职业经历

我的职业经历分 2个大的节点：外

企员工和管理学院的行政人员。

首先从外企的经历来看，这段经历

是我职业发展的起步期和视野的开阔

期。在外企的16 年，从技术、工程、项

目管理、供应链管理、商务管理，以及

配合职业发展轨迹的培训机会（6西格

玛、流程、内审、EHS、 精益生产、财务

管理、市场营销、领导力等），让我积累

了对不同职能不同行业的多角度的认知

和涉猎。在逐渐提升了工作技能和管理

技能的同时，也会产生很多困惑和疑虑，

这种困惑和疑虑经常会被一些工作中发

生的事件所触动。比如，在带领团队以后，

经常需要从管理层角度做一些决定，这

些决定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部门的发

展方向和绩效，尽管自己已经全面考虑了

各种情况，同时也做了很多数据分析，但

最后的执行仍然可能出现一些意料之外

的困难和挑战，甚至会犯一些低级错误。

这些错误如果是在职场初期，或许会被

组织谅解，但作为一个中高层管理者，

这些错误会给个人职业发展带来致命的

损害。

回过头来看我后来的 MBA学习，以

及在教育行业的 2年摸索中，逐渐的体

会到，管理是一门非常需要系统化了解

和学习，同时也需要总结、迭代、沟通并

从多角度去观察和体会的学科。

MBA作为管理教育体系，会比较全面地

从理论的角度剖析现代企业管理的要素：

-宏观分析（工具 PEST, PESTLE), 企业

战略（工具 SWOT, DIAMOND MODEL, 5

力模型，商业画布canvas），市场营销（传

统理论 5C4P与新媒体新营销的结合，如

特朗普的twitter治国）；

- 经济与财务决策，如管理经济学，一

门帮助企业家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

进行科学、有效的经济决策的应用性经

文：郝少华  复旦-BI（挪威）MBA项目营销总监

职场经理人如何应对国际化
做更好的自己

作者档案

郝少华

复旦 -BI（挪威）MBA 项目营销总监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国际合作日益加强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

分工和竞争是大势所趋，依靠一时的封闭和垄断无法持久。

教授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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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科；公司财务，财务会计，帮助管

理者认清财务的三张表(现金流表，资

产负债表，利润表 )并进行决策和管理

企业。

-文化和价值管理，跨界的结合和 value 

chain的优化，运营管理和项目管理，再

结合人力资源管理和领导力的管理，让

一个企业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不断地成

长和发展。

但是，了解了这些显然不够，理论

知识也必须要结合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技

术的应用。除了上述课程之外，我们 BI-

Fudan MBA 项目还通过在挪威的课程“公

司治理与管理模拟”，以及1-3人小组论

文，让学生对整个现代企业运行进行一

个系统性的了解和掌握。在此基础上，

我们结合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会有多个

主题的选修课程，比如：新技术与发展，

共享经济，企业内外部创业与创新等等。

在这两个路径的尝试后，我也对一

些问题有了更清晰的理解。比如国际化，

对于国际化的问题也有了如下思考：

Q1.为什么要国际化？国际化意味着什么？

A1:广义地说国际化可以使不同组织和个

人，甚至是经验、知识更加贴近时代的

前沿。现在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很浓重的

时代印记的，而在目前这个时代，越来

越多的组织和个人开始获益于“国际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化”

是必然趋势，也是让组织和个人保持竞

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国际化”意味着“理

念”、“经验”、“知识”的更新，可能需要“变

革”的勇气。这种“变革”可能会带来“阵

痛”，但是它将很快被“国际化”所带来

的益处所冲淡。

Q2. 我们如何从国际化或者 MBA 学习中

收获到我们的期望甚至超过期望？

A2:国际化对于企业来讲其实是企业运

营和管理的本地化，因地制宜的调整企

业对策。对强势的中国企业而言，例如

万达，华为，联想，复星等等在海外扩

张过程中非常适用，而对于立足于本土

市场的中小型企业，同样也可以学习国际

企业的最佳实践，以便能在激烈的竞争

中脱颖而出。

现在这个时代新生事物不断涌现，

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受益

于这个时代的进步。从创新角度来看，

中国的贡献率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创

新来自思想、眼界和气度。国际化是我们

与世界接轨的一种方式，把我们放在全

球的高度来看待问题，思考问题，激发

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国际化意味着我们

的知识、思维、眼界更加贴近时代。我

们打开了一扇门和世界上另外 80%的人

去打交道，毕竟这个世界是由人主导的，

其他人正在想什么，正在关注什么，正

在做什么？难道不令人好奇吗？我们常说

的中国影响力，除了讲好中国故事外，我

们还得制造机会参与进去，国际化就带

来了这样的机会。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国际合作日益

加强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竞

争是大势所趋，依靠一时的封闭和垄断

无法持久。这意味着：竞争不只局限国内，

真正能在国际竞争中存活下来才能说成

功。了解国际化的规则，具备国际化的

思维方式和能力，应该是对 MBA 的期望

吧 . 其实中国已经是国际化合作的重要

一环，国内的环境也将面临越来越多的

国际竞争。

有了国际化，才有了充分的市场竞争，

才能让企业不断地自我审视与成长，才

能把企业做大。当年改革开放也是为了

中国在世界立足，避免闭门造车。中国企

业要做大非常需要国际化，不然会有被

国际公司并购的风险。而国内的管理更加

需要国际化，这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国际

MBA 进行学习的原因。我们很多本土的

小企业做不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管

理没有跟上，没有国际视野的管理团队。

做到一定的体量就遇到了瓶颈，很难再

发展上去。

归纳起来，对国际化的理解应该是

有一个共识：国际化是无法避免的，而

且是利大于弊的。同时，我们需要积极

地参与到国际化的进程里面，以更加积

极的姿态去接受并在其中受益。所以，

在我们项目的 MBA 考试和面试过程中，

以及之后的课程学习中，我们一直是采

用一种开放讨论的方式，教授会通过案

例教学和理论模型讲解，让大家了解商

业模式并进行讨论，而且你也能从同学

处听到不同意见。

很多人会问，什么时候读 MBA合适？

读什么样的 MBA? 读了MBA一定会有回报

吗？这样的问题，就好比如一个人，什么

时候谈恋爱，是否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

或者职业如何规划？什么样的工作适合？

这些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我想说

的是，做任何事情，在做之前，想想为什么。

Simon Sinek 提出的黄金圈法则（golden 

circle），我觉得非常有参考意义。从

why, 到 how, what, 首先是问自己，这

个目标是为了什么（即 why)，自己的梦想?

内心的追求 ?或者更加宏伟的理想？ 然

后再考虑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how)，最

后我们通过一些具体行动(what)，最终

实现我们的目标。

归纳起来，对国际化的理解应该是有一个共识：国际化是无法

避免的，而且是利大于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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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ParkwayHealth 百汇医疗中国区位于上海 CBD 中心地带的一家医疗中心，一进门映

入眼帘的便是古典高雅的诊疗环境，看上去十分敞亮。更难得的是，门诊部内的诸多人性

化的细节设计也让前来问诊的高端人群享受到了来自 ParkwayHealth 百汇医疗中国区的

高端医疗服务。同时，又能够在这温馨优雅的环境里得到极大的隐私保护。王丽娜女士告诉我们：“这

些元素都承袭自百汇医疗新加坡鹰阁医院的风格。” 百汇医疗目前在中国有 10 家医疗机构，这里

是其中之一。

今天专访的主人公王丽娜女士就是

这家门诊部隶属的亚洲最大私立医疗集

团之一百汇医疗中国区（以下简称百汇中

国）市场部副总裁。

10 年前一次异曲同工的转型

采访前我们一度认为严谨认真的丽

娜是医学背景出身，因为从事高端医疗

行业需要相当高的专业度，而且在外资

医疗行业奋斗十多年的她，对于高端私

立医疗在国内的发展也已经有着自己独

到的见解。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加入这

个行业之前，她一直在从事外资高端酒

店的管理工作。

在十多年以前，丽娜已经拥有了一份

令人羡慕的职业，在一家非常知名的外

资五星级酒店担任资深销售经理。这座

酒店曾是南京西路的标志性建筑。每天，

她处理着大客户的团单，年度全球跨国

公司销售合同。说起这段经历，丽娜颇

为自豪地说：“那个年代整个上海只有屈

指可数的十多家国际品牌酒店，迄今为止，

已发展至近百家。当年这个行业整体人

员素质和含金量可想而知。”然而在 2007

年当外资豪华酒店开始如雨后春笋般迅

猛之势发展时，丽娜却毅然决定离开酒

店行业，去迎接一个新的挑战——投身

于高端医疗。

当时外资医疗机构刚进入中国不久，

在它的人才资源库里储备人才稀缺，由

于机缘巧合，丽娜对高端医疗服务行业

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凭借丰富的国际

化工作背景和灵活应变的能力，她迅速

意识到两个行业间的相似之处。“无论是

外资医疗还是高端奢侈酒店，服务的对

象总体都是外籍人士和高端内宾，”丽娜

这样阐述道。“因为两个行业都秉持以客

户为中心的高品质服务理念。当然，医疗

对于专业度要求更高。”

心系中国高端医疗发展

“在过去，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公立三

甲医院的VIP 特需门诊，后来逐渐有了中

外合资医疗机构入驻中国。那时我们的

服务对象基本上都是旅居国内的外籍人

士和商旅人士。不过近年来在中国越来

越多的高端人群也渴望享受到国际化的

医疗服务。”借此机会，我们也请丽娜为

文：鲍佳颖 商学院大百科

高端医疗的管理精英

校友映象

王丽娜女士

曾先后任职于国际旅游业、高端外资酒店业及高端外资
医疗行业。现任职百汇医疗集团（ParkwayHealth）中
国区市场部副总裁 ；教育背景 ：上海交通大学 - 法国
KEDGE 商学院国际 MBA

校友故事

我们普及了一下高端医疗服务的理念。

丽娜介绍道，私立高端医疗机构在

患者的医疗体验上，有以下几个优势：

1.充分的医患沟通时间。以百汇中国区

为例，普通门诊的问诊时间是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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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专家门诊的问诊时间是30-60分钟。

每位患者都能得到医生详细的问诊，包括

个人身体情况、家族病史等。

2.有效的时间管理。提供 24小时预

约服务，十分便捷。

3.避免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不滥用

抗生素。医生会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个性化的检查和治疗方案。

4.患者得到的治疗会遵循循证医学。

5.私密性强，患者的个人隐私会得到

高度保护。

6.高端医疗机构一般都会与国际保

险公司建立直接结算服务，这样

大大简化了繁琐的付款流程。

一次获益匪浅的 MBA 求学

截止 2013 年，王丽娜在上海和睦家

医院任职公司高管已有多年时间，理顺了

公司的各个部门运作环节，在工作进入

正轨后，她开始考虑系统性地学习新知

识，夯实自己的知识面，为她之后的职业

前景带来更大的突破。

在对国内多家国际商学院进行比

较之后，丽娜果断报考上海交通大学

-KEDGE GLOBAL MBA项目，作为自己下一

步的“事业加油站”。她看到法国KEDGE

商学院在《金融时报》欧洲商学院排

名领先，并有国际上 AACSB、EQUIS 和

AMBA 三大认证。除了完备的学科体系，

项目中所特有的“品牌与创新”专业方向

也是吸引她的主要原因之一。

2年的 MBA学习让丽娜对企业的各

个职能部门都有了完整的认识，帮助她

将各个工种的职能分布系统完整地串联

了起来。时刻从同事和上级的角度去考

虑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她的一种习惯，

这让她与不同部门间的沟通合作也变得

更加顺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2015 年毕业典礼结束那天，丽娜

在朋友圈写下了“2-year struggling 

journey ends”这样一句话，以此来纪

念充满酸甜苦辣的两年。

都说在职学习非常辛苦，对丽娜这

样从事市场管理工作的人更是如此。有

时候，周六的上午她还在交大上课，下

午又要赶回公司加班，宝贵的周末时光

就这样被学习与工作瓜分了。项目学习开

始的前 3个月，她每每回到家都已经疲

惫不堪，累得瘫倒在沙发上。不过，她

从没有因为身体的一丝疲惫而影响到工

作和学习，她心里非常明白现在所学到

的知识，和积累的实践经验，无论是对

自己的职业发展，还是开拓自己思维，都

是极其有益的。

毕业离开校园后，丽娜依然活跃在

交大-KEDGE商学院，不仅在职业领域有

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校友会也投入了

自己很多的热情与心血。如今，已是法国

KEDGE商学院医疗校友俱乐部副秘书长

的丽娜，成功地举办了多次学术交流和论

坛，同时还担任了论坛的专业主持。用项

目校友办负责人 Emma 老师的话来形容，

就是她既不失自己应有的气质，又是难

得的才华倍出。

不仅如此，2年的 MBA学习让丽娜

在管理上也更加出色和自信。现在的她任

职百汇医疗中国区高管，工作比以前更忙

碌了，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但她依然

保持着热爱生活的年轻心态。外出旅行，

学习油画，欣赏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

宝——昆曲，这些都是她工作减压的方

式。在此，我们也祝愿王丽娜女士未来

的事业和人生如画卷一般色彩斑斓。

百汇上海汇星金浦门诊部（金茂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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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人到 MBA  再到创始人
他要服务全球商学院校友

今天访谈的主人公名字叫谢智明，

是上海交大 - 美国麻省理工中国全球

运营领袖（CLGO）项目MBA 校友，MBA 

Bibles的创始人。2010 年底离开了服役

长达 8 年之久的部队，来到了上海，并

于 2011年就读 MBA，2012 年创办了MBA 

Bibles。

是 什 么 动 机 选 择 了 来 读
MBA

我是 02 年入学入伍解放军理工大

学，06 年毕业分配至基层服役带兵。

10 年选择了脱下军装，决定尝试另一番

人生，独立一人来上海。当时很想试试

看自己在上海能够做些什么，因为那个

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的，觉得自己又能

吃苦，应该可以做好事情。但后来发现，

在上海，优秀的太多，加上从部队体系

出来，很多东西都不懂，迫切需要从系

统上全面提升下自己，觉得 MBA 是个不

错的选择。

为什么创办 MBA Bibles 里
面有什么故事

我是从部队出来后，第一次才知道

有 MBA 这个东西，当时各种渠道了解后，

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 MBA学校，真

的让人挑花眼。念过 MBA 后，就很想跳

出自己的项目，去认识和了解其他院校

MBA圈子和新朋友，但当时竟然找到不

一个好的平台，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

会。于是就决定创办一个平台，去打破

很早就在各个圈子听说了一个叫 MBA Bibles 的组织，汇聚了很多全球名校 MBA 校友，经

常有很多很洋气高大上的活动，但一直都很少有机会参与。终于在这个冬天的末尾，有机

会对 MBA Bibles 的创始人做一个专访。

MBA 院校、地域、圈子之间的隔阂，实现

更广阔层面的交流和互助。

为什么起 MBA Bibles 这个
名字

这个名字是 2012 年在美国 MIT 交

换期间想到的。第一个单词 MBA，表明

文（供稿）： MBA Bibles

校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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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的服务对象以及我们专注的领域。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有 Bibles，其实是一

个借用，我们希望这个平台，能够做一

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就像圣经一样，

能够一直服务大家。这个Bible最后加了

个 s, 希望不仅仅是在社交上，也希望

在生活、职场、事业的等方方面面能够

帮助到商学院群体。

MBA Bibles 是如何定义自
己的

我们团队给 MBA Bibles的定义用了

2个词：Connection 和 Inspiration。 

Connection ：链接。我们期望我们

可以打破商学院的界限，为商学院校

友群体提供更多内部的以及外部的链

接。比如参与我们圈子的不仅有来自

Harvard、Stanford 等国外顶尖商学

院校友，也有中欧、长江等国内顶尖商

学院校友。

Inspiration：激励。圈子不是仅仅的联

系在一起就够了，我们希望能够带来更

多的正向价值，能够促进大家共同成长。

我们邀请了很多非 MBA优秀群体走进我

们 MBA 群体，比如 LVMH 集团大中华区

总裁、KPMG 合伙人、埃森哲董事总经理、

罗斯福中国基金总裁、玛莎拉蒂中国区

总裁等。

MBA Bibles 针对校友目前
有哪些服务

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社交，涵

盖商务社交、高端生活方式体验社交等。

其实是不同的内容载体，达到有效社交

的目的。我们的主题商务派对，涵盖多

个领域，在派对上，你可以很放松的结

识各领域的精英。峰会论坛系列，我们

会邀请各个领域的高管、企业家、以及

知名专家学者走进 MBA圈子，给大家分

享交流。比如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NFL

中国总裁，海德思哲合伙人等都是我们

过往的嘉宾。生活方式领域，我们会举

办很多主题的高端私宴、雪茄卷制、威

士忌品鉴、豪车试驾等活动，丰富大家

的社交生活。

其次是后商学院的再学习。我们目

前在为我们的会员构建一个在线学习

资源库，我们后期所有的课程或培训

将线上化，邀请最实战派的导师，为

商学院校友走出商学院后提供最有力

智力支持。

最后是VIP职场辅导服务。我们在

16 年推出了领职，志在提升广大精英的

职场竞争力。每当我们收到很多简历时，

发现很多商学院校友毕业很多年，连一

个基本的简历都写不好的时候，就感觉

到特别的难过。而且目前市面上也比较

欠缺高端的职场辅导服务，我们希望通

过领职，能够服务好这些人，为他们提

供更好的职业规划、简历服务、面试辅导。

目前我们已经帮助很多遇到职场天花板

的校友，成功实现升职加薪。

我们希望通过领职，能够服务好这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职业

规划、简历服务、面试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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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崇明岛上最有情怀、最讲良心
的农场主

初创之路

那时，他大学毕业，已经按部就班

在上海一家国有电气集团工作了6 年，

受公司委派参与一家德国企业洽谈合作。

谈了一年，虽然最终没能牵手，陈章生却

从中受益匪浅。在感受到东西方思维方

式和行为方式的巨大差异后，陈章生的

视野变得开阔，也开启了他国际化的生

涯。很快，他辞职下海，创办了自己的第

一家从事电力自动化设备研发和生产服

务的公司。但因为缺乏资本运作的经验，

在引入投资的过程中，经营主导权旁落，

企业很难再按照他的设想往前走。在那

段折磨与纠结的时间里，陈章生选择了

卖掉公司，移民加拿大，给自己一段休息

和思考的时间。   

重回课堂

加拿大温哥华平静安宁的生活方式

和洁净安全的生活环境给陈章生很多

思考，他重理思路。工科毕业的他知道

自己需要一次专业的企业管理方面的学

习。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UBC 和

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开办国际MBA项目。

UBC 在加拿大有口皆碑，在上海的学习

又给了他回国寻找机会的时间，这对他

是最完美的安排。

2004 年，陈章生重新坐进教室，作

为一个“老大哥”，和一群比他年轻的同

学们开始了同窗生活。他始料未及的是，

UBC的教授教学如此严格，IMBA课程安

排如此紧凑。“除了睡觉，就是学习” 为此，

他推掉了所有不重要的应酬。UBC的教

授在课堂上传递的信息量极大，每次课

前课后都要花很多时间学习。虽然学得

辛苦，但同学们都深有体会，UBC 严谨

的教学作风在潜移默化中也深入改变了

他们的做事风格。

从一个企业经营的眼光来看，虽然这几年在农业上还没有盈

利，但他坚持保持高品质，坚持做崇明岛上最有情怀、最讲

良心的农场主，相信他的农场一定会迎来一个光明的未来。  

一次际遇给人带来的转折，往往不可想象。陈章生在 1996 年遇到的第一个“歪果仁”，无

意间打开了他观察世界的一个新维度，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文（供稿）： 交大-UBC IMBA项目

校友故事

校友映象

UBC IMBA Class 2006 校友 陈章生（John Chen）  

上海方能电力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方能自动化系统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方能果蔬专业合作社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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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战略

辛勤耕耘才有收获。陈章生从 UBC

汲取到了他想要的知识，尤其是企业经

营的战略管理。企业家不能站在高处，

眺望远方，就无法给企业一个未来，如

果方向错了，再努力也是失败。他审视国

内外电力自动化行业的发展，认为随着

宏观经济中大量投资的减少，设备供应

将更见激烈，而此前已建成的很多大型

企业会十分需要专业、可靠的机电设备

的运行和维护服务，特别是在上海，这

种专业的技术服务未来发展更有前途。

生态农业

公司稳健发展的同时，陈章生却又

将目光投向另一个领域——生态农业。

出身江西农家的他，与土地和农业有种

天然的连接。四五年前，正是国内食品

安全危机话题最为聚焦的时候。经过多

番考察，他选定了崇明的水源保护地西

沙湿地及明珠湖公园附近的200亩土地。

土地租下来后，他三年没有怎么开发种

植，给土地一个休耕的时间，充分降解

土地中原有化学成分。

三年后，他开始了别具一格的生态农

场的生活。陈章生深知食品安全是一个

重大课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至

少能够让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能够吃上

放心的农产品。

闻着稻香沉醉，枕着蛙声入眠，听

着鸟叫醒来，是文人墨客追求的生活。

虽然确实有这样的体验，但背后的故事

却有另一番光景。陈章生对农业生产要

求高到严苛的地步。“坚决不用除草剂，

因为它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来降解，对

人体和鸟鸡鸭等伤害很最大。”

于是，当田里长草的时候，他让管

理员去找十几个人拔草，被对方当成一

个怪人看了半天。桔树生桔子长到一定

时期，会生一种叫桔斑病的病菌，通常

桔农的做法是打4 到 5次农药了事，可

他考虑到已近收获期，不许打药。当年

减产是一定的，不仅减产，自然生长的

桔子由于受桔斑病的影响，斑点很多，“颜

值”低，桔贩看不上眼，报了一个超低的

收购价格。陈章生笑笑说：“不卖了，索

性让桔子挂在枝头当景观”。

农庄取名“百友居”，一些 UBC的同

学和朋友们成了他的农庄的第一批会员，

尝到了安全、健康、原汁原味的瓜果蔬菜，

周末到他的农庄小住，带着孩子踩着田

梗的软泥散步，一路欣赏稻禾青青，鸭

鹅游弋，别有一番风味。晚上入住装修

一新的半自助酒店，用农庄出品的有机

食材亲自下厨，宾主尽欢。

每到周末，陈章生就回到崇明，回

归田园，当起了快乐的农夫，这甚至比

他做电力的本行还让他感到有价值。看

来这份情怀，早已深种。从一个企业经

营的眼光来看，虽然这几年在农业上还

没有盈利，但他坚持保持高品质，坚持

做崇明岛上最有情怀、最讲良心的农场

主，相信他的农场一定会迎来一个光明

的未来。  

www.whichMBA.net 47



48 www.whichMBA.net 

告别 14 年外交官生涯，他转身投入商业世界 ；从“管理体系健全的微软”，到“伟大的沃

尔沃集团”，再到处于市场培育期的邮轮行业，驰骋商界的 16 年中，陈然峰的每个选择、

每次职场飞跃，在外人眼里都充满了风险与挑战。然而，在他本人看来，一切就像《阿甘

正传》所言：生活就是一盒巧克力，结果往往出人意料。职场，又何尝不是一盒巧克力呢？不必

犹豫和彷徨，既然生活充满了随机性，何不大胆去尝试呢？
文（提供）：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

职场是一盒巧克力
总有猜不到的惊喜

校友故事

校友映象

陈然峰

前沃尔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现任美国嘉年华邮轮集团中国区主席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BiMBA  2001 级在职 MBA

由于中国短假期比较多，长假比较少，所以目前还是短途航行

为主，未来随着中国的消费升级，则会开辟更多航线。

看准机会、大胆尝试，陈然峰的职

业巨轮驶进了宽阔的新航道——进入邮

轮业，执掌全球最大邮轮集团的中国区

业务，因为这里“太阳刚刚升起”：

如果说在上世纪初，邮轮游还是泰

坦尼克号上的奢华享受，那么到了今天，

它已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了，各种不同消费层次的人都可以体验它

的魅力。

根据有关的统计数据，2014 年全世

界邮轮游客达到2200万，仅北美地区（美

国和加拿大）就有1200万；2015 年中国

公民出境游达到1.2亿人次，根据中国邮

轮协会的统计，2015 年从中国港口始发的

邮轮游客有100万，同比增长44%；陈然

峰认为，到2020 年，从中国母港出发的

邮轮游客可达450万——这是一个真正

的蓬勃发展的行业。

而嘉年华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集团，

旗下有10个品牌，102艘邮轮；到2018年，

中国市场上将一共有4个邮轮品牌进入：

歌诗达、公主、艾达和嘉年华。每个品

牌有不同的定位——比如，歌诗达邮轮

上，从装修到演出的节目，都充满了意式

风情和南欧韵味；而公主邮轮则带给游

客公主般的呵护，高端的体验无处不在，

游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适合自己的邮轮

产品。与在港口购物、逛街，寻找当地美

食不同，邮轮本身也是旅游目的地——演

出、美食、购物、体育活动、社交活动丰

富多彩、一应俱全；同时，游客也可以拿

一本书坐在甲板上，一边安静地阅读，一

边聆听大海深处的声音。

展望未来，陈然峰表示，由于中国

短假期比较多，长假比较少，所以目前还

是短途航行为主，未来随着中国的消费

升级，则会开辟更多航线。

看准大势 ：他让职业“巨轮”驶入新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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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界到商界 ：人生就是要
Live Your Life

来到跨国公司之前，陈然峰做了14

年的职业外交官；从政界到商界，转身

或许华丽，但一切都是全新的，压力和

挑战接踵而来。陈然峰如何应对？在这

个关键的职业转型时刻，他有幸结缘了

BiMBA——2001年，他来到这里就读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项目（MBA）。

回首15年前的商学院生涯，陈然峰

认为 BiMBA的国际化教学，让他很快融

入到国际化的商业环境中；同时，BiMBA

的课程设计非常全面，并不局限于某一个

小领域，这为他提供了全局性的商业视角，

从而帮助他顺利实现跨界转型。

陈然峰最近的一次职业转型——从

沃尔沃集团来到美国嘉年华邮轮集团，

同样是跨行业的“惊险一跃”。两家公司

从术语、到理念、再到商业模式大相径庭，

没有任何相关行业经验，他为什么敢于

迈出这一步？

“危”中有“机”，风险从来都是与机

会并存。在陈然峰看来，一方面邮轮产业

在我国还处于市场培育期，产业链和生态

系统都需要建设，而这正是他大有可为

之处；另一方面，跨行业同样可以成为优

势，嘉年华邮轮集团希望他可以把其他行

业的好经验、好方法带到新公司来。

勇敢的尝试，不断拿出职场盒子中

的巧克力，陈然峰收获了惊喜，更收获了

自己的人生哲学——人生就是 Live Your 

Life！

“阿甘给我们的启发是：你不要想

太多，你就去做，你投入你的热情去做，

不要患得患失。那你就一定能够获得这

个领域的体验；其次，你成功的几率也

会大大增强。然后，你再做一些规划，

比如你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各种

学习，补你的不足，去发挥你的长处，就

OK了。职业生涯也好，你的人生也好，就

是那么的简单。”

陈然峰在访谈中还提到了一本

书——纳西姆·塔勒布的 Fooled by 

Randomness。在这本书中，纳西姆认为，

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充满了随机

性。“既然充满随机，你又何必犹豫！”这

样一句话，让我们感受到了陈然峰的睿

智与洒脱。

今天，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所

谓的“精英”，一方面或许确有他们的过

人之处，并付出了不懈努力，但随机性的

运气成分亦不可少。那么，反过来，身处

职场的我们也就不必太在意一些东西，只

要全情投入，去体验不同就好了。

“你不必纠结去坐歌诗达邮轮，还是

坐公主邮轮；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会从

任何一个邮轮当中会得到什么样的惊喜。

所以就去尝试，你一定不会后悔的。因为

你在公主邮轮上获得的体验，在哥斯达

邮轮上是不能获得的。”——无论是生活，

还是职场，在陈然峰看来，只要勇于尝试，

总会充满了惊喜。

但人生的各种尝试，不光需要一颗

勇敢的心，更需要理性的规划为其插上

腾飞的翅膀。一方面，规划就是转型期

要做的投入，就像他多年前选择一家优

秀的商学院来弥补知识经验上的短板，

识别、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只要能

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个行业都可

能会获得成功；但同时，每个行业也还

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不断去学

习”；另一方面，他也建议规划不要过于

细致，否则市场瞬息万变，僵硬的规划只

会使人错失良机，作茧自缚。

多年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历练、在

BiMBA商学院接受的宏观思维训练、以

及执掌跨国公司的经验，让陈然峰看到

了很多人成功背后的“大势”——“每个

人都在历史发展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很

多人的成功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市场环

境密不可分，而历史又不是个人能左右

的”，因此他希望年轻人一方面不要妄自

夸大 , 过于夸大自己的能力和作用；另

一方面，也不要畏手畏脚，很多事想一

想So What，然后就放下思想包袱、大胆

去尝试。

“即使对于教育，也要辩证地去看，

一方面去争取接受良好的教育，例如

BiMBA 这样的一流商学院的教育，另一

方面也不要盲目迷信它，不要为它所束

缚”——某种意义上，陈然峰所言正体

现了北大所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

精神”。

世界是随机的，每个人都是渺小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放下包袱，

勇敢前行，勇敢尝试。

——然后，终将收获惊喜，品尝到

不同口味的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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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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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信息

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学员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4、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

毕业学历后，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

或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全日制 ：英语 在职 ：中文

深圳

学制 2 年，在职为周末上课

MBA 学生需至少修满 57 学分（必修课 36 学分，专业选修课 21 学分），并完

成毕业论文和论文答辩。

国际交换项目，短期海外学习项目

全日制 ：30 岁 在职 ：33 岁

全日制 ：6.6 年 在职 ：7 年

全日制 ：20 人 在职 ：100 人

450 人

持有有效 GMAT 成绩 700 分以上或有效 GRE 成绩达到词汇 161 分以上且

数学 165 分以上的申请人可以直接获得面试资格。

作为中国最新的国际化商学院，北大汇丰云集国际一流师资，以其独有的感

召力吸引着众多海外优秀学者加盟，形成了一支治学严谨、视野开阔的国际

化 MBA 师资队伍。学院师资拥有博士学位和海外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居全

国第一。毕业于麻省理工、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等国际名校。

学院还聘请了多位海外访问教授。学院教师讲课注重国外先进管理理论与中

国管理实践相结合。

无

100 RMB

全日制 ：188000 RMB 在职 ：298000 RMB

无入学奖学金，可根据在校学习表现参与评定。

入学前一年的 9 月底，具体见官网招生信息。

每年秋季入学（8 月底）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丽水路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113   

网址 ：http://mba.phbs.pku.edu.cn/ 

邮件 ：mba@phbs.pku.edu.cn

电话：0755-26032001/0755-26032002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坐落在

深圳，按照国际化办学标准来

配备硬件设施，并执行教授与

员工的招聘。深圳当地最出名

的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在职

MBA,该项目是深圳当地以至于

周边地区有志青年在 MBA 联

考体系中的首选。

■  北大汇丰 MBA 项目以“立足深圳、面向世界” 为理念，全日制 MBA 以培养金融领域创新型管理人才为重点，在职 MBA 以培养学生领导力和

提升综合管理能力为重点。北大汇丰 MBA 培养方案致力于使 MBA 学生既能系统的学习管理知识，又能通过企业访问、国际交换、海外学习模

块等课外培养方式培养创新精神，开拓国际视野。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戴智翔
深圳一智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CEO 

北大汇丰 2014 级 MBA 

无论是做企业、做事还是做人，都应该把心沉下

来用大量的时间去思考，要有败了也无憾的勇气，

要有深入了解项目（自己）的耐心，要有沉舟破

釜的决心，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对得起自己的心。

其他学员

金 鹿
深圳萄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北大汇丰2013级 MBA 

庞 宇

深圳市幻实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

现任首席运营官自主创业企业家

北大汇丰2015级 MBA 

学员感言

北大汇丰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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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 -MIT 全球 MBA 项目

■  清华 -MIT 全球 MBA 是有国际化的课程设置和学生结构的，学生中有 40% 来自海外。

■  MIT、哥大、HEC 双学位机会；MIT 全球校友身份；全球技术创业项目等证书项目；个人职业发展辅导；创业孵化。

地址 ：中国北京清华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舜德楼 119 室 MBA 办公室 邮编 ：100084

网址 ：http://mba.sem.tsinghua.edu.cn/mbaen   

邮件 ：intlmbaadm@em.tsinghua.edu.cn    

电话：86-10-62797196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清华 MBA一直与世界 MBA发

展潮流和节奏同步，更加重视

学生软硬技能结合和综合素质

的提高。在职项目的模块设计

已经可以兼顾到京外杰出生源

的求学可能。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大陆考生 ：大学本科学位 + 三年或以上工作经历，或硕士、博士学位 + 两年

及以上工作经历；

国际及港澳台考生 ：大学本科学历，无工作经历要求

清华大学研究生学历证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MIT 斯隆管理学院课程

学习证书。

英语

北京

18 个月全日制学习

新版 MBA 课程体系；100 余门院内选修课程和产业课程 ；300 余场讲座、研

讨和论坛 ；1000 余门清华校内选修课程、AMP 校友导师。

有。同 100 多个海外商学院交换学生。

29 岁

5.3 年

75人，留学生比例 ：40%

超过 11000 名 MBA 校友。

中国学生 ：中国 MBA 联考；对海外学生有 GMAT 要求，最低 600 分。

100% 清华的全职教员具有海外经验 ；MIT 斯隆管理学院教授来清华授课。

大陆考生面试费 100 元，留学生 800 RMB

198000 RMB

有

国内学生共有 5 个面试申请批次，联考报名截止日期是入学前一年的 10 月底。

国际及港澳台学生共有 5 个面试申请批次，录取过程至入学当年 6 月止。

每年 8 月末

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学员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刘永耀
交银国际有限公司

主任 / 副总裁 

从众多的国际化工商管理课程中选中清华—

MIT 全球 MBA 项目是我一个重要的决定。可

以说我得到的比预期的多很多！清华 MBA 更是

一个实实在在改变我未来的一个生活体验。我

很高兴能在这个社团里参与其中，对班里的同学，

经管学院和这个课程有所贡献。集合了领袖培训，

成熟竞争，智力发展，纯洁友谊，国际视野和中

国的国情体验，这就是清华 MBA!

其他学员

侯肖琳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高级审计师

胡铮禹

汤森路透

项目经理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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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创业、技术及商业分析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612 房间

网址 ：www.bimba.pku.edu.cn 

邮件 ：admissions@bimba.pku.edu.cn  

电话：86-10-62754800 \ 86-10-62754801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北京大学-英国UCL大学 MBA 

是 BiMBA新开设的项目，一经

推出就备受关注。不是学霸，

还真难挑战这个含金量极高

的课程。

课程信息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学员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1. 拥有良好的学士学位及学历，本科成绩平均分需 80 分以上

2. 入学时至少有三年全职工作经验

3. 具有合格的入学笔试成绩（2 选 1）

      选择 1 GMAT 或 GRE

      选择 2 “北京大学 - 伦敦大学学院 MBA”校园考试

4、具有合格的英语语言成绩（雅思 6.5 或托福 92 以上）

UCL 大学 MBA 学位，可在教育部认证；大陆申请人可申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

英文

北京大学

课程使用最新的国际通用工商管理教材。全日制 MBA 学制 16 个月，在职 MBA

学制 28 个月。

14 门必修课 +15 门选修课 + 公司咨询项目

伦敦创业创新选修课：全日制班 1 个月左右，在职班一周左右；美国第二硕士学

位项目：金融硕士、房地产硕士

全日制 28-29 岁，在职 31-33 岁

全日制 5-6 年，在职 8-10 年

全日制和在职各 1 个班，共 100人

—

600+ 或参加校园考试替代

国际师资占比约 50%，主要来自英国 UCL 大学；中方师资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

院的知名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组成。

《福布斯》中国最具价值 MBA 榜单连续多年排名第一；2017QS 世界大学商学院

排行榜中国大陆地区第一

无报名费

全日制：310000 元；在职 310000 元。

奖学金设有多种类型，所有申请人均有资格申请，详见官网。

每年 7月初

每年 9 月初

北京大学 - 英国 UCL 大学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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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管理、金融、品牌营销、战略与领导力、创业创新、宏观、体育产业与大健康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612 房间

网址 ：www.bimba.pku.edu.cn 

邮件 ：admissions@bimba.pku.edu.cn 

电话：86-10-62754800 \ 86-10-62754801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北大国发院是一所身在中国院

子里的国际化商学院，独树一帜，

保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

教室和办公室间走动，会有一

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培养了相

当多有主见、有担当的国际化

企业家和国际化职业经理人。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学员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1. 拥有学士学位，专业不限

2. 入学时至少有三年全职工作经验

3. 具有合格的入学笔试成绩（2 选 1）

      选择 1 GMAT/GRE + 英语语言成绩（托福、雅思、CET-6、TEM-8）

      选择 2 “北京大学 - 弗拉瑞克商学院 MBA”校园考试

弗拉瑞克商学院 MBA 学位，可在教育部认证；大陆申请人可申请北京大学硕士

学位

英文

北京大学

课程使用最新的国际通用工商管理教材；全日制 MBA 学制 18 个月，在职 MBA

学制 2 年，体育产业与大健康在职 MBA 学制 2 年

13 门必修课 +20 门选修课 + 公司咨询项目

硅谷创新选修课；海外学校交换项目；第二硕士学位项目：金融硕士、房地产硕士

全日制 29 岁，在职 33 岁

全日制 6 年，在职 9 年

全日制、在职、体育产业与大健康在职各一个班，共 100人

约 3000 位 MBA 校友

600+ 或参加校园考试替代

国际师资占比约 50%，主要来自北大的欧洲、美国合作名校；中方师资由北大国

家发展研究院的知名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组成

《福布斯》中国最具价值 MBA 榜单连续多年排名第一；2017QS 世界大学商学院

排行榜中国大陆地区第一

无报名费

全日制：260000 元；在职：290000 元；体育产业与大健康在职：368000 元

奖学金设有多种类型，所有申请人均有资格申请，详见官网

每年 7月初

每年 8 月底

北京大学 - 弗拉瑞克商学院 MBA

                                                            

刘景华
Zippo亚太区董事总经理 

09 级 MBA 

2009 年，我走出外企经理人的舒适区，带着对

未来事业的彷徨，来到了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我觉得生活一定要敢于改变，敢于迎接

新的东西、很棒的东西； MBA 学习，给我最大

的收获，是在这里可以视野变得非常宽广，你可

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生。每个老师都带来不同

的观点和视角，每个同学都有着不同的职场经

历。我们往往看到的都是企业家获得成功的表象，

只有在与某位 EMBA 学长喝一杯茶的时光中，

你才能知道成功背后的辛酸，成功之外又有多少

惨烈的失败，很多问题立刻可以找到答案。感谢

那段 MBA 经历，让我从外企精英 MBA 同学

以及掌管企业的 EMBA 同学身上收获了很多“领

导力”的经验。

其他学员

田 子
港铁集团天津副总经理  15级 MBA

袁续昆 

AIRBURG 空气堡全屋极净新鲜空气解决方案 

联合创始人 &CEO       12 级 MBA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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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学员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学士以上学历，5 年以上工作经历，并具有 2 年以上管理岗位工作经验。在金

融机构工作或者在其它行业从事与金融、财务有关工作的全职从业人员。

中文 

中欧上海校区

近两年，每月安排两个周末（周六、周日）上课

有。赴伦敦商学院修学一周，同时访问伦敦主要金融机构和交易所。

33 岁

9.3 年

两个班（约 55人 / 班）

约 400 人

参加 GMAT 考试，或参加中欧组织的独立入学考试

主要由中欧长期教授授课。此外，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业界精英也将广泛参

与课程的讲授。

中欧金融 MBA 还没有参加国际排名

1200 RMB

498000 RMB

鲲鹏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奖学金金额 5 万元人民币

每年两轮招生，首轮申请截止通常在 1 月；

第二轮申请截止通常在 6 月

9 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 MBA

■  金融专才量身定制，机构公司相得益彰；

■  植根中国金融市场，研习全球最佳实践；

■  深度探索金融专业，全面解读综合管理；

■  受业中欧一流师资，切磋业界实战精英；

■  秉承中欧严谨学风，收获独有学习体验；

■  加入强大校友网络，共享中欧品牌价值。

地址 ：上海市红枫路 699 号 201206

网址 ：http://fmba.ceibs.edu  

邮件 ：fmba@ceibs.edu

电话：86-21-28905288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青年才俊在金融业大战拳脚

的加油站、知识库、朋友圈。

强大的海归教授团队授课，佐

以中欧 EMBA、MBA人脉。中文

授课，有助知识的领会和消化。

课程信息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学员感言

                               方侃

                               FMBA2013 级

                               中欧基金

                               CFO                               

中欧 FMBA 课程给我带来许多全新的思路，

包括新的商业模式、理论模型、管理实践、技

术手段，以及商业伦理和价值观。此外，在读

书过程中，亲眼所见不少同学勇敢地跳出自己

的舒适区，或创业、或挑战新的职位、或尝

试新的行业。就在中欧 FMBA 毕业前的数月

前，我决定告别四大，加入中欧基金担任财务

总监。如何将自己十多年来在企业管理、财务、

金融等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积累运用于企业实

务，帮助公司实现财务创新和精细化管理，是

后 FMBA 持续努力和行动的课题。每当面临

工作压力时，我时常想起那群爱折腾的同学，

不断地被他们的逐梦激情和拼搏精神所感动

和激励，他们给予我在前行道路上源源不断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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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大的国际化师资

■   全球领先的国际合作模式

■   多样化的管理实践活动

■   广覆盖的国际交流交换与第二学位项目

■   全方位的职业发展服务

■   持续终生的校友服务

课程信息

                              陈剑

                              复旦 IMBA 项目

                              2010 级校友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业务发展经理 / 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对人生、对事业有规划的人，总能把挑战转化

成机会。复旦 MBA 不仅给了我一个全面搭建管

理知识体系的平台，也给了我一个国际化的视野。

在这里，我结识了非常棒的同学，收获了人脉资

源、一流的学校品牌，一种复旦 MBA 所特有的

荣誉感会一直陪伴我。可以说复旦给了我第二次

机会，让我得以全力以赴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来

复旦，缩短实现梦想的差距。”

其他学员

时晓杰
复旦 IMBA (S3 Asia MBA) 项目 2011 级校友

任我花 CEO

赵慧娟
复旦 MBA 项目 2014 级学生

学员感言

地址 ：  上海国顺路 670 号史带楼 709 室，200433

网址 ： http://www.fdsm.fudan.edu.cn/fdimba/index.aspx

邮件 ： imba@fudan.edu.cn

电话：86(21)5566 4640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复旦大学国际MBA项目是复旦

大学管理学院多年以来的旗舰

项目。师资、项目运营都深得美

国MIT Sloan商学院的真传。全

日制学习，确实是人生的转折点，

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复旦国际 MBA 项目（与 MIT 合作）

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校友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本科毕业满 3 年（有学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满 2 年

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 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 \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学习证明书

全英文

上海

学制 : 两年 

授课方式 : 脱产攻读 周一至周五上课

共计 48 个学分 ： 2 门公共课程 4 学分，11 门必修课程 31 学分，3 门实践类

必修课程 5 学分，9 门选修课程修满 8 学分

在复旦大学国际 MBA 项目就读的学生有机会申请国际顶尖院校的第二学位

学习机会。目前供选择申请的第二学位机会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

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 (MIT Sloan MSMS)、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管

理硕士学位 (Yale SOM MAM) 和加拿大约克大学 Schulich 商学院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Schulich MBA Program, York University）。

国际交换学生项目的合作院校已达到了90 多所，能够有机会出去交流的学生

也达到了每年 100 多人（包括在职 MBA），交换院校的分布十分广泛，分布

在欧洲、北美、大洋洲、亚洲和非洲。

28

5.2

项目每年计划招收 100 名学生，每年招收两个班级，每个班级 50 人左右，学

员来自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目前拥有超过 30,000 人的庞大校友网络，其中 MBA 校友

人数超过 8000 人

中国籍学生参考但不要求 GMAT

管理学院拥有一支既有深厚学术造诣又有丰富管理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全

院现有教师 151 人，其中教授 55人，副教授 64 人。依托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雄厚的师资力量，MBA 课程得以配备强大的教师阵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在 UTD2012 年至 2016 年全球商学院科研排名百强榜上

位列亚洲第 9 名，中国大陆第 1 名；

2016 年参加英国 FT（《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 MBA 排名，位列第 47 位。

中国籍学生申请无需申请费

2017 年国际 MBA 项目学费：26.98 万人民币 。

注 ：中国籍学生学费可分四期支付；港澳籍和外籍学生学费可分二期支付。

国际 MBA 新生奖学金 ：

(1) 国际 MBA 预审奖学金（中国籍学生）(2) 国际 MBA GMAT 奖学金

(3) 国际 MBA 联考奖学金（中国籍学生）

中国籍学生申请时间如下：预审申请 : 2017 年 5 月 - 11 月 

笔试报名：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10 月网上报名 11 月网上确认 12 月笔试

每年秋季



www.whichMBA.net 59



60 www.whichMBA.net 

■  复旦大学 -BI 挪威商学院 MBA 项目全英文授课，国际化师资和学生群体，充分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并为学生提供深入、广泛国际交流的机会。 

以互动型案例教学为主，强调团队合作，注重实践及学生的相互经验分享，并充分将管理理论与跨国企业实践相结合，以丰富的理论构架来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 90% 以上的学生来自跨国企业和外向型企业，担任中层以上职位，人均 11 年左右的职业经验。项目开办 21 年，拥有超过 2100

名校友，每年有超过 50% 的学生由校友推荐。

地址 ：上海市国顺路 670 号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史带楼 701室

网址 ：http://www.fdsm.fudan.edu.cn/nwmba/ 

邮件 ：fdbi@fudan.edu.cn   

电话：86-21-55664776 \ 86-21-55664779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复旦大学-BI挪威商学院 MBA

项目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中外

合作 MBA项目。校友资源相

当丰富，很多已经是跨国公司

的中国当家人了。课程老师有

3/4来自BI挪威商学院，每年

到中国教课已经很多年，积累

了中国经验，又保持着北欧管

理的特色。

课程信息

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校友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学士学位，五年以上工作经验 ；或大专学历，十年以上工作经验 ；有管理工

作经验 ；良好的英语应用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各方面。

毕业后可获得 BI 挪威商学院颁发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和复旦

大学管理学院颁发的学习证明书 ( 可做同等学历认证）。

英语

上海

在职学习 2 年，模块式教学方式，每个模块 4 天。每月一次集中授课（周四

到周日），便于学生平衡繁忙工作与学习时间。

20 门课程，含 11 门核心课程，9 门选修课程（选修其中 4 门）。

挪威必修课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西班牙 IE 商学院选修课程，还可参加复旦管理学院国际交换项目

34.4

11.4

每年招生 110 名，每年招收两个班级，每个班级 50 人左右。学员来自 31 个

国家和地区

超过 2100 名

自主招生，参考但不要求 GMAT 和 IELTS

复旦 -BI（挪威）MBA 项目由具备丰富 MBA 教学经验和管理咨询经验的资

深师资担任，四分之三来自 BI 挪威商学院，四分之一来自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2016 年《金融时报》全球 EMBA 项目排名，位列第 39 位，在职 MBA 项目

全球第 5。

500RMB

368000RMB

全年接受报名，不参加全国 MBA 联考，每年招收两个班级

5 月、11 月开学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复旦 -BI（挪威）商学院 MBA

                              印瑛

                              Cherry Yan
                              中国区副总裁

斯堪的纳维亚商务座椅集团

BI-Fudan MBA Program provided me a 

great chance to meet peers with dif ferent 

profession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 nd  mo s t  o f  a l l ,  t h i s  n e t wo r k  i s 

f u l l of  el ites, which helps my career 

development.

其他学员

Paal Utvik

合伙人

Landmark Capital

杨波 Paul Yang

大中华地区总经理

甲骨文营销云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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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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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信息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上海交通大学-MIT中国全球

运营领袖(CLGO)项目的开办

创意来自MIT麻省理工学院

Sloan商学院的同名项目。开

办之初也是得到美国MIT团队

的鼎力支持。目前中美之间互

动都是无缝连接。培养了不少

制造业的未来领袖，是中国制

造业崛起的希望所在。

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学员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2015 年 8 月前获学士学位，思想品德良好、身体健康、工作业绩突出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

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MBA) 专业学位证书 ;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毕

业证书 ；MIT LGO 学习证明

双语（英文教材）

上海

学制 ：2.5 年。

前三学期 ：集中授课，参与龙之队、狮之队项目实践 ；

第四学期 ：著名企业实习；

第五学期 ：学位论文写作与答辩 "

20 门以上课程，包括 MBA 核心课程

海外游学、交换生、双学位项目三位一体的出国学习机会

29.1 岁（2017 级 CLGO 新生）

5.72 年（2017 级 CLGO 新生）

全日制 CLGO ：40 人左右

已招收万余名安泰 MBA 学员

需参加国家联考

配备一流的师资，其中优秀的外籍教师占 10%

在 2017 年度《金融时报》排名中，交大安泰 MBA 项目跃居全球第 34 位，连

续两年代表中国商学院跻身国际一流，与纽约大学、密歇根大学、南洋理工

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牛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卡耐基

梅隆大学等 26 所国际一流商学院比肩而立。

0 RMB

268000 RMB（2017 年入学）

新生奖学金 ：授予全国联考笔试和面试成

绩优异的全日制 CLGO 新生，最高可

获 50% 学费奖学金 ；

合作企业就职奖学金 ：为了鼓励

CLGO 学生前往合作企 业工

作，授予前往 CLGO 合作企

业 就职的 CLGO 毕业生奖

学金。

全年开放网上注册，笔试参加

国家联考，参考国家统一报名

时间

九月

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 1954 号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B305 室   

网址 ：http://mba.sjtu.edu.cn/zt/ntusjtu/

邮件 ：sjmba@sjtu.edu.cn

电话：86-21-52301903/86-21-62932594

■  管理与技术复合型人才培养；

■  领导力的培养贯穿项目始终；

■  采用 MIT 先进办学模式及其教材案例，融入本土化内容；

■  上海交通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CLGO 合作企业三方共同管理；

■  在世界领先制造与运营型企业优先就业的机会。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李国豪

苹果公司  全球采购经理

在“狮之队”项目中，我们与 MIT LGO 同学携手

合作，以全球化视野为合作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在

此过程中，不仅培养了我们跨文化合作的能力，同

时提供了全面了解企业、训练管理者思维的机会。

其他学员

叶健青

上海天略纺织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选择 CLGO 学习主要是基于对人才的需求而做的

决定，为了结识管理人才和亲身体会所接受管理教

育的经历，同时也融入一个有别于一般 MBA且相

对特殊的同学人脉圈子。当亲身经历后，发现并确

定超预期的收货有很多，结识人才，同时也接受了

MIT 课程的严格锻炼并从中获得了诸多思维习惯

上的收货。

学员感言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全日制 CLGO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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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学员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大学本科毕业后工作 3 年或 3 年以上（2015 年 8 月前获得毕业证书 )，大专

毕业后工作 5 年或 5 年以上（2013 年 8 月前获得毕业证书），已获硕士学位或

博士学位并有 2 年或 2 年以上工作经验者（2016 年 8 月前获得学位证书），思

想品德良好、身体健康、工作业绩突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MBA) 专业学位证书 ;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毕

业证书

中文

上海 / 深圳 / 新加坡

学制 ：2.5 年，授课时间可选择两个工作日晚上和周末一个全天 ；周五下午、

晚上和周末一个全天；或每两周集中授课一次，每次三天（周五、周六、周日）。

非全日制 MBA（深圳）、非全日制 MBA（新加坡）为集中授课方式。

须修满至少 45 个学分的课程

海外游学、交换生、双学位项目三位一体的出国学习机会

31.9 岁（2017 级新生）

8.42 年（2017 级新生）

非全日制 MBA ：450-550 人（不包括港澳台考生及留学生）

已招收万余名安泰 MBA 学员

需参加国家联考

配备一流的师资，其中优秀的外籍教师占 10%

在 2017 年度《金融时报》排名中，交大安泰 MBA 项目跃居全球第 34 位，连

续两年代表中国商学院跻身国际一流，与纽约大学、密歇根大学、南洋理工

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牛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卡耐基

梅隆大学等 26 所国际一流商学院比肩而立。

0 RMB

328000 RMB（2017 年入学）

第一、安泰 MBA 项目年度奖学金总额从

500 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到 1500 万元以

上，分别用于奖励新生入学、课程学

习、第二课堂、创业实践、出国交

流、海外游学、学生活动等方面；

第二，奖学金的覆盖面从之前的

30% 提高到 60% 以上，并达到

400 人次以上。

全年开放网上注册，笔试参加国

家联考，参考国家统一报名时间

九月

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 1954 号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B305 室   

网址 ：http://mba.sjtu.edu.cn/zt/ntusjtu/ 

邮件 ：sjmba@sjtu.edu.cn   

电话：86-21-52301903/86-21-62932594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上海最难申请的MBA在职项

目，还是理工男居多的学生组

成，拥有最想成功的愿望和潜

力。同学活跃，生意、合作机

会多多。

■  具有国际视野的商业领袖和业界精英导向的综合管理能力培养；

■  课程设置贯穿“创造力”的培养，兼顾“领导力”，重视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

■  个性化定制培养，可以灵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向；

■  丰富的第二课堂和校友网络。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陈 虎

紫江集团  执行董事

我在交大安泰就读了第一届国际 MBA 项目，回顾

毕业后的这十几年，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也是

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因为工作机会，我有幸见证

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与发展，还投资主导了第

一次股权分置改革、第一家上海本地股权流通上市、

第一批创业板企业 IPO。感谢大时代给予的广袤

商机，更要感谢在交大安泰接受的教育，让我能够

践行格物致知的真知特识。                                                            

其他学员

杨国平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青年人选择 MBA与否，首先需要确定目标，要有

成为企业家和管理者的信念支撑；青年人要成功，

则要具备一种诚信的职业道德，良好的职业操守

是事业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学员感言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非全日制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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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校友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具有受 UBC 认可大学四年制本科或以上教育经历，平均分在 76 分或者 B+

以上。（澳洲、新西兰、英国、印度或者欧洲的三年制学士可以接受。如果

申请人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或者具有足够好的 GMAT 或者 GRE 成绩，经

Robert H Lee 研究生院主任批准，平均分未达要求者可酌情录取。） 

至少具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5 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的申请人优先考虑 ；

要求 托 福 IBT 80 分 以上，IELTS6.5 以上 或 参加 UBC ELI 英 语考 试。

GMAT550 分以上。理工商科专业成绩优异者可以申请 GMAT 免考

加拿大 UBC 颁发的 IMBA 学位（全球认可并获中国教育部认证）

英语

上海，加拿大温哥华

20 个月

基 础 模 块 (8 门）、 高 级 模 块 （14 门）、 合 成 模 块 （Business Strategy 

Integration, Capstone) 

全日制 1 次 2 周加拿大温哥华学习、其他海外项目（可选）

32-33 岁

9 年

每班 50 人

300,600 多名校友

550 分以上优先考虑。理工商科专业成绩优异者可以申请 GMAT 免考。

UBC IMBA 所有课程都由 UBC Sauder 商学院教授进行全英文教学

2016 年 -2017 年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大学排名中 UBC 排名第 34 位，

2017 年 US News 全球大学排名中，UBC 名列第 31 位。

125 CAD

54000 USD

早起鸟鼓励计划与公司团体优惠鼓励计划。

2017/4/15（2017 年入学）

2017/5/11（2017 年入学）

■  获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颁发的国际工商管理硕

士（IMBA）学位 *（同时受全球和中国教育部认可）；

■  2002 年开始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开设国际 MBA 项目 - 颁发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学习证明 ；

网址 ：http://www.sauder.ubc.ca/imba/

          http://www.imba.sjtu.edu.cn/

邮件 ：imba@sauder.ubc.ca 

电话：86-21－ 62932604/52302529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加拿大UBC-上海交大IMBA项

目是不放弃工作就能攻读一个

只有在北美读书才能得到的完

整体系的MBA课程。

课程信息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  100% UBC Sauder 商学院精英教授 ；

■  系统完善、独树一格的课程安排 - 尚德商学院是 MBA 综合核

心课程的先行者 ；

■  逾 306,000 的校友分布在 140 个国家

加拿大 UBC-上海交大 IMBA

                               Patrick Ye

UBC IMBA, Class of 2014

ZEGA Machinery Shanghai Int'l Trading 

Co. Ltd

General Manager

"While I was researching the next steps to 

advance my career. I found everything I 

wanted in the UBC IMBA. I was attracted 

to the program design, which emphasizes 

professional and network development. 

My peers were very strong and ambitious, 

and having close access to high-quality 

professors with the right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as the extra edge I needed to 

succeed."

其他学员

Mike Shen

UBC IMBA, Class of 2016

Apple Inc.     Development Manager

Peter Radford
UBC IMBA, Class of 2015

Bouygues Energies and Services

Business Development Coordinator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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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学员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本科或以上学历，五年以上的管理工作经验，大专毕业至少八年以上管理工

作经验，不参加联考，自主招生。认可全国联考和 GMAT 成绩。

法国 KEDGE 商学院颁发的工商管理硕士 MBA 学位

100% 英语授课

上海

模块制授课，在职就读，每个月 3 天学习（1 个工作日及 2 天周末），总长度 2 年。

20 个模块课程（13 个核心课 +3 个选修课 ++3 个专业课 +1 个国际游学）

7 天，法国马赛，法国波尔多，美国波特兰，美国加州，澳大利亚，巴西，俄

罗斯七选一

34 岁

11 年

超过 1300 名 MBA 及 EMBA 毕业生及在读学员

550 分以上，联考国家线

95% 的国际师资，大部分的教授任职前曾担任世界 500 强高层管理人、企业家，

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师资多元化，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波兰、印

度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KEDGE 商学院仍持续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吸收优

秀商学院的教授。

2016 年《金融时报》Executive MBA 全球第 22 位，薪资涨幅全球第 1，职

业发展全球第 5。

800 RMB

358000 RMB

C R E A T E  :  I n n o v a t i o n  a n d 

Entrepreneurs Scholarship

S H A R E :  G M AT >6 3 0  o r 

BAT>17

CAR E: GMAT>640 or 

BAT>18"

每年 10 月

每年 12 月

课程信息

■  金融、全球管理、品牌战略、人才管理、红酒管理、供应链管理、

商业生态系统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创业管理九大专业方向；首

家中外合作院校均获得 AACSB,EQUIS 和 AMBA 三大国际认证

的 MBA 项目；全球排名 22 强，薪资涨幅全球第 1（英国金融时报

2016Executive MBA 排名）；

■  10% 国际学生，跨文化交流，中西互补；55% 新生由校友推荐，口

地址 ：上海市华山路 1954 号

           上海交通大学教一楼 431室

网址 ：http://www.aemba.com.cn  

邮件 ：aemba.contact@sjtu.edu.cn  

电话：86-21-5278-0551

                                                            

张文远

Wenyuan Zhang
皮尔金顿集团 

Pilkington/NSG
中国区总经理

通过两年 MBA 的学习，让我对职业生涯发展

有了更清晰认识，不断加强自身各方面的能力， 

如专业能力、沟通能力和人际交往的能力等。另

外，MBA 学习还让我更具有战略性思维来思考

个人及公司发展。通过这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和不

断学习，我从一名会计，经历财务主管、财务经

理、中国区财务总监，近期被任命为集团中国区

总经理，全面管理集团在中国的业务发展。

其他学员

符天华 Catherine Foo
Publicis Media Group China 

Deputy Head of Strategy for Mediavest/Spark 

China; Business Director for Starcom GNC China

Sabastiano MOAZZO
Patheon Biologic

Program Manager Biologic

学员感言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上海交大-法国KEDGE商学院

国际MBA是中国唯一全程引入

个人职业发展规划的MBA项目，

开门办学，分享新知的杰出代表，

课堂颇似小小联合国。奢侈品

营销、金融创新与管控、公司战

略等科目有国际名师坐镇。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上海交大 - 法国 KEDGE 商学院国际 MBA

碑效应，突显品质；85% 跨国企业中高层经理人学院，精英荟萃，轻松

搭建崭新人脉关系；95% 欧美师资，拥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跨国公司

高级管理经验；100% 英语授课，顺利沟通国际商务，体现高端职业风采；

■  专业方向 MBA，帮助突破职业瓶颈，从容管理亚太区业务；

■ 海外学习模块，圆留学梦想，体验欧洲生活，并寻找“金砖四国”发

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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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信息

■  100% 在线教学，不出国门，收获顶尖名校 MBA 学位，建立国际化人脉网络。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98 号
          世纪汇广场 1 座 802 室
邮件 ：  info_cn@liverpool-online.com
电话：400 636 5959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利物浦在线 MBA是原汁原味

的英国教材体系，适合工作特

别繁忙、自我管理能力极强的

人。中国人被原来的远程教育、

电大的质量吓怕了，不太容易

接受在线教育。但现在越来越

多敢于接受挑战的人能接受

100% 在线学习的方式。学校

在不断加强线下同学之间的交

流，针对中国特别加强了线下

联系和互动。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利物浦大学在线 MBA 颁发的学位证书与利物浦大学在校学习颁发的文凭完

全一致。

英语

100% 在线，无地域限制

8 门主修课

35 岁

8 年

无人数限制

195000人

无

师资遍布 45 个国家，60% 拥有博士学位，其中多为大学教授、行业领导者、专家、

研究员及咨询顾问等。

全球排名前 1%

250 USD（成功录取后支付）

35550 USD

根据不同开学日期会推出不同

的学费优惠减免政策。

一年多次开学日期

6 月 29 日，9 月 28 日，12 月

07日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科目数量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学员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最近开学日

利物浦大学在线 MBA

                               Huyan Guo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项目经理

MBA 的课程学习让我更加熟悉国际商业环境

和政治环境，能帮助我更有效地管理和运作石

油气项目。我会推荐利物浦大学在线学位课程，

因为你可以学习最前沿的管理思维，可以在今

天的商业世界中，有效地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我喜欢和我的同学还有导师讨论，导师就每个

商业管理话题给出的指导，都对我每天的项目

管理工作大有助益。

其他学员

Khan Yeh

马士基全球信息处理中心航运物流负责人

Jeff Xiong

思特沃克软件首席架构师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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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信息

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学员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本科或以上学历，3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大专学历，8 年以上工作经验 ；参考

TOEFL、GMAT，但不做要求。在职 MBA 项目主要考察工作经验和学习能力。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与英国全日制 MBA 所获取的学

位完全一致。

英语

上海 （曼彻斯特、香港、新加坡、迪拜、圣保罗等海外中心供选择）

2 年在职学习（可延长至 5 年内完成）

14 门核心课程（包含 3 门必修选修课）

有，可以选择在曼彻斯特商学院全球 6 个海外中心中的任何一个就读选修模

块，由校方承担其海外中心学习的费用和住宿费用。（具体执行，由校方负责

解释。）

34 岁

11 年

曼彻斯特大学中国中心每年招收两届（1 月班及 7 月班），共约 150 名学生，采

取小班教学模式

55000 人

不作要求，可参考。

100% 曼彻斯特大学教授。曼彻斯特商学院所创的“曼彻斯特项目教学法”

在世界管理学上和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同享盛名。“曼彻斯特项目教学

法”：组织学生以分组讨论的形式研究大量商业咨询案例，即通过做项目的形式，

使学生了解到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和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

2017 年英国《金融时报》MBA 项目全英排名第 3 位，全球排名第 30 位

0 GBP

36637 英镑

成功申请即可享有四期免息分期付款。

一次性支付学费，可享总学费 9% 优惠！

申请者持有 ACCA, CPA，CIMA

等专业机构高级证书可以申请

金融加速课程，并有机会获

得奖学金。

每年 6 月初和 12 月初

每年 1 月及 7 月

■ MBA 课程全英排名第 3，全球排名第 30（Financial Times 2017） 

■ 国际顶级商学院权威认证：AMBA,EQUIS,AACSB

■ 灵活的课程安排 - 学生可自由选择在任意海外中心参加面授课程 

■ 曼彻斯特商学院教授飞赴各国际中心面授在职 MBA 课程

■ 全球最大的校友网络之一 ( 超过 50000 校友 )

■ 授予与曼彻斯特大学全日制 MBA 课程完全相同的学位

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1376 号上海商城 604 室   

网址 ：www.uom.ac.cn

邮件 ：mba@mbs-worldwide.ac.cn  

电话：86-21-62798660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海外顶尖商学院落户中国的典

范，在中国培养国际化的职业

经理人，老师来自全球，学生

遍布全球，有丰富的工作阅历。

曼彻斯特商学院在职 Global MBA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孙佳韡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T 产品线 业务发展副总裁

曼彻斯特商学院提供了全球视野，最新的管理

知识以及前沿的西方商业教育方法。

通过曼彻斯特全球在职 MBA 的学习全面系统

的整理了自身的管理经验和知识结构，了解了

更多管理理念和工具，可用于实际工作中，同时，

我能够通过更有效的战略思维，去理解商业中

的问题并探索答案。

曼彻斯特全球在职 MBA 课程时间灵活，教授

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国际化观点，结合实际商业

案例传递知识。

其他学员

Simon Zhou

China Corporate Ta lent & Lea rn ing 

Manager

JOHNSON MATTHEY CATALYSTS

2015 年 7 月班 Global MBA

Shelley Lai

Marketing Director (Bone Metabolism/

Anemia)

Shanghai Roche Pharmaceuticals Ltd

2011 年 7 月班 Global MBA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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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招生人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本科或以上学位，3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大专学历，8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递

交曼彻斯特大学申请表并通过曼彻斯特大学入学考试 ；递交印第安纳大学

Kelley 商学院申请材料，优秀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曼彻斯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及印第安纳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英语

部分课程在曼彻斯特大学全球学习中心完成面授，部分课程通过 Kelley 商

学院在线学习

2 年在职学习（可延长至 5 年内完成）

15

学生将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Bloomington 校区参加第一模块学习，并可申请

至曼彻斯特大学全球学习中心进行选修课程学习：曼彻斯特、上海、华盛顿、

迪拜、新加坡、巴西和香港

全球招生，每年 7 月招收一届，小班化教学

不作要求

部分课程由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教授飞抵全球学习中心面授，部分课程由

Kelley 商学院教授授课

Kelley 商学院——2016 年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全球 MBA 课程排名位列全

球第 5 位 ；2015 年英国《金融时报》在线 MBA 课程排名全球第 3 位

0 RMB

65000 USD

为了奖励优秀的 MBA 申请人，曼彻斯特 -Kelley 全球 MBA 项目为 2017 年

7 月入学的新生设立了奖学金计划——5,000 – 1,5000 美元不等，招生委员

会将综合申请人的学术背景、职业发展情况、管理经验，择优发放，奖学金

名额有限，计划明细请垂中国中心

每年 6 月初

■ 全球顶级课程 2 所世界级管理学院的最优学习资源，同时获得两所

商学院 MBA 学位

■ 定制 MBA 课程  自由选择 4 个选修模块课程，助推职业发展

■ 纯正英文授课 全英文学习环境，直享国际资源

■ 创新授课模式 顶尖网络化 MBA 教育与优秀本校教授亲临授课相结

合，无需离开您的工作岗位，就近参加课程

■ 国际化课堂体验 学生有机会在 8 个海外课堂参加面授课程：曼彻斯

特 / 上海 / 美国印第安纳 / 华盛顿 / 香港 / 新加坡 / 迪拜 / 巴西

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1376 号上海商城 604 室   

网址 ：www.uom.ac.cn

邮件 ：mba@mbs-worldwide.ac.cn  

电话：86-21-62798660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印第安纳大学-曼彻斯特大学

全球在职MBA项目是全球两大

顶尖商学院的合作创新，借助

各自在不同大洲的优势，根据

不同市场的品牌接受度，依靠

在线学习系统，和全球线下中

心和校友网络，为更多全球化

人才服务。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Teresa WU

                               Investment Manager

                               Lenovo Group

印第安纳大学 - 曼彻斯特大学全球在职 MBA

项目 2016 年 7 月班学员

Kelley-Manchester Global MBA 项目将美

英两国顶尖商学院的商业案例分析与批判思维

教育模式完美结合，让我充分享受两所名校宝

贵教育资源和文化的同时，还激发了我突破学

科界限去创新思维。学无止境，终身受益，这

是我人生中最成功的一笔教育投资。

其他学员

Leonard ZHENG

Development Director, China

Regus

印第安纳大学 - 曼彻斯特大学全球在职 MBA

项目 2016 年 7 月班学员

学员感言

印第安纳大学 - 曼彻斯特大学全球在职 MBA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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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信息

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学员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本科毕业工作满 3 年或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2 年。要求学生具备优秀的工商管

理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能够适应国际化教学的全程英文授课，并能积极参与

课堂及课后讨论、高质量完成个人或团队课程作业。在 2018 年 3 月10 日前

提交 TOEFL 或 IELTS 成绩。

浙江大学 MBA 硕士学位及研究生学历证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的 Master of Management 学位证书

英语

浙江杭州

2.5 年

分为：制造业管理、供应链管理、MBA 模块、行业领域模块，四大教学模块。

同时浙大中文 MBA 选修课对 GMSCM 项目学生开放。

麦吉尔大学在加拿大设有海外模块，供 GMSCM 项目学生选修。

34.14 岁

10.27 年

35人左右

144 人

无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浙江大学两所国际名校整合两校优秀师资，打造世界一

流教学与管理团队。约 50% 的课程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教授在杭授课。

无

0 RMB

新生有机会获得由浙江大学、

麦吉尔大学和合作企业提

供的新生奖学金。

全年可申请面试

每年秋季

浙江大学 -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 全球制造与供应链管理硕士项目

■  丰厚的赞助企业奖学金。 赞助企业将会为 GMSCM 项目学生提

供充足的奖学金名额。

■  丰富的教学模块。浙大 MBA 选修课对 GMSCM 项目学生开放；

同时，麦吉尔大学在加拿大设有海外模块，供 GMSCM 项目学生选修。

GMSCM 项目学生可以选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授课的 MMM 项目

课程并可参访当地企业。

■  充足的实习机会。GMSCM 项目合作企业会向 GMSCM 学生提

供大量的实习岗位，帮助 GMSCM 学生更好的调整职业发展方向。

■  广阔的校友网络。学生科终身分享浙江大学与麦吉尔大学的职业

发展、企业实习等校友服务，融入两校精英荟萃的校友网络。

地址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行政管理大楼 303  

网址 ：http://mba.zju.edu.cn/gmscm   

邮件 ：gmba@zju.edu.cn    

电话：0571-88206810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麦吉尔大学所在的加拿大蒙特

利尔地区是全球高端装备制造

业的集中地，这一中外合作真

是强强联手，服务于产业。为

不怕挑战的制造人量身准备。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孔庆钦

                              KONG Qingqin
                           （GMSCM 2015）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事业部物流经理

It was not GMSCM program came to me, 

but I went for this program. Working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th a career 

planning towards supply chain, this program 

seemed to be the perfect f it. I would like to 

tag this program fulf illing and fun. 

其他学员

张志富

杭州衡正馨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GMSCM 2014 

徐捷
赫斯基注塑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经理

GMSCM 2015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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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学员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1. 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专科学历需五年以上管理经验） 

2. 三年以上管理经验，如为研究生学历则两年以上管理经验 

3. 英语听、说、读、写流利

同济大学 MBA 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MBA 学位证书

英语

上海，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曼大部分选修课程学员可申请在曼彻斯特商学

院全球另外五个学习中心上课，不需额外支付学费。

同济 - 曼彻斯特 MBA 双学位项目学制 2.5 年，最长期限不超过 5 年。学员

经选拔进入该项目学习，正式注册同济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两校学籍。学员

为在职学习，课程上课时间为非工作日，不影响日常工作，上课频率基本上为

每月1-2 个周末。

25 门课及正在开发的选修课程。

有。部分课程学员可根据需要申请在曼彻斯特商学院全球另外五个学习中心

上课，不需额外支付学费。另外，我们会组织同学统一参加境外授课及学术

活动。

33 岁

10 年

30 人左右

目前双学位 MBA 班级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有各种背景的学生。曼彻斯

特商学院在全球的 7 个教学点，全球校友 40000 人，同时可享有同济大学

MBA 校友，约 8000 人。

不做要求。要求学生参加 MBA 联考。

同济-曼彻斯特MBA 双学位由同济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教师各承担部分课程。

其国际化教育程度英国排名首位，欧洲第 4，全球第 7；同时获得 AACSB、

EQUIS 及 AMBA 三大认证。根据“福布斯调查”，曼彻斯特 MBA 毕业生

的职业发展薪酬回报率名列全球第 4。根据《金融时报》的排名，曼彻斯特

MBA 项目位列英国第 3，全球第 30。

0 RMB

2017 年 7 月班曼彻斯特商学院收取学费为 18,578 英镑，学员分两期付款。

同济大学部分学费请咨询项目办公室。

同济大学将提供一定比例奖学金名额供学员申请。

无

每年 7 月中旬

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500 号同济大厦 A 楼 703 室   

网址 ：www.uom.ac.cn

邮件 ：tongji-sem@tongji.edu.cn 

电话：021-65982127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中国MBA中首创的双学位项目，

一次投入，三张证书。系统内

MBA和海外MBA的益处，尝试

鱼和熊掌兼而得之。要过联考

和曼大面试，两种挑战并不容

易，课程也颇有压力。

■  同济 - 曼彻斯特 MBA 双学位项目的特色是结合了两校的优势，在

中国市场推出的双学位项目。就读一个项目，能获得三张证书，即能获

得同济大学的 MBA 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同时获得曼彻斯特商学院

MBA 学位证书。即能满足中国系统内职位升迁对于学位的需求，也能

满足外企对于海外学位的认同。

■  课程经过双方院校磨合，精选两校在师资上的优势。入学时英语只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要求听、说、读、写的基础能力，不要求 TOEFL 和 GMAT。学习过程

中，学员有机会到全球 7 个校区进行交流和上课，学员也有机会参加学

校统一组织的境外授课和学术活动。这在中国 MBA 联考院校提供的

在职 MBA 课程中是独一无二的。

■  另外，学生的毕业论文要求用中文写作。

学员感言

                             Changli WANG

Head of General Management, Marketing & 

Strategy at HAONENG HOERBIGER

2015 年7月班 同济 -曼彻斯特双学位 MBA 项目

We did, or will do a lot of decisions in our daily 

work. The decisions may come according with 

our experience, our heart, or the guide of our 

superiors. The most exciting thing for me gained 

from MBS is, I learned why the business problems 

come up, why the decisions should be made like 

this, how can we make decisions better. MBS gave 

me a bird view to see things more strategically 

which is really valuable for my work and life!

其他学员

Gavin MIAO

Asia Logistics Manager Lyondellbasell

2012年7月班 同济-曼彻斯特双学位 MBA项目

Fiona Xu

Legal Service Manager  Chanel （China）Co., Ltd.

2012 年 7月班 同济 - 曼彻斯特双学位项目

同济 - 曼彻斯特双学位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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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星安

                               2013 届 在职 FMBA 

海航集团渤海国际信托并购基金部 总经理  

渤海小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虽然高金只是在我人生长河中占了6 年光阴，

但是她的影响却远远大于 20 年，这种深远的

影响来自学校带给我对金融业的重新认识和

理解，还有生活圈和朋友圈的重新构建。

                               

                               王京晶

                               2010 级全日制 FMBA

                               悦禄投资创始合伙人

“我一直都将成为职业投资人作为自己人生目标，

高金为我提供了增长理论知识，检验自己能力

的平台。”王京晶认为高金有着世界一流的教授，

通过他们可以体会自己与国外顶级人才之间的

差距；高金的同学又有很多是全国金融业的精英，

通过互动交流可了解自己在行业内所处的位置。

仇晓慧

2015 届 在职 FMBA 新动力资产 组合投资总监

李帆
2014 届 全日制 FMBA  上海浅湖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总经理

课程信息

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科目数量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校友总数

GMAT 要求

师资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时间

在职 ：学士及以上学位 ; 

全日制 ：23-26 岁，本科毕业 3 年

本科毕业 3 年，研究生毕业 2 年

博士毕业 1 年及以上

硕士毕业满 2 年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在职 ：中文 ；

全日制 ：英文

上海（徐家汇 / 陆家嘴校区）

在职 2 年半，全日制 2 年

课程设置以“金融”为核心特色。在全部课程中，与金融相关的课程约占

70%。三十多门必修课及大量选修涉及金融各个细分领域。

UC Berkeley – MFE 联合招生 ; 威斯康辛双学位项目

在职 28-30 岁，全日制 25-26 岁

在职 5-10 年，全日制 3 年

在职 2018 年招生人数 240 人，全日制 2018 年招生人数不超过 50 人

近 1200 人

N/A

汇聚了一批来自欧美一流商学院的华人资深金融教授，60 余位教授均拥有全

球顶尖大学博士学位，其中 45 名资深教授拥有国际一流商学院终身教职，

并有多名教授担任地位卓著的讲席教授

无

在职 42.8 万，全日制 33.8 万

有

10 月

4 月底

■ 2008 年由上海市政府主导成立，依托国内顶尖高校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

亚洲领先、国内唯一的金融师资“梦之队”

■ 专业的金融课程设置，理论与实践并重，本土与国际交融

■ 国际权威认证

■ 终身的卓越校友资源

地址 ：上海市淮海西路 211号 201室

网址 ：http://mba.saif.sjtu.edu.cn/index.html

邮件 ：MBA.ADMISSIONS@SAIF.SJTU.EDU.CN

电话：021-6293 3346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交大高级金融学院的MBA在

对金融从业趋之若鹜的上海

是一种高山仰止的存在。智商、

情商双高，本科院校出众的才

有机会入围。未必适合很多人。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学员感言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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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通才之道，金融专才之长 

■ 第一家美国一流大学在大陆授予该校金融硕士文凭的国际项目

■  第一家融合 MBA 学位和金融硕士学位的双学位项目

■  风险管理、资本市场、财务管理三个专业方向

■  课程贴合 CFA、FRM 等职业资格考试内容

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500 号同济大厦 A 楼 715

网址 ：http://mba.tongji.edu.cn/ 

邮件 ：tongjimba@tongji.edu.cn 

电话：021-65982778

商学院大百科独家点评 

同济-凯斯西储双学位，一次

投资、两个学位、既要联考、

又要英语过关。辛苦付出、也

有相应回报。给有具体行业背

景的年轻经理人转行金融业

一个可能。

课程信息

■  国际师资授课，最前沿的金融知识与技能，融合美欧亚的国际视野

■  同济大学、凯斯西储大学两校广泛的校友和业界人脉资源

■  海外学期，包括课程学习及考察纽约股票交易所，访问 Goldman 

Sachs, Credit Suisse, Bloomberg ,Ernst &Young，UBS，AW 

Jones and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等知名公司，了解美国当地

的金融实践，结识一批华尔街的业界精英，建立海外人际网络

想要申请项目？

关注服务号 mbacenter

向客服索要更多信息

                              潘敏

                              2011级同济 - 凯斯西储

                              MBA/金融硕士双学位项目

上海红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副总经理

人生是一场长跑，勇气和坚持是最宝贵的财

富。给你一个机会，你是否可以好好把握？TJ-

CASE 项目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的收获远远超

出我的想象。项目的特点，在于为学员打开了接

触另一种文化的窗口，了解美国金融管理的思路、

逻辑、表达和最佳实践。Cultivating an open 

mind is the most valuable outcome from 

learning the courses. 同时，我济 MBA 课程非

常严谨务实，战略管理、Human Resource、财

务管理、组织管理等课程都非常实用，为我学习

CWRU 的金融管理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

也为我目前的管理、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其他学员

刘磊   2012 级同济 - 凯斯西储 MBA/ 金融

硕士双学位项目、美国嘉伯微电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

蒋兴达   2012 级同济 - 凯斯西储 MBA/ 金

融硕士双学位项目、中信盈时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投资经理 CFA

入学要求

颁发学位

授课语言

学习方式

授课地点

执行过程

课程设置

海外课程

学员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招生人数

GMAT 要求

师资

排名

申请费

学费

奖学金

申请网址

学员感言

大学本科毕业满 3 年或 3 年以上；已获硕士或博士学位满 2 年或 2 年以上；

英语听说读写流利

学生在修满双方院校规定的学分及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后，即可获得同济大学

MBA 学位、学历证书和美国凯斯西储大学金融硕士学位证书

英语

在职学习，时间为非工作日（有四周短期海外学习）

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美国凯斯西储大学 Cleveland 校区（包括短期海外学

习和参观考察）

2.5 年（包括 4 周海外学期），最长不超过 5 年

26 门课程，包括 12 门同济 MBA 核心课程，14 门凯斯西储大学金融硕士专业

课程（其中 3 门金融硕士专业课程和参访纽约著名金融公司在美国完成）

海外学期完成 3 门金融硕士专业课程，另外安排去纽约著名金融公司、机构参

观访问（如 Goldaman Sachs，UBS，Credit Suisse，Bloomberg 等）

31 岁

8 年

30-40人

无硬性要求，但需通过同济大学和凯斯西储大学的联合英语面试，有 GMAT/

GRE 成绩优先考虑。

师资由两校具有顶尖学术水平和丰富实战经验的教师组成，在为学员提供管

理通才教育的基础上，融合金融专业教育。

2017 年 US News&World Report 综合排名该校名列第 37 位，在 2012 年美

国商业周刊金融专业最新排名中，其财务管理项目位列全美第一名。

0 RMB

318000 RMB（（2017 年入学学费）

有

applymba.tong ji.edu.cn

同济 - 凯斯西储 MBA/ 金融硕士双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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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还是 EMBA ？DBA 和 EDP 都有哪些课程？

出国还是留在国内？参加联考还是 GMAT ？全职还是在职？选清
华、北大还是复旦、交大？读中欧还是长江？

商学院大百科 www.whichmba.net 提供中外顶尖商学院课程信
息一站式搜索和比较，助您做出明智的选择。

咨询电话 ：86-21-52301885

MBA ？找我就对了！

关注商学院大百科微信 MBAcenter

· 商学院教授精彩访谈 校友成长故事

· 顶尖商学院活动推荐 顶尖商学院课程介绍

· 最新管理类研究阅读 定期的线下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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