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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商业与科技 培养知行合一的经管人才
TO BRIDGE BUSINESS WITH TECHNOLOGY,
AND TO NURTURE MANAGERIAL TALENTS WITH ADVANCED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BILITY.

MBA Program



华理MBA项目是中国最具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的主流项目之一 ,于 1997年经国
务院学位办批准开办，已培养学生 6000余人。华理MBA项目以商学院使命“连接
商业与科技，培养知行合一的经管人才”为指引，以“基于交流而发展”为培养理念，
首家将行动学习引入MBA教学改革，开创了“三位一体”的全新教学模式，并不断
深化课程改革，注重与产业、与理工科、与定量技术相融合，通过系统化、模块化的
课程体系以及沉浸式、混合式教学方法的整体设计，致力于将华理MBA学生培养成
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并拥有现代管理新知识的管理者和领导者。

项目概况

华东理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国家“211工程”、“985创新平台”重点建设学校、“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111计划”入选高校之一、首批六所设有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创新性综
合类研究型大学之一、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之一。华东理工大学具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和影响
力，以“培育英才，服务社会；注重过程，勤奋求实；协调发展，特色鲜明”为办学指导思想，不
断深化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课程体系改革，教学质量居全国及上海市高校前列。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成立于 1990年 ,集经济学科与管理学科为一体。学院以“连接商业与科
技，培养知行合一的经管人才”为使命，致力于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国际化视野和创新精神
的管理人才。学院目前有 11个本科专业、3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4个专业硕
士学位授予点：工商管理硕士 (MBA(EMBA))、工程管理硕士 (MEM)、会计硕士 (MPAcc)、金融硕
士 (MF)，以及中澳合作MBA。学院通过了 AACSB、AMBA、CAMEA三大认证，获得国际国内双
重认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同时通过三大认证的学院。与 20多所国际著名高校建立了教育交流和
合作关系，举办多种中外合作教育项目，并与罗马尼亚锡比乌卢奇安 •布拉加大学联合成立华东理
工大学锡比乌中欧国际商学院共同培养国际化人才。

学校及学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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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认证

屈指可数同时获得 
AACSB、AMBA和 CAMEA 
三项国际国内顶级认证的商学院

AACSB（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国际商学院协会，
是全球顶尖的商学院非政府认证机构。AACSB教育认证制度之严、标准之高、冠居全球，世
所公认，其代表着一所商学院的最高成就，也是商学教育达到世界级水平的重要标志。2020年

国际MBA协会（Associationof MBAs）总部设在英国，专门从事MBA的质量认证的独
立机构，注重商学院培养过程中体现商务和管理实践的融合。AMBA独立于商学院之外，其目
的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大量的信息资料，使其可以做出最佳择校选择。并且华理商学院是少数大
陆无条件通过 5年期再认证的学院之一。2011年

中国高质量MBA教育认证 (Chinese Advanced Management Education Accreditation)是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CDGDC)和全国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指导
委员会 (CNMESC)联合组织开展。认证工作以坚持高质量、坚持稳步推进、坚持开放与国际合
作为基本理念，旨在推动中国工商管理教育质量持续提升。2014年

三大认证的共同点是都主要从学生质量、教学水平和社会服务的角度来衡量商学院，
注重商学院教师的资质，选拔学生流程，学生培养中的质量控制，教学质量及学生满意度。
学院与校友、业界的互动，国际化水平，学生发展战略，配套资源以及对学生的服务和学
术研究能力等等。对于MBA毕业生来说，认证肯定了他们所获学位的含金量。对于雇主来说，
招聘从这些高水准认证通过的院校所毕业的学生也是一种质量保证。

荣誉与排名

2019自然指数
上海第 3位｜中国内地高校第 24 位 

2019QS全球毕业生就业竞争能力排名 
上海第 4 位｜内地高校第 14 位

33 2424

44 1414

2019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上海第 4 位｜大陆地区第 32 位

2020QS世界大学排行榜排名 
上海第 6位｜内地高校第 29 位

66 2929

44 3232

2019武书连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上海第 3 位｜全国第 16 位

2019ESI中国大学综合排名 
上海第 4 位｜大陆地区第 28 位

33 1616

44 2828

华理在职MBA  十二

华理全日制MBA 十五

华理双证MBA  十二      

12
15
12

华理 EMBA  十二12

年度品牌实力MBA院校
最具品牌影响力MBA院校
年度社会影响力MBA院校
影响力MBA项目
品牌影响力MBA院校
年度综合实力MBA项目
最具品牌知名度 EMBA院校
中国MBA十大创新奖
中国MBA心中十大最具竞争力商学院

部分社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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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分类

通用中文班  全日制 /非全日制

通用MBA由华理商学院的优秀教师和外聘企业专家联合担任授课教师，通过专业知识交流、
管理经验交流、社会网络建构三大交流平台，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本土管理能力，
富有远见、创新精神以及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经营管理人才。在教学手段上，注重多元化教学方法的
融合，促进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深度参与、卷入、体验以提升授课效果。设置丰富的选修模块，满足

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深入了解产业知识，构建“商业 +科技”的知识体系，实现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在教学设计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企业课堂”
模式，一方面，邀请企业高管、专家进入课堂授课，另一方面，通过在理论课程中嵌入国内外著名
企业的参访、游学等设计，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领悟和运用理论。

全日制（学制 2年）：
通用中文班
华理 -英国华威国际班
华理 -美国罗格斯国际班

非全日制（学制 2.5年）：
通用中文班
大健康产业管理班
华理 -法国 ICN MBA双学位班
华理 -法国雷恩 EMBA双学位班

学制：2年
证书获取：
华东理工大学颁发的
硕士学位证书、研究生毕业证书

英国华威大学颁发的
Operation & Supply Chain 
Programme课程模块证书

华理 -英国华威国际班 全日制
key word:运营管理 产业转型 国际化思维

合作院校为英国华威大学 (University of Warwick)，是一所闻名世界的顶尖大学，是

有英国常春藤之称的罗素大学集团成员。2019年 QS世界排名 54位，2016《泰晤士
报》排名位居全英第 6位，2014REF英国大学官方排名科研质量位列第 7位。是英国新
兴大学中发展最好的大学，其学科设置和课程设置非常适应时代的发展，培养的学生质

量很高，英国 Highfliers最受顶尖雇主青睐的大学毕业生排名：全英第一。在 2018年
英国 Best Master网站的硕士排名上，Supply Chai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供
应链与物流管理）专业排在全英第一名。华理 -英国华威国际班是国内首个跨学科
培养的MBA项目，合作学院为英国唯一拥有制造业皇家教授席位的制造学院（Warwick 
Manufacturing Group）。本项目以工商跨界合作的方式，由中英双方教授联合授课，致
力于培养具有国际化商科视野的运营和供应链领域高级管理人才。适合关注产业转型、
运营模式创新、供应链效率升级、国际化运营的学生。

2019年 QS世界排名 2016《泰晤士报》排名 2014REF英国大学
官方科研质量排名

6 754

班级详细介绍

班级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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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理 -美国罗格斯国际班 全日制
key word:领导力、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合作院校为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被誉为“公立常春藤”大学，
是美国顶尖大学，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是十大联盟 (Big Ten Conference) 成员之

一。罗格斯大学在新泽西州公立大学中排名第 1、世界创新大学 Top100。拥有 250
多年的建校历史，也是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齐名的最古老大学。罗格斯大学管理
和劳动关系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向更在全美名列前茅。该项目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
都达到了全美顶尖水平，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在全美具有极高的影响力。美国人力资源协
会 (SHRM)每年都把该项目评为全美最优质的人力资源项目，该项目着重于培养学生领
导力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达到了全美顶尖水平。

华理 -美国罗格斯国际班基于华理商学院培养理念，致力于培养既具有远见及创新
精神，又具有国际化视野并根植于本土管理情境，掌握前沿组织管理与领导力理论与实
践的经营管理人才。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讲授组织管理与领导力课程，既讲授国际最前
沿的组织管理与领导力理论，又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紧密结合，有助于MBA学生从战略
高度进行组织管理，从而提升组织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和绩效。

学制：2年
证书获取：
华东理工大学颁发的
硕士学位证书、研究生毕业证书

美国罗格斯大学颁发的
HR/IR Masters Certificate
课程模块证书

新泽西州公立大学中排名 世界创新大学

1 Top 100

大健康产业管理班  非全日制
key word:大健康产业 本土经验分享 优势行业师资

大健康产业管理特色班围绕大健康产业发展与管理的核心内容，系统且全面学习大

健康管理领域的关键知识。如何有序地构建产业链和价值链、寻找该产业的核心模块，
如何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商业模式将是大健康产业管理学习的核心内容。该模块
将理论与本土经验紧密结合，整合行业知名的教授、学者、企业家、咨询机构资源，拓展
学生在大健康产业领域专业知识、强化本土资源、研究本土政策与趋势。

师资队伍将由大健康领域的学科领军人、资深教授、学者和具有丰富经验的大健康

产业企业家、经营管理人员等组成，以打造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赋
予学生大健康产业的系统和具有深度的理论、前沿地带、国际视野，而且还把学
生带入大健康产业的实际运营中，使学生学会洞察在未来科技发展和大健康产业变革下
所带来的挑战和发展机遇，以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学制：2.5年
证书获取：
华东理工大学颁发的
硕士学位证书、研究生毕业证书

华东理工大学颁发的
大健康产业课程模块证书

班级详细介绍

班级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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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2.5年
证书获取：
华东理工大学颁发的
硕士学位证书、研究生毕业证书

法国南锡高等商学院颁发的
Executive Master of Science in 
Global Business Management
硕士学位证书

学制：2.5年
证书获取：
华东理工大学颁发的
硕士学位证书、研究生毕业证书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颁发的
EMBA硕士学位证书

华理 -法国 ICN MBA双学位班 非全日制
key word:跨文化沟通 国际营销 国际视野

合作院校为法国南锡高等商学院 (ICN Business School)，成立于 1905年，是法国

成立最早的商学院之一，见证法国乃至世界百年来的商业发展。是法国 CGE (大学校联
盟 )成员，获 AMBA及 EQUIS双认证，也是 AACSB会员。在法国《巴黎人报 Le 
Parisien》商学院排名第 15位，金融时报排名全球管理硕士中位列第 58位。

该项目由中法双方教授联合授课，引入法国最具代表性的课程体系：奢侈品管理、
竞争情报、商务管理沟通等课程，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本土管理能力、富有创新
精神以及高度社会责任感、适应亚欧商务环境、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商界精英。所有课程落

地在上海完成，不出国门可以获得双硕士学位。双学位班将为学生搭建一个高层次国
际化的学习交流平台，拓展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国际化的沟通交流能力。 

华理 -法国雷恩 EMBA双学位班 非全日制
key word:全球思维 战略管理 高层次管理人才

合作院校为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ESC RENNES是

全球顶尖 1%精英高等商学院，已获得AACSB、EQUIS、AMBA三重权威认证。
欧洲最国际化的精英商学院，FT全球金融学硕士第 24位、FT全球管理学硕士第 51位，
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商学院排名第 27位。华理 EMBA成立于 2009年，已经培养了
800多位优秀的高层管理者和企业家，具有卓越的社会声誉：获得《经理人》2017中国

最佳 EMBA排行第 12名、中国市场最具领导力 EMBA新晋综合排名第 1名。所有课
程落地在上海完成，不出国门可以获得双硕士学位。双学位 EMBA项目更加注重培养学
生在国际竞争环境下经营管理能力，全面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决策方法，打造具备国
际沟通能力、领导能力、善于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全球化高级管理者。

FT全球金融学硕士排名 FT全球管理学硕士排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商学院排名

24 51 27

在法国《巴黎人报 Le Parisien》
商学院排名

金融时报排名
全球管理硕士中排名

15 58

班级详细介绍

班级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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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理念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秉承“基于交流而发展”的全过程培养理念，致力于打造专业知识交流、

管理经验交流、社会网络建构三大交流平台。

通过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从线上教学、课堂教学、行动学习、毕业论文等层面为学生提供最优
质的教育资源，让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并共创知识；通过“知行合一”讲坛、
智汇沙龙、企业课堂等让来自于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高管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分享各自的经营
管理经验；打造高层次的社会网络关系整合平台，通过各种俱乐部、职业导师、猎头平台等让学生
能够结交行业内上下游不同领域的同学、校友、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提升学生个人的社会资本，使MBA
学生从知识获取到能力发展、从技能提升到理念创新、从学历提升到职业发展。

管理经验交流平台

作为国内MBA行动学习教学模式的首倡者，2013年，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以行动学习为核心的MBA教学模式改革项
目荣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14年，华理商学院作为发起单位，全国 20余所知名商学院共同成立行动学习联盟以
促进各大商学院MBA教学模式的创新。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提出“行动学习三角 (Action Learning Triangle,ALP)”作为MBA 教育变革的理论基础，以此来
改造MBA 教育项目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华理商学院对传统的课程体系进行反思，提出了以行动学习为纽带，课程体系、
行动学习项目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培养模式。在新的培养模式下，以学生为主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能力提高和知识积累同步。

在课程中MBA 学生以行动学习小组的方式组成团队，共同帮助企业解决真实存在的管理问题。在此过程中，教师转变为
催化师，更注重引导和协助，学生独立获取信息、发现问题、独立制定问题解决方案并共同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学生不断
进行反思和质询，主动调整，完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最终达到提升学生综合实战能力的目的。

创新教学模式 — 行动学习 

构建三大交流平台 ( SKP模式 )

社会网络建构平台 专业知识交流平台

学员发展

S K P

从知识获取到
能力发展

从技能提升到
理念创新

从学历提升到
职业发展

三位一体培养模式

行动学习课程流程

理论授课
实践环节
项目申报

实践环节
项目筛选

实践环节
开题答辩

企业
现场调研

形成
解决方案

实践环节
中期答辩

方案实施与优化
实践环节
结题验收

学术论文 行动学习 理论知识

实践获得经验 理论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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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
华理MBA项目共设置专业核心课、公共课、中文班多个选修模块以及大健康产业管理方向、华理 -美国罗格斯国际班模块、

华理 - 英国华威国际班模块、华理 - 法国 ICN MBA 双学位班模块、华理 - 法国雷恩 EMBA 双学位班模块，学生须完成45个学分，
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即可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及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双学位班级需达到法方学位要求，方可
获得法方学校所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

拓展  视野广度
16门必修课

6大中文选修模块

夯实  产业深度

融合多元化的教学模式

提升  思维高度 

全新的线上和线下授课模式帮助学生奠定坚实的管理知识基础，全面推进对管理知识的掌握。
拓展管理视野广度，全面了解企业和经济运营状况。

智能制造与智慧运营、洞察商业趋势的新营销管理、领导力与组织管理、新兴产业金融投资、
大数据商务分析、创新创业管理 6大专业选修方向、以及大健康产业管理特色方向、多个国际
合作班级，深化各专业领域知识，深度学习产业知识、提升实践能力。

融合案例教学、翻转课堂、沙盘模拟和引导技术等多元化方法，以行动学习、企业课堂等教学
改革模式，将理论和实践融会贯通，做到知行合一，提升思维高度。

开学前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团队拓展
开学典礼
职业发展导学

必修课 必修课
国际模块课程
论文开题

专业方向选修课 /
国际模块课程
学位论文撰写

学位论文撰写及答辩
毕业典礼

行动学习实践

国际短期游学、国际交流交换、企业课堂、知行合一讲座

开学前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团队拓展    
开学典礼          
职业发展导学

必修课 必修课
国际模块课程

专业方向选修课 /    
国际模块课程
论文开题

专业方向选修课
学位论文撰写

学位论文撰写
及答辩
毕业典礼

行动学习实践

国际短期游学、国际交流交换、企业课堂、知行合一讲座

必修课（核心课、公共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商务英语、学术写作与文献检索、中国经济分析、民商法、商务管理沟通、商业伦理、管理经济
学、组织行为学、数据模型与决策分析、会计学、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司财务、运营管理、战略管理

全日制
课程安排

非全日制
课程安排

专业方向模块

智能制造与智慧运营 洞察商业趋势的新营销管理 领导力与组织管理 

•智能制造与商业模式创新
•物联网与智能制造
•云计算与商务应用
•制造业运营流程模拟
•智能供应链规划与设计
•大数据与业务流程管理
•工业制造 4.0与运营管理

•全球企业发展视角下的商业分析
• VUCA时代下的精准营销
•品牌战略管理与企业价值
•消费心理与行为营销
•科技发展与营销创新
•艺术 文化与营销创新发展
•新零售与数字化营销
•组织市场的大客户关系营销

•正念领导力
•团队与组织领导力
•战略模拟与领导力实战
•易学、老子与卓越领导力
•员工微权力
•互联网 +时代下的组织变革与创新

新兴产业金融投资 大数据商务分析 创新创业管理 

•产业经济与政策分析
•互联网 +平台经济学
•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
•新兴产业估值分析
•并购与重组
•新兴产业精准投资

•商务智能
•文本知识挖掘与商务应用
•云计算与商务应用
•大数据商务分析
•数据化运营
•互联网创新管理

•创业理论与实务
•创业模拟与领导力实战
•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创业投资）
•股权设计与股权激励（含创业法律）
•精益创业
•创业成败与政商关系
•设计思维与商业模式创新
•产品创意与设计实现
•互联网 +时代的创新与创业
•新工科与创业机会分析

大健康产业管理班

医疗健康事业管理变革 
大健康产业链细化
医药与医疗金融：创新与发展 

健康保障制度 /公共政策与管理
健康医学与健康管理
国际医疗市场：发展与机遇

健康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健康信息技术与健康管理
医院管理：理论与案例

华理 -美国罗格斯国际班 华理 -英国华威国际班

人力资源战略
薪酬管理
雇佣关系理论与实践

团队历程和团队动力学
多元管理
战略招聘

供应链管理
物流和运营管理
财务分析和控制 

产品设计与开发管理
国际合资企业

华理 -法国 ICN MBA双学位班 华理 -法国雷恩 EMBA双学位班

数据模型与决策分析
营销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公司财务
战略管理

商务管理沟通
竞争情报
奢侈品管理
创新管理
法国游学

战略管理
市场营销
创新、投资和知识管理
运营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商务管理沟通
管理变革
设计思维
公司财务
可持续供应链绿色物流

终身学习

行动学习、在线学习、校友公开课、校友俱乐部、企业课堂

全日制学制 2年（4学期），以实际排课为准

非全日制学制 2.5年（5学期），以实际排课为准 具体课程安排，以当年课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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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力量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拥有一支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每年承担上百项国家级、
省市级、国际合作和企业咨询项目，大量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作为一个研究与教学并
重的学院，曾先后有 7人次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多名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霍英
东基金、上海市曙光计划等人才项目。另外，学院还聘请上百名国内外知名教授、跨国公司、大型国企
和民企高管作为名誉教授、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

200 学院聘请了 200多位国内外著名的教授、
企业家为外聘教授、职业导师

90%以上的教师拥有企业实践
经验90%163 专职教师 163位

教授 38位
副教授 73位

先后 7人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7 80% 80%以上的教师拥有国内外著
名大学的博士学位

陈洪安 博士
教授、博导

上海市HSE研究会
副理事长

高松 博士
教授、硕导

中国企业大学百人会联合
发起人，数字中欧战略合
作专家，上海石化董事会
独立董事

钱世超 博士
教授

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 
上海市政协常委

关涛 博士
教授、硕导

工商管理学科负责人

伏玉林 博士
教授、硕导

教育部、上海市科委、
经信委评审专家

陈万思 博士
教授、硕导

案例中心主任

Carla Anne 
Katz  博士
副教授

美国罗格斯大学
劳动法律师
美国东北部木工劳资关系
委员会学术主任

Guy Deloffre
博士
副教授

法国南锡高等商学院（ICN）
国际商务硕士项目主任

William 
Castellano 博士
副教授

美国罗格斯大学
管理和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

吴柏钧 博士
教授、博导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
上海管理学会副会长

阎海峰 博士
教授、博导

华东理工大学人事处处长
上海心理学会人力资源
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范体军 博士
教授、博导

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
虚拟商务研究中心任、
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
所长

景奉杰 博士
教授、博导

营销科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
会副会长兼教学委员会主任

杨桂菊 博士
教授、博导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
(IACMR)资深会员
上海市重点课程负责人

李玉刚 博士
教授、博导

上海市商业经济学会
常务理事 

董临萍 博士
副教授、硕导

副院长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学会理事

陈亮 博士
副教授、硕导

MBA学术主任

侯丽敏  博士
副教授、硕导

副院长
专业学位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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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海外课程：体验名校名企 拓展全球视野

每年商学院将会组织多条短期海外游学线路，精心安排名校名企的学习与参访，是体验国际化最便利的方
式，多条主题线路的选择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美国游学 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西点军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
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

日本游学 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名古屋大学、神户大学、札幌大学

国际交流交换：深度海外学习 打造国际思维

华理商学院与全球多所知名大学签订交流交换协议，为学生参加国际交换提供更多优质机会。根据每个交换学校要求，可
赴国外交换三个月到一年时间，可获得对方学校课程学习证书或硕士学位证书。学院将提供丰富的奖学金鼓励学生参与此项目，
学生有机会在全英文国际化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体验更多元化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模式。

国际视野

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

德国多特蒙德国际管理学院

里昂天主教大学管理学院

密歇根大学弗林特分校

比利时布鲁塞尔管理学院

比利时国立列日大学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

欧洲游学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政经、法兰克福大学、华威大学、伦敦商学院、慕尼黑工业大学、
柏林工业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米兰理工、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瑞士弗里堡大学、瑞士
技术与经济大学、瑞典乌帕萨拉大学、德国汉堡大学、比利时列日大学

欧洲游学

英国5所

瑞典1所
德国4所
瑞士3所

意大利2所

日本游学5所
美国游学10所

比利时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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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Find from our FTP)  

Recreated PMS

代表性入职企业

部分职业发展导师

帮助学生清晰明确职业上的发展方向，也是
学生在整个职业生涯发展历程中的根本性
问题。认清自己的优劣势，适合做什么工
作，擅长做什么工作。根据自己的爱好、特
长、能力以及个性将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工
作岗位。

职业发展
华理MBA重视学生的职业发展，打造包括猎头合作平台项目、职业导师计划、职业发展系列讲座、Vault在线求职图书馆、招聘信息

共享平台、职业测评平台、企业校园宣讲会和招聘会七大服务平台，以及创业交流平台和行业交流平台两大沟通交流平台。与中智、万宝
盛华等全球知名的十余家猎头公司签署猎头平台协议，帮助学生提供专业人力资源服务，设立面对面一站式职业规划服务，助力学生职业
转型和发展；其中职业导师计划会每年聘请 100位左右的企业高管、人力资源总监和高级猎头顾问作为MBA学生的职业导师，为学生提
供专业且全面的职业发展规划与指导。

职业发展目标

职业发展服务平台

职业提升职业定位

职业提升并不单单指换一份工作，更重要
是帮助学生梳理职业提升路径，稳步成长。
并帮助学生寻找职业提升中的差距，消除
提升中的障碍。

择业通路

与中智、万宝盛华等全球知名的十余家猎
头公司签署猎头平台协议，帮助学生提供
专业人力资源服务，并与众多知名企业一起，
定期发布职位信息。

企业实践
职业
发展讲座

猎头
合作平台

企业
招聘平台

职业
导师计划

职业
测评平台

Vault
图书馆

丁志强

上海猎经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总裁

韩峻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销售发展总监

蔡虹

康备科设备（昆山） 
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

毕佳

商赢互联网医疗（上海）
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

李华

湛新树脂（中国） 
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运营总监

蒋海龙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财务总监

陈毅龙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副总裁、 
投资并购部总经理

王卿禕

鹏欣集团

副总裁

房让青

爱孚迪（上海）制造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

亚洲区人力资源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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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新生基本情况统计

职位

综合管理
投资管理
信息管理
物流管理
秘书/助理
行政管理
咨询

研发/工程/技术/设计等
财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研发/工程/技术/设计管理

内审/质量控制
项目管理
运营管理

品牌/产品/市场管理
采购管理
销售管理
其他

0  5  10 15  20

12.50%

17.20%

企业类型 

12年
33.2 岁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经验

6.20%
1.50%
1.80%

7.10%
1.50%
1.50%

0.90%
3.90%

5.00%
5.60%

6.80%

6.80%

6.20%
9.50%

2.40%

3.60%

行业

政府/非盈利机构
机械/制造/汽车
房地产/建筑/物业

媒体/传媒/教育/文化
快速消费品
金融业

交通/运输/物流
互联网/游戏/软件
能源/化工/环保
服务/外包/中介
电子/通信/硬件

保健/医药/生化/医疗设备
其他

0  5  10 15  20

0.60%
15.60%

10.30%
2.20%

4.50%

3.40%
8.10%

10.90%
9.20%

1.50%

9.80%
10.70%

13.20%

合资企业
外商独资

民营或私人控股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
国有或国有控股

其他

5.30%
39.50%
37.70%
1.20%
14.50%
1.80%

学生感言

在这个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女性唯有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才能让人
刮目相看。华理MBA完善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 SKP培养模式不仅让我专
业能力获得提升，更让我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网络，为我在企业中的进一步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工作中肩挑的责任越来越大，正是在华
理MBA读书期间积淀下来的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让我在工作中游刃有余。
华理MBA赋予了我不断学习的能力和不断前进的信心，推动我成为一个更
有价值的人。

华理MBA对于怀揣理想与热情的我，就像一盏明灯，不断指引我前
进。华理MBA “知行合一”的理念让我不仅获得知识，也提升了实践能力。
在读MBA两年多时间里，我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课堂上唇枪舌战，
在企业里做案例，在比赛中挥洒汗水，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拼搏使我们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在华理我收获了迄今为止最宝贵的财富。

任洪青
08届MBA中文班 

锋泾(中国)建材集团
有限公司
董事长 

进入华理MBA，我最大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和思路，MBA的学习使
我能从整个市场、行业来思考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并从无数企业经营成
功和失败的案例中汲取经验教训；其次是丰富了个人的专业范畴，帮我奠
定了完备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从此市场意识和经济学理性成为我思考
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华理MBA让我结识一批有知识、有能力、有抱负的“精
英”同学，他们努力工作和学习，永不知疲倦地前进。作为华理MBA的一员，
我深受感染和鼓舞，始终感觉有一群人在和我一起努力。

张涛
04届MBA中文班

复华金融服务集团
总经理

男女

44.4% 55.6% 

王锡羚
12届MBA中文班

延锋汽车饰件系统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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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

MBA项目每年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来满足学生精神方面关怀的需求，
常规活动包括有：华理好声音、阳光杯体育节比赛、华理全国龙舟邀请赛、
华理单身派对、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INTERNATIONAL DAY、摄
影大赛等。通过学生活动，加强学生间的互动及团队协作力。

校园生活
学生俱乐部

MBA学生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自发组织的各类俱乐部 ,通过开展各类沙龙
及文体活动，创新知识传播方式，形成充满活力与激情的华理MBA文化。目前，已
有能源化工、金融、创业、IT、汽车行业等行业俱乐部，以及高尔夫、篮球、足球、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二十余个、文体类沙龙及倶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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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生简章中，如有与教育部及我校研究生院公布的招收硕士研究生政策不一致之处，将以教育部
和学校研究生院公布的政策为准。
华理MBA新生奖学金计划具体方案和华理MBA学费详见官网公示。

申请流程

申请类别 125100 工商管理MBA

院系所名称 (019)商学院专业学位中心

报考条件
本科毕业后有三年及三年以上工作经验者；
大专毕业后有五年及五年以上工作经验者；
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二年及二年以上工作经验者

申请程序
•网上报名 http://yz.chsi.com.cn
•现场确认 网上报名后请考生根据相关要求到华东理工大学报名点确认报名信息
•报名时间 网上报名为每年十月；现场确认为每年十一月中旬

初试
•初试类别 管理类联考
•考试科目 英语 (二 )、综合能力 (含数学、逻辑和写作 )
•考试时间 每年 12月

对表现突出的申请者实行 A、B、C档优选加分政策。详情请登陆我校
MBA网站 (http://mba.ecust.edu.cn)查询

优秀学生
选拔计划

复试 每年 3月 (以学校公布时间为准 )，对于未参加“MBA优秀学生选拔计划”的考生，在华理MBA复试
分数线公布后，可申请参加常规面试。政治理论考试：每年 3月 (以学校公布时间为准 )

全日制：2年
非全日制：2.5年项目学制

学位授予
学生修满规定学分，完成硕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可获得华东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证书
双学位班：除获得上述学历学位外，满足法方学位要求，可获得法国 ICN/雷恩高等商学院颁发的硕士
学位

优秀学生选拔计划
为了选拔具有创新潜能的优秀MBA学

生，华理商学院专业学位教育中心特实施
“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MBA) 优秀
学生选拔计划”，对表现突出的申请者实行A、
B、C档优选加分政策。参加“MBA优秀
学生选拔计划”的考生， 需按照以下步骤
完成计划要求：

网上注册申请

网上预审

优秀学生选拔面试

公布 A、B、C三档附加分

报名并参加全国联考

按照综合成绩排序录取

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MBA )
优秀学生选拔计划

申请参加选拔面试

有面试资格

达到优选标准 未达到优选标准

无面试资格

未申请选拔面试

达到我校
MBA复试基本
分数线(含总分
和单科分数)
申请常规面试

A
优选加分40分

B
优选加分30分

C
优选加分10分

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
按照我校当年MBA招生名额，拟录取为新生

参加全国管理类联考，第一志愿报考我校MBA，达到我校MBA复试基本分数线
(含总分和单科分数)，按照要求完成并通过复试环节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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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铁

15号
线

华东理工大学锦江乐园

上海市徐汇区梅陇路 130 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506 室
021-64252634   64253792
mba@ecust.edu.cn
http://mba.ecust.edu.cn

连接商业与科技 培养知行合一的经管人才
TO BRIDGE BUSINESS WITH TECHNOLOGY,
AND TO NURTURE MANAGERIAL TALENTS WITH ADVANCED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