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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and School 
Introduction

华东理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校、

“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111 计划”入选高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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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是

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学校瞄准国际学科发展前沿，构建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国际合作

与交流体系，与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英、美、德、法、日等国的 130 多所

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获批 9 个科技部“111 计划”学科创

新引智基地。与国外顶尖科研资源合作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

合攻关，成立了费林加诺贝尔奖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心、奥利弗·哈特合同与

治理研究中心。获批教育部首批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实践基地。建

有中法合作办学机构――国际卓越工程师学院，在英国建立全球首个科技

创新孔子学院，在罗马尼亚成立首家中罗共建的“华东理工大学锡比乌中欧

国际商学院”。

华东理工大学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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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持续提升学校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立足新时代，扎根中国大地，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一流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成立于 1990 年 , 学院集经济学科与管理学科为一体，

致力于两者的融合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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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管人才。学院目前有 11 个本科专业、3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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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一个中外合

作项目――中澳合作 MBA。作为同时获得 AACSB、AMBA 和 CAMEA 三项

国际国内顶级认证的商学院，学院一贯倡导社会责任，秉承学术自由精神，

崇尚研究创新，竭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学校及学院介绍

连接商业与科技，
培养知行合一的经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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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获得 AACSB、AMBA、BGA 和 CAMEA 四项国际国内顶级认证的商学院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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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Accreditation
权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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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MBA 协会（Associ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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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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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理商学院成为国内

首批通过此项认证的七所高校之一。

/ 2014

Business Graduates Association（简称 BGA）旨在打造商业教育领域的“引领全球运动”， 致力

于责任管理实践和终身学习，并希望为学生、经济乃至社会带来积极影响。其持续影响力模

型（CIM）是整个 BGA 认证的基础，包括战略、毕业生成就、学术声誉、生态系统、社会等

六项指标。华理商学院参与 BGA 认证是推进国际专业认证的重要步骤，对促进国际交流和合

作研究，提高学院在国内、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推动学科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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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所公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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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理商学院于 2020 年通过 AACSB 认证，获得认证期限最长期限 5 年。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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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理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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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化、差异化、多元化作为项目的发展特色培养学生 6000 余人。华

理 MBA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践行学院“连接商业与科技，培养知行合一的经

管人才”的使命，以“基于交流而发展”为培养理念，率先将行动学习引入 MBA 教学改

革，开创了“五位一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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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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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多年荣登《经理人》中国最佳 EMBA 排行第 12 位。2020 年

项目升级为华理 - 法国雷恩 EMBA 双学位，与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合作开办 ，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 EMBA 双学位项目。双学位 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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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沟通能力、领导能力、国际化视野和创新能力的企

业领袖。

Project Overview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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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s and Rankings
荣誉与排名

大陆地区 

第10位

MBA

亚洲地区 

第43位

EMBA

EMBA 排行榜 

第12位

EMBA 新晋 

第1名

中国市场 
最具领导力

	 品牌影响力	MBA	院校

	 杰出特色MBA项目	

2022 年度荣誉盘点

荣誉

	 商科教育产教融合标杆院校

	中国商学院特色	MBA	项目奖（华理-英国华威国际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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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荣誉盘点
  商科教育行业标杆院校

 品牌影响力商学院

 品牌实力 MBA 院校

 社会影响力 MBA 院校

	 中国商学院最佳产教融合实践商学院

	 杰出特色MBA项目

	 综合实力MBA项目

	 MBA创新前沿院校（大健康产业管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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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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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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线上理论学习、线下团队共创、企业现场项目、毕业论文写作、管理案例采编的“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为学生提供优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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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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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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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学生个人的社会资本。

学生发展

Cultivation Concept
培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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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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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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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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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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以华理商学院牵头编著的图书《行动学习实践案例精选》面世，该书是由商学院 10 余

年行动学习实践教学中的十余篇遴选案例汇编而成，涵盖电商、工业制造、新农村精准扶贫等多个方面，华理商学院还将继

续探索行动学习法更多的知识转化途径，融产业百态，纵深行业思维，进一步推动行动学习在 MBA 教学模式的发展。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提出“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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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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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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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

线上理论学习

线下团队共创

企业现场项目

管理案例采编

毕业论文写作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Actio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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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知识 
    交流平台



Class Classification
班级分类

全日制

项目类别 通用中文班 华理 - 英国华威国际班 华理 - 美国罗格斯国际班

学制 2 年

证书 
授予

华东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

— 华威大学课程证书 罗格斯大学课程证书

授课语言 中文 中文 +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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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费方式（按学年缴费） 50%+50%

非全日制

项目类别 通用中文班 大健康产业管理班
华理 - 法国雷恩 EMBA 
双学位班

学制 2.5 年

证书 
授予

华东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

— 大健康产业管理课程证书
雷恩商学院 EMBA 硕士学位
证书

授课语言 中文 中文 +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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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费方式（按学年缴费） 40%+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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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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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产教融合。专为具备一定职业

发展志向，愿意通过系统性的学习全面提升自身管理思维的有志青年量身打造，助其职业发展思路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推

动其职业发展不断走向新高度。

通用中文班 
全日制 / 非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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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目的

· 多元化教学方法融合，促进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深度参与、融入、体验。

· 七大中文模块，满足不同学习需求，构建“商业 + 科技”的知识体系，带领学生深度学习产业知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企业课堂”模式，邀请企业高管进入课堂同时在学习过程中嵌入国内外著名企业的参访。

项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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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QS 世界排名 64 位，2023《泰晤士报》排名位居全英第 9 位，2022REF 英国大学官方排名科技产出位列第 7 位。

华威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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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时代的发展，培养出众多高质量学生，曾获英国 

Highfliers 最受顶尖雇主青睐的大学毕业生排名：全英第一。

华理 - 英国华威国际项目适合关注产业转型、运营模式创新、供应链效率升级、国际化运营的人士。

华理 - 英国华威国际班 
全日制

Keywords: 运营管理 / 产业转型 / 国际化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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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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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内首个跨学科培养的 MBA 项目，以工商跨界的方式，由中英双方教授联合授课。

· 华理 MBA 独特的行动学习实践贯穿整个学习过程，探索中外前沿案例，课堂所学，即刻实际转化。

项目特色

班级详细介绍

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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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

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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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制：2年；非全日制：2.5 年

班级详细介绍

2023 年 QS 世界排名 2023《泰晤士报》排名全英

9
2022REF 英国大学官方科研质量排名

764
10MBA

PROGRAM



11 MBA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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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度 US News 美国公立大学中排名第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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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理 - 美国罗格斯国际项目着重于培养学生领导力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适合从事企业组织管理

或未来有相关方向转型的人士。

华理 - 美国罗格斯国际班 
全日制

Keywords: 领导力 / 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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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

班级详细介绍

美国公立大学中排名 世界创新大学

Top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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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目的

· 合作院校的管理和劳动关系学院在人力资源管理方向专业水平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都达到全美顶	
			尖，被美国人力资源协会	(SHRM)	评为“全美最优质的人力资源项目”。

· 立足国际前沿，紧密结合本土。以国际最前沿的组织管理与领导力理论为构架，又与中国企业管	
			理实践紧密结合，有助于学生从战略高度进行组织管理。

项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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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理 MBA- 大健康产业管理班是华理 MBA 结合华东理工大学独有的学科优势和行业影响力及中国经济与

产业发展趋势，开设的项目中极具特色的创新产业 MBA 项目。该项目敏锐把握时代发展方向，紧跟大健

康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的生态布局，结合华理 MBA 极富特色的“五位一体”培养模式，围绕大健康产业发展

趋势与管理模式的核心内容：“如何有序建立产业链和价值链”、“寻找产业核心模块”、“如何建立可持续

竞争优势和商业模式”进行系统学习且深入探寻。培养专业的健康产业经管人，为实现“健康中国梦”不懈

努力，赋能大健康产业管理精英，致敬大健康产业发展时代。

华理 MBA- 大健康产业班适合在大健康产业已有所发展或看好大健康产业趋势，立志向该行业转型、深

耕的有为人才。

Keywords: 大健康产业 / 本土经验分享 / 优势行业师资

大健康产业管理班
非全日制

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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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颁发的大健康产业管理模块证书

2.5 年

培养目的
致力培养具有全球化视角并能立足中国大健康产业实际的高级专业大健康产业管理精英经管人。

项目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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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领域的专业知识、强化本土资源、研究本土政策与趋势的能力。

· 师资结构多元化，师资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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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重与产业实际融合，不仅赋予学生大健康产业完整的视野，还把学生直接带入产业的实际运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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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学生实际应变力。

校
友
企
业

班级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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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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FT 全球 EMBA 排名 89 位、FT 全球管理学硕士第 51 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商学院排名第

27 位、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全法第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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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最佳 EMBA 排行第 12 名。

华理 - 法国雷恩 EMBA 项目适合希望通过系统的学习和体验，修炼自身领导力、战略决策能力

和综合管理能力的未来战略型高端人才。

华理 - 法国雷恩 EMBA 双学位班 
非全日制

Keywords: 全球思维 / 战略管理 / 高层次管理人才

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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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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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目的

· 所有课程落地在上海完成，不出国门可以获得双硕士学位。

· 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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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特色

FT 全球 EMBA FT 全球管理学 
硕士排名

51
《泰晤士报》

世界商学院排名

2789

班级详细介绍



14MBA
PROGRAM

100%

100% 以上的教师拥有国内外 

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

先后 7 人获得 

孙冶方经济学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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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专职教师 167 位

教授 40 位、副教授 74 位

90% 以上的教师

拥有企业实践经验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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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ulty
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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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院师资

商学院党委书记
上海MBA教育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侯丽敏  博士 / 教授、硕导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理事

董临萍 博士 / 副教授、硕导

MBA学术主任
中国心理学会正念心理

专委会副主任

中国高等学校市场研究会理事

陈亮 博士 / 副教授、硕导 杜伟宇 副教授、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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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管
理思想与商业伦理专业

委员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HSE研究会
副理事长

杨桂菊 博士 / 教授、博导 李玉刚 博士 / 教授、博导 陈洪安 博士 / 教授、博导

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科负责人

关涛 博士 / 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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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松 博士 / 教授、硕导

商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 
上海市政协常委

钱世超 博士 / 教授

商学院案例中心主任

陈万思 博士 / 教授、博导

中国高等学校市场研究学会
常务理事

费鸿萍  博士 / 副教授、硕导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高等
研究院院长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公共经济
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
上海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

阎海峰 博士 / 教授、博导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通讯评审专家

王俊秋 博士 / 教授、博导

商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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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奉杰 博士 / 教授、博导吴柏钧 博士  /  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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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海外师资

外聘教师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余锋

透镜科技公司
创始人、首席运营官

王卿禕

顶级群落商业创意机构  
创始人、总策略师

周峰

Dawei Lu  副教授

英国华威大学英国文化协会博士后奖学金
罗克韦尔研究奖学金和 RAE
（皇家工程院）工业借调奖

 研究方向：供应链管理

Anu Rathninde  客座教授

江森自控亚太区总裁

 研究方向：复杂领导力、战略管理

William Castelano  教授

美国罗格斯大学新泽西州/纽约州
员工所有权中心执行主任

 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美国罗格斯大学
全球工作与就业中心主任/副院长

美国罗格斯大学
威斯康星商学院颁发的杰出教学奖

美国罗格斯大学

LIU Mingwei  教授 FENG Jie  副教授 Rosemarie Cipparulo 副教授

研究方向：雇佣关系与人力资源管理 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研究方向：劳动研究和就业关系

Irena Descubes  副教授 Rod MC COLL  教授 Laurent SCARINGELLA  副教授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
EMBA项目部主任/ 高级管理教育代理主管

研究方向：市场营销、跨文化谈判策略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

研究方向：市场战略 研究方向：商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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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华理 - 美国罗格斯国际班、华

理 - 英国华威国际班、华理 - 法国雷恩 EMBA 双学位班，学生须完成 45 个学分，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可获得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及研究生毕业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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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iculum Structure
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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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全日制学制 2.5 年（5 学期），以实际排课为准

* 全日制学制 2 年（4 学期），以实际排课为准

全日制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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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全日制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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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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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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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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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 7 大专业选

修方向、以及大健康产业管理特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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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门 7大

必修课 融合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中文选修模块

拓展视野广度 提升思维高度 夯实产业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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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课程安排，以当年课表为准

必修课（核心课、公共课）

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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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学习理论、“知行合一”讲座

中文班级专业方向模块（全日制、非全日制）

智能制造与智慧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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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念领导力
• 团队领导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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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的组织变革与创新
• 组织领导力

大数据商务分析

新兴产业金融投资 国际商务

• 商务智能
• 文本知识挖掘与商务应用
• 云计算技术与商务应用
• 大数据商务分析
• 商务决策数据分析
•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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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商务：环境与运营
• 国际商务谈判与跨文化沟通
• 国际商法与合规化管理
• 中国与国际经济热点解读
• 数字贸易与现代化服务贸易

洞察商业趋势的新营销管理创新创业管理

• 创业理论与实务
• 创业模拟与领导力实战
• 创业投资
• 股权设计与股权激励
• 精益创业
• 创业成败与政商关系
• 新工科与创业机会分析
• 产品创意与设计实现
• 互联网 + 时代的创业与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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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理 - 英国华威国际班 
（全日制）

华理 - 美国罗格斯国际班 
（全日制）

• 供应链管理（英）
• 财务分析与控制（英）
• 产品设计与开发管理（英）
• 国际合资企业管理（英）
• 运营管理（英）

• 人力资源战略（英）
• 薪酬管理（英）
• 雇佣关系理论与实践（英）
• 工作场所冲突与冲突解决（英）
• 多元化管理（英）
• 战略招聘（英）

华理 - 法国雷恩 EMBA 双学位班
（非全日制）

• 战略管理（英）
• 营销管理（英）
• 创意、创新和知识管理（英）
• 运营管理（英）
• 人力资源管理（英）
• 商务管理沟通（英）
• 管理变革（英）
• 设计思维（英）
• 商业伦理（英）
• 可持续供应链与绿色物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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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健康产业管理班（非全日制）

• 健康产业管理变革与实践
• 大健康产业概论
• 国际医药医疗市场分析

• 健康保障制度与产业机遇
• 精准健康医学与健康管理
• 国际医疗器械市场分析

• 健康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健康信息技术与健康管理
• 医院管理理论与实践

• 大健康产业管理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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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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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交流交换：深度海外学习 打造国际思维

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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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时国立列日大学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 比利时布鲁塞尔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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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broad
海外游学

英国 5 所 / 德国 4 所 / 瑞士 3 所

比利时 1 所 / 意大利 2 所 / 瑞典 1 所

欧洲游学

美国游学

10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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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游学

5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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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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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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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Development
职业发展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职业发展中心，是为满足精英人才职业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全方位服务平台，致力于在企业和学生之间
搭建起一座职业互通桥梁。并将基于自身丰富的校企合作资源，为同学们提供包括知识、人脉、机会等在内的各类支持，
为大家量身定做“个性化”职业发展规划，助力同学们的职场发展生涯。

Student Structure

服务体系 : 两重维度，四大模块

职业测评

职业发展系列讲座

职业咨询

企业课堂

企业实习

就业机会

宣讲会

招聘会
创业平台

行业俱乐部

职业洞察
解锁职业密码，
寻找发展契合点

就业领航
获取职场跃迁秘诀，

结束职场震荡漂移

企业实践
让理论“照进”现实，
发掘职业发展新机会

行业对话
搭建校企互通桥梁，
让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

四大模块

要认识和定位自我，明确自己
的长处和兴趣

要认识和定位市场，清楚各个
职业的特性及不同行业的特点

定位市场定位自我1 2两重维度

职业导师

2022 年学院与中电金信、晖致医药、蔚来汽车、联合利华、华瑞银行、世邦集团等 30 家龙头企业签订了共建产教融合基地协议，
并积极开展“访企拓岗”专项行动，同时聘请世界 500 强企业的多位企业家担任客座教授。校企双方协同育人、产教融合共
促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链接，着力提升商科人才的培育水准。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行业标杆企业价值共创 - 产教融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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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职业导师

王国明

上海凯宝药业董事

总经理

毕佳

佳一智慧

董事总经理

蒋文剑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

高级合伙人

杭东霞

江苏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上海均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李财锋

上海妃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伙人、CFO

戴元燊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全球副总裁

陈毅龙

上海美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商守准

国旅运通全球商务旅行 

中国区人力资源总监

杨延华

悦一资本(EverOne Capital)

悦一投服(PEMAPLUS.com)

创始合伙人

俞成

芯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合伙人

亚太区运营高级总监

殷雪林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房让青

复星集团 - 爱孚迪（上海）制造系统工程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Studen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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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Structure
学生结构 45.1% 

MBA

EMBA

5.30%

1.20%

1.80%

14.50%

9年34岁

平均工作经验平均年龄

15年39岁

企业
类型 

合资企业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

其他

国有或国有控股

39.50% 外商独资

37.70% 民营或私人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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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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位

12.50%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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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

15.60%

10.30%

2.20%

4.50%

3.40%

8.10%

10.90%

9.20%

1.50%

9.80%

10.70%

13.20%

45.1% 54.9% 

代表性入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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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俱乐部

基于学院的培养理念，学生联合会统筹管理并组织、组建各类极具特色

的行业俱乐部以及文体社团，通过开展各类沙龙及文体活动，联动校内

外资源，创新知识传播方式。以达到提高学生软实力技能并形成充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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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生活
Campu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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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

MBA 项目通过举办丰富且多样的活动在

丰富同学们业余生活的同时为同学们打通

跨年级、跨班级的交流屏障，搭建及高效

的交流平台。并且华理 MBA 非常注重学

生社会责任意识及思维高度的引导，通过

体育竞赛、公益活动等赋能学生内在品格。

目前常规的活动包括公益志愿服务、阳光

杯体育节、华理好声音、华理全国龙舟邀

请赛、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小视

频大赛、辩论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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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申请 
优秀学生 
选拔计划

有面试资格 无面试资格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MBA/EMBA 
优秀学生选拔计划

第一志愿报考华理 MBA/EMBA，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并达到华理 MBA/EMBA 复试分数线，按要求完成

并通过复试各环节工作

达到华理相关

专业复试分数

线申请正常批

复试，按要求

完成并通过复

试各环节工作

申请参加优秀学生选拔计划

根据各专业学位招生名额，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拟录取为新生

全国2023 年

4月 22-23日

优选面试流程

个人陈述 中英文问答 附加题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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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standing Student Selection Program
优秀学生选拔计划

为了选拔具有创新潜能的优秀 MBA/

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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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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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优秀

学生选拔计划”的考生， 需按照以下步

骤完成计划要求：

优选面试安排（2024 年入学）

优选加分 
40 分

优选加分 
30 分

优选加分 
10 分

4 月

5 月

6月 10-11日6 月

7月 22-23日7 月

8 月

9月 16-17日9 月

10月 22日10 月

5月 13-14日

6月 17-18日

7月 29-30日

8月 26-27日 8月 26-27日 8月 26-27日

10月 14-15日 10月 14-15日

苏州专场 南京专场 无锡专场

B CA

* 面试时间及面试形式以官微发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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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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新生奖学金计划具体方案和华理 MBA 学费详见官网公示。

Application Process
申请流程

125100 工商管理申请类别

全日制：（011）商学院       /      非全日制：（020）商学院专业学位中心院系所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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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考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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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底
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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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网上确认（现场确认）为每年 11 月初

申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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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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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试

全日制：2 年       /       非全日制：2.5 年项目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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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获得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颁 

     发的硕士学位

学位授予 
项目学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