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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高校，国家“211 工程”“
、985 创新平台”

科学三个一级学科为一体，致力于三者的融合和发展。 商学院现有 3 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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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学院设有专业学位教育中心，举办 EMBA、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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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双一流”建设高校之一。华东理工大学以培养“厚基础、强实践、高素质、
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社会英才”为目标，重视对学生全方位的培养。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改革与建设，学校在化工等工程类学科建设的基础上，

逐步发展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现已发展成为特色鲜明、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具有良好的声誉和

社会影响力。在世界三大高等学校排名榜《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QS 全球大学排名》位列世界 500 强。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在 1983 年建立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和 1987 年建立的

经济发展研究所基础上，成立于 1990 年。商学院集经济、工商管理、管理

级学科硕士点、5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3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管理科

会计硕士（MPAcc）、金融硕士（MF）、工程管理（MEM）、中外合作 MBA 以

及高级管理培训中心
（EDP）
等教育项目，
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的管理人才。
华理商学院还与多所国外大学建立联系，开办学生互换和双学位教育项目。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以成为国内一流商学院为愿景；学院以“连接商业与
科技，培养知行合一的经管人才”为使命，为中国经济和商业文明的进步

培养推动者和引领者。学院与众多的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建立了密切的产
学研合作关系，为各级政府部门和众多的企事业单位提供决策咨询和解决
方案，同时也获得了企业和社会对学院发展的大力支持。

学院简介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集经济与管理学科为一体，致力于培养具有科学管理、国际化

商学院愿景：成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国际化办学

有涵盖经济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三个一级学科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等

的知名商学院。

视野和创新精神的经济管理人才，希冀成为中国文化和商业精神的传承者。学院拥
多层次的教育项目；开展 EMBA、MBA、工程硕士、会计、国际商务等专业学位项目。

能力，在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领域具有很大影响力
树立“基于交流而发展”的培养理念，国内商学院中
首创以行动学习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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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榜单发布，华东理工大

学 EMBA 排名第十二名！

项目优势

PROGRAM OVERVIEW

地理优势

华理位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上海，
处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前沿，能够接触国
内最优秀的老师和同学，学习和交流氛围
浓厚，更有利于开拓视野和高度

顶尖理工大学优势

师资优势

华理是教育部十三所重点工科高校之一，科

商学院非常重视教学质量，组建了一支

料等学科全国领先，校友资源丰富，在现代

的顶尖教授相结合的授课团队，广泛邀

研实力雄厚，能源、化工、生物医药、新材
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的品牌优势突出

教育理念优势

由本校和海内外著名商学院、研究机构
请现代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内的企业高
管担任企业导师，学生满意度非常高

全产业链平台资源

学院大胆进行课程体系创新，树立

华理 EMBA 学生大都来自于制造业和生产

商学院中首家全面运用行动学习理

源整合空间大。项目为学生搭建了高端产

以交流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在全国
念改造课程体系，学以致用，真正
帮助学生及企业成长

我从事化工行业，通过在华理 EMBA 学习能够全面
的对全球及国内石油化工产业链有一个 360°的全
方位认知，快速梳理自己企业未来在产业中的角色，
准确定位，找到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市场。有非常好
的学生互通交流平台，有机会向优秀同学学习企业
管理、市场运营、组织管理的实践心得来借鉴与参考。
--2013 秋季班 董振鹏
奥克集团股份公司 副总裁

服务业，分处产业链上下游不同环节，资

业联盟平台，邀请产业链内各种咨询、研究、
监管等顶尖机构加入联盟，资源丰富。

感谢华理商学院系统的课程设置和老师们专业的诠
释，引领我们再次检视自己，重新认识和思考我们
与自己所处的这个急速发展和变革的时代的关系和
未来，更庆幸遇见优秀的你们，让挑战自我、坚持
优秀成为一种习惯。习惯了优秀的人们不会停止学
习和探索的脚步，这便是 EMBA 带给我们的最大收获。
--2014 春季班 罗文
拜耳材料科技 (中国) 有限公司 全球静设备采购总监

课程介绍

PROGRAM CURRICULUM
除了帮助学生建立全面系统的知识结构外，EMBA 项目还通过大量深入的商业案例分析、实战模拟、团队合作以及短期的海外学术机构参访和企业的实
地考察等多种方式来提升学生总揽全局的决策能力，推动中国产业发展。

中国经济分析
管理哲学
管理伦理
创新思维与创新管理

公司治理
国际商务环境
跨国经营与管理
变革管理与危机管理

民商法
领导力
管理信息系统
战略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公司财务
经济理论与实践
管理经济学
商务英语
数据分析与决策模型
组织行为学
会计学

管理选修
课程

管理实务
模块

管理方法论
模块

华理制造业
转型特色
模块

华理整合
模块

课程模块

导学模块
团队建设与沟通
管理决策与实战模拟

知识与创新管理
运营与服务管理
产品多样化管理

后 EMBA
课程

对比多家 EMBA 后，最后选择了华理。至今还庆幸自己的
决定。触动来自于第一课迟到被班任认真的批评开始，领
教了作为理工科学校一贯的严谨态度。后来的财务、创新、
战略课程逐层展开，各院校一线的教授精彩纷呈，经常课
后会给我的团队进行分享，大家一同成长。我在改变、团
队在改变、环境在改变，这些都欣喜的享受着。
--2014 秋季班 王振宇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营销中心总经理

国际课程
模块

毕业模块

信息技术与数字化竞争力
全球供应链管理

行动学习
人文哲学讲座
科技前沿讲座
管理创新讲座
斯坦福
华盛顿大学
伯克利
美国
西点军校
哈佛大学
犹他大学

慕尼黑工业大学
歌德商学院
欧洲
法国 IC 商学院
英国 Kinston
台湾

中国文化大学
台湾玄奘大学

论文写作与指导
论文答辩
毕业典礼及学位授予

在华理商学院学习两年多来，感触良多，总结起来可以用两
个字概括，一个是“亲”，一个是“实”: 老师亲 : 老师上课
和风细雨，课间更是无话不谈，让人倍感温暖；同学亲 : 华
理朴实的校风，造就了同学间纯洁的友谊，这里没有贫富贵
贱之分，有的只是感动与温馨。
课程实在 : 国际大牌教授，全国数一数二学科教授倾情授课，
感觉课程超赞；希望有更多幸运的人们，能够来到这个博学、
兴业、悟道的殿堂，活出越来越精彩的人生！
--2014 秋季班 高广路
上海广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项目定位

PROGRAM POSITIONING
现代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高管首选 EMBA

华理 EMBA 致力于为中国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的转型和升级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全面提升企业家和高管的管理能力，帮助企业家从传统的生产思维转
到商业思维。

私董会

标杆企业参访

企业课堂

联盟平台

组建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

参观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

每次课程中邀请行业内的

为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搭

教授指导，更加深入交流

学习和分享标杆企业的成

的内容进行实践分享，同

询、 研 究、 行 业 协 会、 监

转型为主题的私董会，由

企业高管就本门课程相关

内著名的优秀企业，现场

和分享学习，解决共同问

学参与互动，授课教授点

功经验

题，提升企业家管理思维

管等相关机构和专家加入，

评，将课程学习知识与现

为同学们提供各种资源

实案例相结合

和能力

制慧大讲堂

行动学习

请制造业优秀的企业家和高
管分享他们在企业管理上的
经验和措施。

2

企业导师

以同学中来自于制造业和生
产服务业具体企业所遇到的
战略性问题为课题，专职导
师带队，共同解决企业存在
的问题，真正帮助学生企业
解决问题

每季度举行制慧大讲堂，邀

1

建高端联盟平台，吸引咨

3

4

两年前，抱着平常心来到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就读 EMBA 课程，却意想
不到地给我带来很多的美丽奇迹和喜悦收获。一年来，问惑于大师，突
破自己现在工作中的管理瓶颈，启发思路、拓展思维，真真实实地提高
了自己的综合能力；丰富多彩的 EMBA 课程和移动课堂为同学们搭建了
广阔的沟通平台，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一起学习、一起交流，快乐、分享、
共进，同学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开拓了高质量的朋友圈。
“数载同窗情
似海，几多并肩心相通”。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秉承“致知在格物”的
办学理念，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我非常认同这样的理念，也感谢母校，
这将是我一生的巨大财富。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 E14 班班长，我也真
诚地期待更多优秀的你加入到华理 EMBA 大家庭！
--2016 春季班 罗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邀请制造和生产服务业的
资深高管和咨询专家担任
企业导师，定期与同学交
流，参与行动学习分享

5

6

7

从两年前步入华理学堂以来，惊喜遇到许多
大师，引领我驰骋古今、融会中西。华理严
谨的学风，良好的和谐交流氛围，让我们在
开拓思路的同时，获得了人格与精神的升华。
在这里，孕育了师友之情，让我们重新审视
自己，放眼未来。很幸运，人到中年能重回
学生时代，每月一次的学习已成为一种习惯，
非常留恋华理校园和同学一起攻读的美好岁
月。两年的华理商学院课程学习是我一生最
有价值的财富，感谢母校，感谢华理 EMBA。
--2016 春季班 EMBA 班 严晔
中信银行行长助理

名师荟萃

WORLD-CLASS FACULTY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拥有一支学术水平高、企业经验丰富的优秀师资队伍。学院

秉承国际与本土化相结合的理念，组建了一支由本校教授与海内外著名大学教授
相结合、专任教师与著名企业家相结合的教学团队。

王基铭

教授、博导

许玉林

教授、博导

陈绍祥

教授、博导

张应杭

教授、博导

高 松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科技委
资深委员，中国工程院
工程管理学部主任，华
东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AACTP 认证讲师，中国
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
与咨询中心高级咨询顾
问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
洋商学院教授，南洋商
学院中国高级管理培训
中心主任，新加坡“专
业物流师 (CPL)”评审委
员会考核部主任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专家组成员，浙江省
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
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
学案例管理中心主任；
为多家国际与国内大型
公司担任教育和企业策
略咨询顾问

阎海峰

教授、博导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
长、华东理工大学组织
管理研究所所长，美国
管理学会 (AOM) 会员，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
(IACMR) 会员

魏 杰

教授、博导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
院长，美国语言服务公
司（ULS）顾问、剑桥
YLE 上海区项目主任
黄崇兴

黄庐进

美国犹他大学商学院院
长，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客座教授，沃顿商学院
客座教授，安达信会计
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Paul Hu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
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生
产力学会常务理事
李 平

胡鸿高

教授、博导

副教授

美国犹他大学商学院教
授，博士伦、中国工商
银行、美国 GTE 通信网
络系统公司等企业咨询
顾问

复旦大学民商法研究中
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
会商法研究会常务理
事，上海市人民政府立
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教授、博导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
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分析师，具有
丰富的专业实务和教学
经验

解宏

副教授

袁志刚

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
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复
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
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
询专家

教授、博导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经

济发展研究所所长，上
海市政协常委
钱世超
教授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俞丽辉

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副校
长兼 EMBA 执行长，美
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
企业管理博士，奥斯特
德州大学企业管理博士

教授、博导

教授

Tailor Randall

华东理工大学客座教
授，清华大学企业战略
与政策系主任、清华大
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国有资产管理
学会常务副会长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
师，研究方向为财务管
理、税收筹划、公司并
购、行业投资分析，拥
有深刻丰富的实践经验

TechMark 管理实战模拟
高级培训师，百森亚洲
研究中心咨询顾问

陈 桦

周宏桥

上海新维企业管理咨询
公司首席顾问，历任微
软总部开发主管 / 产品
经理、科泰产品副总裁，
美慧首席运营官，蓝巍
CEO

项目简介

EMBA PROGRAM

项目定位

华理 EMBA 始终关注着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和生产服务
业在经济转型中遇到的机遇和挑战，致力于为中国制造业
和生产服务业培养创新型的高级管理人才，为产业转型和
升级贡献自己的力量。

华东理工大学 EMBA 主要培养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传
授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理论和方法，提升管理者的综合
素质。华东理工大学 EMBA 注重于学员在国际竞争环境

下经营管理能力的培养，使他们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和行
动学习项目，全面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决策方法，深

入了解国内外企业的商业模式，具备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

运筹帷幄、科学决策的能力。学员经过两年的学习，具有
GETS 的能力：

培养目标

培养工业 4.0 时代的运营领袖，具有创新精神、战略眼光、

全面管理能力的高成长型企业的领导者和大型企业独挡一面
的中高层领导者

全球化视野
Global-perspective

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技术型导向
Tech-orientation

战略性思维
Strategic-thinking

申请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申请类别

申请程序

125100 工商管理EMBA

· 网上报名

http://yz.chsi.com.cn

		

确认报名信息。

· 现场确认

院系所名称

· 报名时间

(019)商学院专业学位中心

初试

报考条件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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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学本科毕业后有3年或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

网上报名后请考生根据相关要求到华东理工大学报名点
网上报名为每年十月；现场确认为每年十一月中旬。

· 初试类别

管理类联考

· 考试时间

每年12月

· 考试科目

英语(二)、综合能力(含数学、逻辑和写作)

高专毕业学历后，有5年或5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

优秀学员选拔计划

人员。

详情请登陆我校EMBA网站(http://emba.ecust.edu.cn)查询

等学力的人员；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2年或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 具备8年以上的工作经历

·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相关专业规定的体检要求。

对表现突出的申请者实行优秀、良好、合格档优选加分政策。

复试

常规面试：每年3月(以学校公布时间为准)，对于未参加“EMBA 优秀学员

选拔计划”的考生，在华理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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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① 本招生简章中，如有与教育部及我校研究生院公布的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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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华理EMBA新生奖学金计划具体方案和华理EMBA项目学费详见官网公示。

以智慧 创新高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MBA 项目办公室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苏州中心

电话 : 86-21-64253550/64252634 传真 : 86-21-64250132

电话 : (86 512) 6878 8596

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梅陇路 130 号商学院大楼 508 室
邮箱 : emba@ecust.edu.cn
网站 : emba.ecust.edu.cn

微博 : weibo.com/embaecust

邮编 : 200237

地址 : 苏州市高新区狮山路 22 号人才广场 407 室 215011
传真 : (86 512) 6878 8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