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广西大学新锐 EMBA（双证）招生简章 

 

广西大学创办于 1928 年，首任校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科学家、民族革命

家马君武博士。1939 年，广西大学成为国立大学；1997 年与广西农学院合并，

组建新的广西大学；1999 年成为国家“211 工程”学校；2004 年被批准为教育

部和广西共建的省部共建高校；2005 年在国家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

获得优秀；2014年获得教育部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计划建设高校。 

广西大学商学院是广西最重要的经济与管理人才培养基地。学院目前拥有 1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个一级学科和 16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6个专业硕

士学位授权点，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在校学生超过一万人，其中部分

为来自越南、老挝、韩国、柬埔寨等十个国家的留学生。 

2001 年，广西大学经教育部及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成为全国第四批工商管

理硕士（MBA）学位点之一，是广西第一家取得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办

学资格的学校。2009 年 6 月，广西大学经教育部及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成为具

有 EMBA培养资格的院校，也是目前广西唯一 一所具有 EMBA培养资格的高校。 

 

一、广西大学 EMBA教育简介 

EMBA（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即“高级管理人

员工商管理硕士”，是一种面向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硕士层次管理教育，旨在

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企业家精神、具有长远战略眼光和全球视野的企业

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广西大学 EMBA 教育项目立足广西，面向西南，辐射东盟，拥有显著的本土

优势和强大的资源平台。开办至今，已招收 EMBA 学员 600 余人。学员为来自金

融、交通、能源、信息技术、房地产等十多个行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二、EMBA 课程体系 

EMBA课程体系将课堂教学、案例讨论、创业分享沙龙、大讲堂、名家论坛、

实战模拟、企业参访、国内外游学等教学方法有机结合。通过系统的商科教育，

培养学员的创新思维、全面提升学员的管理水平、提高学员在创业创新过程中的



决策能力。 

特设由资深教授、知名企业家、杰出校友组成的学商两界“双导师”创业指

导团，对学员企业和创业项目进行“一对一”个性化诊断及指导，帮助学员更好

应对创业及企业转型存在的各种风险，拓展学员的企业及人生格局。 

课程模块 模块简介 

1.基础模块 

通过此模块学习，帮助学员了解和掌握分析、决策所需的基本理论和工具，

培养其管理思维和能力。 

（1）开学团队拓展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 

（3）组织行为学                （4）管理经济学                    

（5）商务英语与沟通            （6）自然辩证法概论 

（7）宏观经济学 

2.核心模块 

通过此模块学习，帮助学员了解并掌握企业管理的应用性理论和实务工具，

构筑系统思维模式，培养其全局视野和战略思维能力。 

（1）公司财务管理             （2）营销管理 

（3）公司治理                 （4）战略管理 

（5）人力资源管理             （6）领导学  

3.创业模块 

通过此模块学习，帮助学员迅速掌握企业在创业及创新转型发展阶段所需

要的专业知识，提高在创业过程中的决策能力。 

（1）创业思维与决策           （2）商业模式创新  

（3）财务报表分析             （4）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5）管理哲学与企业文化 

4.学商两界

“双导师”模

块 

由资深教授、知名企业家、杰出校友组成的学商两界“双导师”创业指导

团，对学员企业和创业项目进行“一对一”个性化诊断及指导，帮助学员更好

应对创业及企业转型存在的各种风险。在导师的指导下，学员以企业为案例，

撰写相关学位论文，帮助学员梳理企业发展脉络，帮助企业快速稳健发展。 

5.游学模块 

1、海外游学 

（1）美国硅谷颠覆式创新标杆学习之旅 

斯坦福大学教授解析硅谷及颠覆式创新的密码。深入硅谷代表企业，探寻



硅谷资本运作模式和创新的本源。各阶段企业（成熟企业、创业期企业、孵化

器）及投资公司参观，感受最具活力与能量的企业独到之处。 

（2）以色列创新创业标杆学习之旅 

以色列因其高新技术产业被誉为“中东的硅谷”，作为创新的学习典范，

以创新与颠覆的力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感受以色列人与生俱来的创业斗

魂，发掘“创新之国”的独特奥秘，帮助企业获得组织创新发展的关键能力，

掌握未来商战的决胜之道，做产业创新的“颠覆者”。 

2、国内游学 

组织每期学员到国内知名的互联网创业企业或著名院校开展移动课堂学

习一次。 

6.延展模块 

通过此模块，搭建高效诚信的交流平台，启迪思维，分享创业经历，帮助

学员构筑精英人脉网络。 

（1）EMBA高层管理论坛 

邀请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企业家和政府职能部门管理者传

授最前沿的经济和管理理论、管理经验和管理技能。 

（2）EMBA创业大讲堂 

邀请区内外著名创新创业领军人物、金融投资机构主要负责人和行业专家

担任主讲嘉宾，从不同维度为学员提供创业所需的信息和专业技能。 

（3）创业沙龙及创享会 

由学员担任主讲嘉宾，分享各自创业心得和管理经验，砥砺创新思维，挖

掘探讨商业模式的各种可能，共同解决创业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 

 
 
 

三、师资配备 

广西大学 EMBA 师资团队主要由广西大学校内具有丰富教学经验与企业实

战经验的优秀教师组成。同时聘请国内一流院校教授、政企名家为学员授课。除

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外，还特别聘请了实务界的知名企业家、投资基金创始人、创



客中心负责人等具有创业投资经验的社会知名人士担任课程老师和学员导师，更

好的帮助学员快速获得创业过程中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指导。 

 

四、报名条件 

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或 3 年以上（从本科毕业计算至 2018 年 9 月 1 日，

下同）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学历后，有 5年或 5年以上

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或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

并有 2年或 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五、招生计划与培养方式  

计划招生 50人，实际以国家下达的招生指标为准。  

培养方式 ：非全日制，中文授课，学制两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5年。 

注：教育部公布招生政策规定,2018 年全日制招生计划与非全日制招生计划

不得相互调整使用。考生报名成功后则不能再更改，请慎重选择后报考。 

 

六、招生方式与报名  

报考录取流程：  

1.报考我校的 EMBA 考生均须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报名（网址：

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cn），报名时间和现场确认时间、

地点按广西大学研究生院（网址：http://yjsc.gxu.edu.cn/index.htm）统一规

定，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考生考前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

个专业。 考生按报考点规定的支付方式支付报名费。广西区内报考点在网上支

付报名费。 

2.考生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

件，报考资格审查将在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阶段进行。  

网上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名

信息三天内反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

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

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  



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

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特别提醒：  

（1） 考生在报考至录取阶段请勿随意更换手机号码，并确保家庭联系人联

系电话的准确性，以免校方联系不上考生或家长，耽误复试、录取工作。  

（2） 考生报考时在填写“档案所在单位“和”考生通讯地址”时要保证信

息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以免后期影响档案调取和录取通知书发放工作。  

 

七、初试  

参加教育部统一组织的全国硕士生入学考试，考试科目为：①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科目代码 199），满分为 200分，包括数学、写作、逻辑；②英语二（科

目代码 204），满分为 100分。各科考试均为笔试。  

（一）网上报名时间： 

2017 年 10 月 10 日-10 月 31 日，每天 9:00-22:00。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

再修改报名信息。 

（二）现场确认和考试地点： 

考生可就近选择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具体时间

和地点请查看各报考点公告。 

考生到报考点指定的地方进行现场确认。  

1. 广西大学报考点  

（1）现场确认时间：以广西大学考点公告的时间为准。 

（2）现场确认地点：广西大学专家楼一楼 

（3）广西大学报考点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原件）和网上报名编号。此外，外省户籍考

生（不含 2016 年后毕业且未就业的我区高校本科毕业生）还须提供在广西工作

的工作证明和以下材料之一：县级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证（或者办理居住证的回

执凭条）；税务部门开具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考生本人的房产证。  

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的《入

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2.其他报考点：具体安排请查阅相关报考点公告。  

3.现场确认注意事项 

（1）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

证，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2）考生必须认真、如实填写网报有关信息，凡不按公告要求报名、网报信

息误填、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3）请考生注意，我校所能容纳的考生有限，一旦达到考点上限，该考点将

不再接受非应届考生报考，请考生尽量提早网上报名、已网上报名的考生及早网

上交费，不要等到报名结束前两天才集中报名或缴费。  

 4. 准考证的下载  

根据教育部的统一要求，2018 年硕士研究生准考证一律由考生在 2017 年 12

月 14日--2017年 12月 25日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初试时，考生

凭打印的《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 

5.考试时间： 

2017年 12月 23日。考场安排见《准考证》。  

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 

12月 23日上午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12月 23日下午     外国语  

6.考试大纲和命题：全国统考和联考科目的命题工作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

组织；全国统考和联考科目考试大纲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编制。  

特别提醒：请关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和广西大学研究生院网站的相关动

态通知。  

 

八、复试  

在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达到国家二区分数线、接到广西大学商学院

EMBA教育中心复试通知的考生，可参加复试。具体复试安排待 2018年国家分数

线出来后见广西大学研究生院和广西大学商学院 EMBA教育中心网站。  

 



 

九、调剂  

调剂工作的具体要求和程序按教育部录取政策确定并公布。届时，考生关注

广西大学商学院 EMBA 教育中心网站的调剂信息，并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调剂服务系统填写报考调剂志愿。  

 

十、录取  

（一）录取原则  

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录取。  

（二）录取方法  

按照考生初试、复试综合成绩从高到低依次择优录取。  

（三）录取类别  

录取类别分为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种。  

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均须在被录取前与招生单位、用人单位分别签订定向

就业合同。考生因报考硕士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

此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  

 

十一、学制与学费 

1．学制：一般为 2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在职学习，每两个月集中授课

7-9天。 

2．学费：人民币 6.9万元/人.年（两年共计 13.8万元），包括所有听课费、

教材和讲义费、移动课堂和海外游学教师讲课费、翻译费、学院资源（图书馆、

计算机中心）使用费、论文答辩费以及校内上课期间午餐和课间茶点等费用。学

员其它食宿费、交通费、移动课堂和海外游学差旅费费用不包括其中。初试、复

试综合成绩优秀者可获一定数额的奖学金。 

 

 

十二、学历与学位 

学员在学习年限内，学完规定的课程，修满学分，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通过



广西大学组织的学位论文答辩，经校长批准，颁发国家承认的广西大学硕士研究

生毕业证书；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国家承认的广西大学硕士学位

证书。 

 

 

联系方式： 

地址：广西南宁市大学路 100号广西大学商学院 EMBA教育中心（422室） 

邮编：530004 

电话：0771-3225116 

E-mail：gxuemba@gxu.edu.cn 

联系人： 宁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