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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等院校，是中国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

士三级学位授予权的大学之一，致力于建设“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的前身是 1953 年建立的管理工程教研室，汇集了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周世逑

教授和留苏博士张绮春、汤颖等新中国第一代管理专家。1959 年设立工业管理工程本科专业，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

最早培养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单位。1993 年扩建为经贸管理学院，1994 年由香港旭日集团捐资 1100 万港币，同时

更名为旭日工商管理学院。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无畏教授担任名誉院长。

东华大学于 1997 年成为我国第三批 MBA 试点院校，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培养 MBA 毕业生 4000 多人，在读

MBA 超过 1200 人。2001 年，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的第二批 MBA 教学单位教学评估中，我校 MBA

总分名列第五，其中教学管理排名第一，教学组织排名第三。2010 年、2011 年、2012 年东华大学 MBA 项目连

续三年蝉联由《世界经理人》周刊主办的“中国最具影响力 MBA 排行”全国第十二位。2011 年，东华大学旭日

工商管理学院先后获得 ( 第七届 )《MBA 成就奖——十大特色院校》以及由新浪网评选的“2011 最具品牌影响力

MBA 院校”称号。2012 年，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入选 2012 年“金翼奖”网易教育年度大选“十大商学院”

以及 ( 第九届 )《MBA 成就奖——中国 MBA 成就院校》。在香港的世界经理人峰会上，《世界企业家》杂志评选

的 2013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 MBA 排行榜”隆重揭晓，东华大学 MBA 全国排名上升至第十一位。

2015 年MBA招生规模为 350名，面向全国招生。

研究生毕业后工作满 2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工作

满 3年，大专毕业后工作满 5年。

•网上报名 :	请于 2014 年 10 月中旬登陆中国研

招网 http://yz.chsi.cn 提交报名信息。

•现场确认 :	2014 年 11 月中旬到东华大学报名点

办理照相、交费、验证、确认报名信息等手续。

•初试科目为外语和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为全国

MBA联考科目。初试时间在 2015 年 1 月中旬。

•复试内容包括外语听力、政治笔试和综合能力面

试等。学校将根据考生的初试成绩、复试成绩，

并结合考生工作实绩以及体检结果，择优录取。

招生人数

 报考条件

报名程序

考试及录取

为鼓励广大考生积极报考东华大学，提升东华大学的社会知名度和认同

度，大力优化学生来源结构，扩宽学生国际视野，培养国际化管理人才，

为学生的转型成长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隆重推出“MBA全额奖学金”、

“MBA半额奖学金”，你读书我付费，你优秀免费读；独创的“海外名

校游学奖学金”，奖励人数300人，第一志愿报考东华大学MBA考生

均有机会获得。

奖学金计划

首创商业角色扮演学习模式 (Role Play Learning)

根据学生的背景、技能和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组合成若干个商业团队，采

用合作式商业角色扮演方法实施实践学习，利用MBA实践基地平台，

解决企业管理中的现实问题，真正实现学以致用的培养目标。

关于我们

项目
使命

项目
特色

培养
目标

构筑多元创新的特色教

育平台，培养厚德笃实

的卓越管理精英。

准确把握学生的教育要

求，因材施教，注重培

养学生创新解决现实问

题的能力。

致力于培养具有先进知识和国际视野、

具备管理艺术和管理智慧、深谙市场特性、

洞悉行业规律、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发

展需要的未来商界精英。

学位授予

凡修满我校MBA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考试成绩合格，完成硕士学

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者，颁发东华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授予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

MBA教育项目实行弹性学分制，学制2	-	4年。在学期间，委培考生

学制2.5年，其人事档案、工资、户口、医疗保险、党、团组织关系

等仍保留在原工作单位。自筹考生学制2年，其户口、人事档案和组

织关系转到东华大学，毕业后自主择业，校方提供就业指导。

培养方式

招考细则



综合MBA项目秉承全球MBA教育模式精髓与东华

大学管理学科优势，培养具有良好社会责任感和人文

精神，能够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需要，具备国际化视

野和本土化素养的务实型、复合型管理精英。该项目

向学生提供六大专业选修方向：创业与创新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财务金融管理、销售与客户管理、时尚

创意管理、物流管理。

领袖 MBA 项目将采用 EMBA 的培养模式培养

MBA项目中的精英人才，扩大人脉关系，拓展业务

网络，提高其面对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使其成为

具有国际化视野、战略思维和人文精神的商界领袖。

主要采用问题导向教学与实战训练相结合的教育模

式，侧重学生领导力和战略思维的培养，通过前沿

论坛、管理沙龙、名企参观、案例分析、拓展训练、

团队竞合以及课题研究等教学活动激发MBA学生

的潜能，反思与概括经营管理历程，优化思维模式。

金融MBA项目课程由MBA公共核心课程和金融方向

课程组成。旨在培养掌握现代金融理论、熟悉前沿金融

工具、通晓国际金融管理，具有国际视野、卓越才能和

创新能力的金融行业领军人才。师资由富有从业经验的

金融机构高管和资深专家教授联袂组成。

名师名人讲座，管理前沿讲座，时尚专题讲座，MBA实践基地课题

研究，创业大赛，案例大赛，歌手大赛，管理经验分享沙龙，职业

发展论坛，校友论坛，企业家俱乐部，创业者俱乐部，HR俱乐部，

户外俱乐部，摄影俱乐部，舞蹈俱乐部，体育竞赛，迎新晚会，单

身派对，MBA文化节⋯⋯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培养项目介绍

综合
MBA项目

双学位MBA项目由东华大学和美国西敏大学

(Westminster	College)合办。该校成立于1875年，因

培养了众多市长被誉为美国西敏市长大学。该项目取代

传统的分割式课堂教学，将现实的商务案例融合到教学

中，以商业计划为统领，辅以在线学习平台，中美双方

导师联合指导，跨学科综合学习和模块化的教学方式，

学生的全面管理技能和组织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学

生修满规定学分，完成硕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可获得

东华大学毕业证书和MBA学位证书以及美国西敏大学

MBA学位证书。

双学位
MBA项目

全日制国际MBA项目强调国际化特色，全面吸收世界

先进的管理教学内容和方法，由富有专业经验的国内外

知名大学教授及跨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共同任教。致力

于培养既具全球视野，又深谙中国国情的国际化管理精

英。课程学习期间拥有众多至海外一流商学院交流学习

的机会，可了解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商业文明。全日制国际
MBA项目

领袖
MBA项目

金融
MBA项目

丽人MBA项目由东华大学与中国女企业家协会联合

推出，是以提升女性综合素质，引导女性职业发展，

促进女性就业创业为培养目标的高端女性MBA教育

项目，该项目采用双导师制，由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甄

选杰出女企业家作为学生的学术导师和职业发展导师，

实现与知名商界女性零距离接触，面对面沟通，共同

打造一个女企业家的摇篮。

丽人
MBA项目



联系方式

硕士	 3%
本科	 74%
高职高专	 23%
	 	

工学	 36%	
管理学	 24%	
经济学	 13%	
文学	 20%	
法学	 4%	
医学	 3%	

30 以下	 26%	
30-34	 48%
35-39	 20%	
40 以上	 6%	

10 年以上	 36%	
7-10 年	 36%	
4-6年	 20%	
4 年以下	 8%	

制造业	 30%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3%
批发和零售	 12%
金融业	 1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6%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4%
建筑业	 2%
房地产	 5%
其他	 10％

100万元以上	 1%
50-100 万	 4%
30-50万	 13%
20-30万	 24%
10-20万	 39%
10万元以下	 19%

年龄分布

专业背景

学历分布

行业分布

工作年限

年薪分布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MBA教育中心

地址 :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882号

邮编 :	200051

电话 :	021-	62708697/	62379083

传真 :	021-	62379912

网址 :	mba.dhu.edu.cn

邮箱 :	mbazs@dhu.edu.cn

微博 :	东华大学MBA教育中心					

	 weibo.com/dh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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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	东华大学MBA教育中心

2014 级录取学生构成

崇德博学    砺志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