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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OUR AGENCY
IN BRIEF

WELCOME
TO JOIN US根据考生的初试成绩、复试成绩，并结合考生申请材料真实性复

查、政审以及体检结果，择优录取。

录取

修满规定学分，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者，授予由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颁发的国家承认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和硕士研
究生毕业证书。

本方案内容与国家、 广东省和学校关于研究生招生和管理
的文件最新要求不一致的，以上级文件要求为准。

以上内容解释权归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所有。

其他事项

01

02

学位授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公众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是一所国际化特色鲜明的广东省属重
点大学，秉承“明德尚行，学贯中西”的校训和“卓越、诚信、
包容、自信”的广外价值观，大力推进教育国际化战略，是华
南地区国际化人才培养和外国语言文化、 对外经济贸易和国
际工商管理研究的重要基地。广外工商管理学科是广东省高
水平大学建设计划重点学科。

2015 年，广外商学院通过了英国工商管理协会（AMBA）
认证， 成为中国第 26 家获 AMBA 国际认证的商学院。2020
年，我校商学院又顺利的通过 EPAS 国际认证，成为中国大陆
第三家获此认证的商学院 ; 标志着我校工商管理学科建设与
国 际 化 商 科人才 培 养 平台跃 上一 个 新 的台阶。学 院 获 得
AACSB 会员资格和中国高质量 MBA 项目认证资格， 并获评
“2017 年度优质特色 MBA 项目”、“2018 年度品牌价值商
学院”、“2019 年度知名品牌 MBA 项目”、“2019 年度中国
商学院最具特色 MBA 项目”、” 2020 年度商科教育典范院
校”等荣誉称号 , 并入选“2020 年度中国商学院最佳 MBA 项
目 TOP100”。  

MBA 教育依托学校“专业 + 外语”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外
语教学的独特优势，坚持“全球视野 全英教学”的办学理念，
奉行由 Social Responsibility（社会责任）、Mutual Respect
（尊重包容）、 Integrity （正直诚信）、 Learning By Doing
（知 行 合 一）、 Entrepreneurship （创 业 精 神） 构 成 的
“SMILE”价值观，致力于培养融贯中西的国际化管理人才。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020) 3620 9909袁老师

http://mba.gdufs.edu.cn
201720106@oamail.gdufs.edu.cn
广州白云大道北 2 号广外第九教学楼MBA
教育中心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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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参加“提前面试”的考生， 若初试成绩达到广外 MBA 复试分数线要求， 其复试形式为
“正常复试”。

“正常复试”包括综合能力测评、英语能力测评、思想政治理论考试等。

168,000 元（不含教材费），学费分三年缴纳，每学年收 56,000 元。第一学年学费于接到
正式通知书后 1 个月内交纳 , 以后于每学年开学时交缴当年的学费。

70,000 元（不含教材费）， 学费分两年缴纳，每学年收 35,000 元。第一学年学费于接到
正式通知书后 1 个月内交纳 , 以后于每学年开学时交缴当年的学费。

面试成绩 = 综合能力测评 *70%+ 英语能力测评 *30%

复试成绩 = 思想政治理论成绩 *10%+ 面试成绩 *90%

录取总成绩 = 初试成绩 *60%/3+ 复试成绩 *40%

所有参加“提前面试”或“正常复试”的考生均须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管理类联考，并按照
学校要求完成网上信息填报、缴费和本人图像采集等相关报名工作。

考 生 须于 10 月中旬登 陆 “中国 研 究 生 招生信息网”（http://yz.ch-
si.com.cn）， 如实填写报名信息。报名系统将对考生学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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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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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到学信网
（https://www.chsi.com.cn）申请学籍验证报告或学籍注册备案表，将
其打印出来，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网上报名

11 月中旬（以学校公布为准），需本人前往进行人像采集。现场确认

12 月中下旬，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打印准考证

1) 联考时间 ：12 月底（以准考证的时间为准）
2) 联考科目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 数学、逻辑、写作 )、英语二

管理类联考

登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招生系统查询。
http://stu.gdufs.yanzhao.edu.cn

联考成绩

登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询。
http://yz.gdufs.edu.cn/index.htm

录取情况

全英授课。全日制学制 2 年。非定向培养方式，可申请国家助学金 ；定向培养方式，不能
申请国家助学金。学校可为全日制班学员提供宿舍，费用自理，住宿费为 1500 元 / 年（实
际以入学当年学校规定为准）。

学院每年会组织时间不等，为期一周 \ 一学期 \ 一年的各项海外游学、海外交换、海外考
察、海外比赛、双学位等国际项目，申请合格的交换生可豁免海外课程学费，达到相关标
准的双学位申请者可申请海外交流奖学金，食宿及交通费自理。所有全日制学生毕业论文
答辩前都必须参加至少一周的海外（境外）国际交流活动。（相关奖学金政策及学费标准以每

年发布的项目通知为准）

广外 MBA 在线报名系统 ：http://gdufs.mbachina.net.cn/apply/index

在读奖学金旨在奖励优秀新生和在校学生，鼓励学生积极向上，加强海外交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品德良好 ；

（三）身体健康，符合国家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规定的体检要求 ；

（四）大学专科毕业且≥5 年工作经验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下同）；大学本科毕业      

且≥3 年工作经验 ；已获研究生学历且≥2 年工作经验。考生持境外获得的学历证书报

考，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资格审查时须提交认证报告。

报考条件：

招生政策 ADMISSIONS POLICY

正常复试 NORMAL INTERVIEW

培养经费 TUITION FEES

在读奖学金 SCHOLARSHIP

成绩构成 GRADE COMPOSITION

报考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培养方式 PROGRAM INFORMATION

初试为全国硕士研究生管理类联考。复试分为“提前面试”与“正常复试”两种形式。两种
形式具体说明详见下文第三条、第四条。

招生方式 ADMISSIONS WAY

全日制MBA：

全日制MBA：

01 方向为全英授课，02 方向为双语授课。非全日制学制 3 年，只能选择定向培养方式。

非全日制MBA：

非全日制MBA：

国际交流：

全日制奖\助学金

奖、助学金名称 等级 名额 金额 备注

国家奖学金 无 待定 20000 元 \ 人\ 年 以实际学校评选结果为准

学业奖学金
一等奖学金 23% 不低于 5500 元 \ 人\ 年 实际名额以当年最新发布

政策为准二等奖学金 63% 不低于 3500 元 \ 人\ 年

国家助学金 无 100% 不低于 6000\ 人\ 年 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

高水平大学建设学
生出国境访学奖学金 无 不限 上限为 100，000 元 \ 生

访学学校 QS 排名在全世
界 前 300 或 者 专 业 全 世
界前 150

研究生短期出
国境访学资助 无 不限

每 个 月 资 助 6000-
10000 元，具体资 助 标
准参照国家留学基金委
当年度制定的最 新 资助
标准

访学期限在 4-6 个月之间，
有论文成果 发表

国际比赛资助金 无 不限 补贴 3 成往返机票 所有在校生可申请

2022 年预计面向全国招收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 150 人，全日制 30 人，非全日制 120 人（具
体招生人数以教育部最终下达招生指标为准，此处仅做参考）。

2022 MBA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非全日制奖学金

奖学金名称 名额 金额 备注

研究生短期出国境
访学资助 不限

每 个 月 资 助 6000-
10000 元，具体资 助
标准参照国家留学基
金委当年度制定的最
新资助标准

访学期限在 4-6 个月之间，有论
文成果发表。如果访学学校 QS
排名在全世界前 300 或者专业
全世界前 150，成功结项之后还
可以再申请 10000 元

国际比赛资助金 不限 补贴 3 成往返机票 所有在校生均可申请

* 备注 ：
1、按时缴纳当年学费后才能发放当年奖学金，否者视为自愿放弃 ；
2、在读奖学金仅针对当年按时入学的学生，延期或者保留学籍的，将视为自愿放弃，相关名额往下顺延 ；
3、在读期间违反校规、校纪者，不予发放 ；
4、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具体名额、金额及评选方式，以当年学校发布的最新政策条款为准。

参加提前面试的考生， 面试成绩将保留。初试成绩达到当年广外复试分数线要求， 将与
“正常复试” 形式考生一起， 根据招生人数按录取总成绩 （录取总成绩 = 初试成绩
*60%/3+ 复试成绩 *40%）从高到低依序录取。已提前面试的考生， 只需参加思想政治理
论考试，无需再次参加复试面试。

备注 ：面试时间有可能随招生进程有所变动，最终日期以我院面试前公布的日期为准，如该批次人数达到上限，系统
可能会提前关闭 ；广外商学院保留根据申请的实际情况和面试的进展情况临时减少或增加面试批次的权利。

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均可申请参加提前面试，该成绩仅限招生当年有效。

提前面试 INTERVIEW IN ADVANCE

提前面试日程：

批次 报名起止时间 面试资格公布时间 面试时间 面试结果
公布时间

第一批 5月23日- 6月13日 6月15日 6月20日（周日） 6月25日前

第二批 6月14日- 7月4日 7月6日 7月11日（周日） 7月16日前

第三批 7月5日- 7月25日 7月27日 8月1日（周日） 8月6日前

第五批 9月6日- 10月10日 10月12日 10月17日（周日） 10月22日前

第四批 7月26 日- 9月5日 9月7日 9月12日（周日） 9月17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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