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项目

East China Normal

MBA Program
University





目 录
Contents

01 学校概况
Overview

02 项目介绍
Program Introduction

04 项目背景及培养特色
Characteristics

13 特色项目
Featured Programs

19 国际交流
International Outlook

21 学生构成
Student Profile

22 奖学金
Scholarship

23 校园生活
Campus Life

25 职业发展
Career Development

30 入学申请
Admission

31 校友网络
Alumni Network



学校主办和承办 27 种
学报期刊，图书馆藏书
460 余万册。

学校现有教职工 4000 余 人，其中
专任教师 2200 余人，教授及其他
高级职称教师 1800 余人，其中中
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13 人。

学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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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于 1951 年 10
月 16 日，1959 年学校被中共中央确定
为全国 16 所重点院校之一，985、211
高校。2017 年学校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 A 类高校行列，全面开启扎根中国
大地建设一流大学的新征程

学校现有闵行校区和中山北
路校 区， 校园 占地 总面 积
3,100 余亩。

目 前 在 校 全 日 制 本 科 生
14,000 余名，研究生 19,000
余名，外国留学生（学历生）
2200 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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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MBA 项目系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2007（36）号】批准的工商
管理硕士（MBA）培养单位，提供学历和学位教育。项目自 2007 年创办以来，短短几年
时间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共招收 4500 余名学员。

项目植根于华东师范大学深厚的人文底蕴，荟萃丰富的管理、金融、统计、心理和人
文教育资源，以“视野宽广、厚文重义”为理念，依托师大深厚人文底蕴，依据优势学科，
培养视野宽广、厚文重义的复合型管理菁英。华东师范大学 MBA 汇集商学院、金融统计
学院、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等重点学科的优质资源，加强国际合作联合办学、加强校企合
作联手培养，不断开拓 MBA 教育特色发展之路。

2010 年华东师范大学 MBA 项目入选教育部批准的全国 18 所 MBA 综合改革试点院
校，并在 2013 年以优异成绩通过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验收。

2015 年 9 月，华东师范大学在原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金融与统计学院、国际航
运物流研究院、MBA 中心等单位的基础上成立了经济与管理学部。此举旨在通过完善学
校管理架构，实现管理中心下移，进而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更
好的为上海建设成为“四个中心”和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目标服务。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和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都对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提出
了强烈的现实需求。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十分重视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通过经济与管理
学科内部资源积极整合，努力实现学校人文与社会学科的整体提升。学部的成立正是顺应
了这一要求，也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要提高学部的社会影响力，关键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加强智库建设；
二要提高学术影响力，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面向学术前沿和面向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
三要提高国际影响力，坚持国际化战略，着力培养全球创新型商业管理人才，做强做

实品牌项目。
2017 年 6 月 1 日，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工作委员会会议在南开大学召开。会

议正式审议宣布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通过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简称
“CAMEA 认证”），我校成为第 15 所（并列）获得该认证的 MBA 培养单位。

项目介绍

培养理念：视野宽广，厚文重义

培养目标：依托师大深厚人文底蕴，依据优势学科，培养视野宽广、厚文重

义的复合型管理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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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通用管理 MBA 项目

旨在培养通晓管理知识模块（管理实务与综合运用、人力资源管理实务与综合运
用、金融与财务分析、营销与品牌管理、国际企业管理精英、经济决策学与领导
力发展和人文素养与管理智慧）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

特色项目

人力资源与应用心理 MBA 项目
金融与投资管理 MBA 项目
商业数据分析 MBA 项目
新兴产业创业管理 MBA 项目

一、大培养概念下的能力导向型课程

以职业胜任力为导向的新版课程体系、以强化“对接度”为目标的实务课程

二、以职业能力训练为导向的案例教学体系

案例研究引领案例教学、实战型综合案例课堂、全员撰写管理案例报告、品牌化年度案例大赛

三、以问题为导向的管理实践训练，从训练到实战的创业孵化平台

借助外脑，帮助创业团队对接资本，为其提供开放式孵化投融资服务，全方位服务创业者

四、坐拥一流资源，差异化特色化的培养方式

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国际合作学校、校企合作平台等各种优质资源开发特色项目

五、以管理实务、人文修养为核心内容的高端讲座

人力资源总监大讲堂、人文素养大讲堂、营销与品牌管理系列、创业与投资系列、金融与理财系列

六、以人文熏陶为内涵的仪式化感恩教育

仪式化典礼将学校历史文化内涵和项目培养理念渗透在每一次特定主题活动中。

七、以自我塑造为目标的项目式学生活动

学生自主策划开发各项主题活动，以项目式管理为实践平台达到自我塑造、训练能力的效果。

项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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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体系
以职业能力训练为导向

华东师范大学 MBA 项目在办学之初就十分重视案例教学，特别是本土案例，因为解决中国管
理问题还得从中国案例中总结提炼出中国的管理理论。
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原创案例开发与研究、制度化案例教学、实战型综合案例课堂、品牌
化年度案例大赛、全员撰写管理案例报告”为特色的 MBA 案例教学体系。

原创案例研究与开发引领案例教学

自 2010 年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开展“百篇优秀管理案例”评
选以来，我校已经在 2012 年、2014 年、
2015 年、2017 年和 2018 年荣获了五届“最
佳组织奖”，一共有 24 篇原创案例入选百
优案例。上海第一，全国前列。

创新案例教学模式：综合案例课堂

综合案例课堂可谓华东师大 MBA 案例教学的一大创新。

改变原有依据单个课程内容设计案例讨论的传统教学方法，改为
由多位教师同堂围绕同一案例或同一主题对学员进行整合型训
练。针对企业面临的同一个问题，学员们以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
角度来思考，不再受到以往单一专业课程的限制，最大程度上模
拟了真实企业复杂的管理实务，直接考察学员的分析与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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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培养的目标指向

一是围绕社会热点关联的企业问题，训练学员对社会热点
问题的分析、决策和预测能力；

二是围绕跨国企业引发的跨文化管理问题，训练学员跨文
化理解、沟通、借鉴和创新能力；

三是围绕行业和企业发展的战略问题，训练学员思维与决
策的全局性、整体性和可行性，特别是解决复杂问题能力。

2009 年，以“宝钢的阵痛”为主题，首创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将问题对焦于“宝钢”的困境与瓶
颈，提高学员对企业现实状况的深刻了解，培养其分析和解决经营管理问题的能力。
2010 年，“国美风云对决”。9 月 18 日案例大赛决赛，9 月 28 日国美特别股东大会召开，抢
在股东大会之前就是为了给学生充分想象空间，引导学生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分析案例。
2011 年，携手法国里昂商学院（亚洲校区）共同举办“跨文化商业案例大赛”，聚焦“家乐福
的中国路”。中法学员组成混合团队，跨文化商业智慧交锋，探索跨国公司如何在跨文化背
景下制定企业发展战略，颇具现实意义。
2012 年，创新模式，采用“1+0 角色模拟”，以“移动互联网发展未来”为决赛案例。运用已有
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对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应用，以及它的未来趋势做出针对性的战
略分析与角色对峙。
2013 年，以“华为的全球化战略”为决赛案例，采用全国首创的“大小 PK”模式，华东师范大
学 MBA 代表队荣获全国管理精英赛案例第二名。
2014 年，以“蜘蛛网发展战略”为主题的案例大赛，邀请案例公司总裁到来现场点评互动。
2015 年，以“启培与 3D 打印技术前路在何方”为主题，创业和案例的创新结合，赛前队员还
亲自走进案例公司现场，带着问题与思考实地考察与交流。
2016 年，以“拨开云雾见天日，守得云开见月明——海尔开放式创新发展之路”为决赛案例。
兵无常势，水无常行。如何因时而动？针对海尔的忧与患，面对海尔的开放式创新，同学们
真正深入了解一个案例，一个行业，一个企业以及一种商业模式，并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应
用在实践中。
2017 年，案例大赛决赛案例是我校范学俊副教授的原创案例，探讨今年的热门话题——美
的收购库卡。美的通过收购库卡实现了从白电产业到进军机器人行业的战略部署，但同时也
面临着诸多问题。针对美的何去何从的困惑，参赛队伍展开激烈讨论，呈现了不同的解决方
案，做出了精彩的现场展示。
2018 年，以“从“颠覆”到“拥抱”，春雨医生战略升级”为决赛案例，这是我校首届案
例开发大赛后续师生合作的原创案例。本案例以春雨医生的战略转型为主线，描述了以张锐
为首的“老春雨”，在经历创始人兼 CEO 张锐离世的重大打击后，调整战略，迎来了以张
琨为首的“新春雨”时代。

2009 年—2018 年 10 届华东师范大学 MBA 案例大赛，唯一一支连续 5 届成功
晋级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总决赛的高校参赛队。其中 2 届（2013 年、2016 年）
亚军，3 届（2014 年、2015 年、2017 年）季军。



为引导 MBA 学生关注我国工商管理热点问题，培养具备良好理论素养和分析能

力的应用型人才，在案例大赛的基础上，极具创造性地推出了首届 MBA 案例开

发大赛，大赛以团队（3-5 人）为单位进行案例原创与撰写。

案
例
开
发
大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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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俱乐部（Entrepreneurship Club，e-Club）是结合华东师范大学 MBA、MPA、MTA 等专业学位培养体系开发、
建设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面向华东师范大学在校 MBA、MPA 学生及校友招募会员，同时也欢迎其他在校生及校友
参加。由校外业界精英和校内导师共同辅导培育创业项目，助其对接资本，全方位服务创业者，为其提供实战训练、
创业孵化的平台。
服务宗旨
创业俱乐部旨在提升专业学位学生创新、创业综合能力。为创业学生、创业校友，就如何有效的在动态多变的市场机
遇和竞争中谋求发展提供智力和平台支持。为华东师大校友创业团队等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孵化投
融资服务，为在校专业学位学生提供全景式实务教学平台。

创业俱乐部

1、提供专业的创业技能培训课程，如基本

法律、财务和人力资源等，传授创业知识，

激发创业意识，培养优秀的创业人才。

2、提供全面的创业咨询，如提供心理咨询

以增强创业自信心、沟通能力等，为创业者

提供较为长期、有效的创业帮助。

3、为服务对象的创业企业和投资机构提供

企业孵化器与高质量的投融资服务，使得创

业者能快速开始经营自己的企业，帮助更多

的创业企业顺利地拓展事业。

《创业与融资、上市》系列讲座

创业俱乐部沙龙

创业分享会

创业评估指导

商业路演助力

创业俱乐部讲座及活动

创业项目

征集

创业项目

路演辅导

创业项目

选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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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俱乐部学员风采

创业俱乐部特色

创业俱乐部项目运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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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大奖

 荣誉证书

 华师大国家科技园孵化个性化指导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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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 4 个月

62 个创业项目竞逐

13 支队伍突围

11 位专家评审坐镇

点燃永不熄灭的创业火种

加耀永不褪色的激情之光



高级管理行动项目
Executive Management Actions Project

高级管理行动项目（EMAP）是华东师范
大学 MBA 教育中心根据企业对职业经
理人的核心能力素质要求并结合 MBA
培养中的管理案例教学体系而开发出来
的提升 MBA 学生管理综合能力的实战
型训练项目。

发现问题：企业调研体验现场

熟悉企业背景、发展历史，行业背
景及发展现状。

分析问题：头脑风暴问题诊断、团队合作制定方案

结合企业的行业特点与发展历程，找到企业关键问题形
成研究课题；项目小组组员在组长的领导下合作制定出
企业问题的解决方案。

解决问题：回馈企业实践检验、总结提升形成案例

项目小组将制定的解决方案向企业管理层进行汇
报，检验方案的可行性；总结项目经验并将研究的
目标企业形成不少于 7000 字的案例报告。

EMAP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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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MBA 主题周以拓展 MBA 学员第二课堂为根本宗旨，通过整合学校各优势学科和广泛的社
会资源，为学员重点打造一个集学习交流与活动实践的平台。2018 年华东师范大学主题周围绕“博春”、
“智夏”、“硕秋”及“睿冬”等时节主题为广大学员带来名师讲座、论坛沙龙、学生活动、企业展示等
精彩学习实践活动。

MBA 主题周

博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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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讲座
主题周邀请学术名师和业界达人为广大学员带来从宏观到微观的全面
解读，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和各行业的发展前景，让学员充分感受
专业学习之外的智慧创获与品性陶熔。

智

夏

论坛沙龙
主题周论坛沙龙由学员将系统学习工商管理专业理论并与自身工作实
践相结合通过主题周论坛沙龙的形式与广大师生交流学习，做到学以
致用。

袁志刚教授

孟慧教授

袁岳博士

沈志华教授

冯绍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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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展示
主题周企业展示活动将邀请校友或在校生所在的优
质创新企业向 1000 余位参加活动的师生进行展示互
动，体现华东师范大学 MBA 将校企合作放在办学重
要位置的教育教学理念。

学生活动
主题周学生活动包了班级活
动、联合会活动或其他组织活
动，通过学员自主策划开发各
类主题活动，在课堂外为学员
提供交往学习的平台，同时也
达到培养学员训练能力、自我
塑造的效果。

硕

秋

睿

冬



项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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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人力资源管理与应用心理”MBA 项目

华东师范大学依托本校强大的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学
科优势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开设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凸显应用
心理学嵌入人力资源管理的鲜明特色，将应用心理的思维与方
法嵌入到人力资源管理实务中，通过校企深度对接，联动培养
等创新机制，以企业真实案例强化实战训练，提升学员综合管
理能力，致力于培养具有高度人文意识和人际洞察力、具有创
新意识和前沿思维的高情商企业首席人才官。

依托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科，凸显应用心
理学嵌入人力资源管理的鲜明特色；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遴选极具职场经验的
校企师资，解读职场 HR 经典案例；

校企联动培养创新机制，以企业真实案例
强化实战训练，提升学员综合管理能力。



特色课程

• 认识心理学

• 幸福心理学

• 绩效管理

• 管理心理学

• 心理咨询技术

• 人力资源总监讲堂

• 人力资源管理实务课程

• 人力资源工作室活动

• 企业项目实践课题研究

学习年限：非全日制学习，一般为两年半。

上课时间：周五晚和周六全天。

录取标准：符合华东师范大学 MBA 录取标准以及项目选拔要求。

所获证书：完成学业后将获得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历证书、硕士学位证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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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投资管理”MBA 项目

为了满足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蓬勃发展对上市公司证券事务管
理人才的巨大需求，依托华东师范大学多学科交叉平台，引入
上海上市公司协会丰富的上市公司资源，合作培养具有上市公
司治理素养、多层次资本市场运作能力、复杂问题综合处理技
巧的三类高层次复合型管理人才：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和投资总监管理岗位的人员。

项目介绍

项目特色

满足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发展时代的
公司人才需求
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金融等跨学科课
程整合
全面引入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课程
上海上市公司协会专业性资源平台
中国上市公司投融资实训平台
打造中国职业董秘俱乐部



学习年限：非全日制学习，一般为两年半。

上课时间：周五晚和周六全天。

录取标准：符合华东师范大学 MBA 录取标准以及项目选拔要求。

所获证书：完成学业后将获得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历证书、硕士学位证书。

上海上市公司协会是在吸收合并上海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协会的基础上于 2011 年 5 月 5 日成立的社
团法人。协会在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登记注册，业务主管单位为上海证监局，同时依托上海证券交易所
等开展相关业务。

协会的会员主体是在上海注册的境内外上市公司、在上海证监局备案的拟上市公司和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及证券主管单位认可的与上市公司业务相关的机构。截至 2015 年 6 月底，会员公司共有 224 家。

协会的宗旨是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准则，加强会员的自律管理，促进会员诚实守信、
规范运作；不断加强上市公司内控制度建设，推进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
展；坚持开拓、创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为政府监管部门与会员之间的
桥梁，促进相互交流，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协会日常工作部门为秘书处，下设有董秘委员会、财务总监委员会和监事长委员会以及综合部、外联
部、会员部、培训部等职能部门，围绕提高上市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准，为会员单位提供多层次、全方
位的服务。同时构筑会员单位之间、会员单位与证券监管部门之间、会员单位与政府部门之间沟通交流的
平台，发挥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上海上市公司协会简介

特色课程

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

投行与兼并收购

证券投资分析

国际金融与外汇

商业银行管理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与实务

证券投资及公司法

固定收益证券

16



“商业数据分析”MBA 项目

为了满足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对大数据分析与管理人才的巨大
需求，依托华东师范大学多学科交叉平台，引入美商天睿公司
(Teradata)专业数据仓库经验、丰富的行业知识和强大的技术性
能，合作培养具有商业理解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以数据为背
景的高层次管理人才。

紧密贴合大数据时代的企业人才需求

全球顶级数据服务供应商专业性技术和资源平台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统计、管理等跨学科课程整合

专业领域精深实务课程与企业实训

项目特色

美商天睿信息系统有限公司（Teradata Corporation ，NYSE: TDC）是全球企业级数据仓库解决方案领导厂

商。Teradata 成立于 1979 年 7 月 13 日，总部位于美国，1991 年 Teradata 被 NCR 收购，2007 年 Teradata

从 NCR 拆分，独立在纽约上市。Teradata 致力于：协助客户制定更明智、更有效的决策，赋予企业不断增长

的原动力。 Teradata 既满怀热忱，亦孜孜以求，并在业界功能最强大、可扩展和值得信赖的技术平台基础上，

适时推出了屡获殊荣的集成专用平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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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数据管理

数据挖掘与商业智能

社会网络分析及商业应用

商业大数据分析

商业数据分析环境

商业数据分析 I：金融行业领域

商业数据分析 II：通讯行业领域

商业数据分析 III：新兴行业领域

学习年限：非全日制学习，一般为两年半。

上课时间：周五晚和周六全天。

录取标准：符合华东师范大学 MBA 录取要求以及项目选拔要求。

所获证书：完成学业后将获得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历证书、硕士学位证书。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其海量数据中蕴含的
商业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大数据时代给中国经济
转型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

18



上海

International Outlook

国际合作与交流

海法大学
University of Haifa

MBA+GGMBA 双学位国际访学项目

华东师范大学 MBA 项目积极开展多层次的国际交流，通过多种形式的
跨文化管理教育，拓展国际化视野，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

19

台湾中兴大学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交换生项目

牛津大学哈里斯曼彻斯特
Harris Manchester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国际访学项目



横滨国立大学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MBA1+1 双学位项目
EMBA 项目
国际访学
日本经营管理课堂

坐拥国际商科资源
中外学校联合培养
海外经营管理课堂
跨文化企业咨询
国际游学交换研修
教师交流互访项目

20

麦考瑞大学
Macquarie University

MBA+银行与金融硕士双学位项目

备注：关于各个国际访学和双学位的项目最终以入学后中心当年的国际交流政策为准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国际访学项目



学生构成（2018级）

在老校长孟宪承先生的塑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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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助学贷款

级别级别 奖学金类别奖学金类别

院级院级

MBAMBA 优秀奖学金一等奖优秀奖学金一等奖

MBAMBA 优秀奖学金二等奖优秀奖学金二等奖

MBAMBA 优秀奖学金三等奖优秀奖学金三等奖

MBAMBA 优秀班集体称号优秀班集体称号

MBAMBA 案例大赛一、二、三等奖案例大赛一、二、三等奖

MBAMBA 原创案例原创案例开发开发大赛一、二、三等奖大赛一、二、三等奖

MBAMBA 创业大赛一、二、三等奖创业大赛一、二、三等奖

级别级别 荣誉称号荣誉称号

校级校级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华东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

校长奖学金、社会奖学金、智慧奖学金校长奖学金、社会奖学金、智慧奖学金

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会会干部、干部、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市级市级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备注：备注：校级奖学金名额及金额依据当年学校实际政策，中心奖学金设置及金额根据当年实际政策执行。校级奖学金名额及金额依据当年学校实际政策，中心奖学金设置及金额根据当年实际政策执行。

华东师范大学 MBA 学员提供商业助学贷款业务，更多信息可从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MBA）《新生入学指南》和《学生手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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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学生活动

• 体育节

• 丽娃结缘派对

• 班级博览赛

• English Cosplay Show

• 案例大赛

• 主题沙龙

• 世界青年企业家论坛

• 新年晚会

• 毕业季文化周

学生事务的信息化管理和一站式服务

基于模拟职场竞争设立学生组织生态体

项目式开发和管理学生活动训练平台

志愿者奉献对于社会责任感和公益精神的养成

联合会官方微博

华东师范大学MBA通讯《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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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部 实践部公关部体育部宣传部文艺部商业部财务部 国际部

MBA 联合会

理事会 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

秘书处

俱乐部一览：

环保俱乐部

公益俱乐部

摄影俱乐部

金融俱乐部

猫画社

英语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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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
Career Development
职业发展部（Career Development Department）以服务 MBA 全体学员为宗旨，为学员提供定
制化职业发展服务和精细化职业发展辅导，帮助学员“认识自我、深化职业认识；确定发展目标，
找到自身差距；完善能力短板，实现阶段目标”。 职业发展部竭力加强校企合作，扩大学员职场发
展网络，构建学员素养与技能与培养环节的关联，指导学员职业发展规划，向企业推荐优秀人才，
同时也为有志于创业的学员提供各种创业信息和平台。

2018 届毕业生职业发展入学前和毕业时情况对比

职场导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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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实验室和俱乐部

“创业实验室”是华东师范大学 MBA 在创业人才培养上的一种全新探索，创业学员、高校教授

和企业高管三方协同，在现有创业课程与企业实践的基础上，利用企业提供的平台，让学员在高校和企业合力

打造的“实验室”平台上活用 MBA 所学管理知识和技能，真正通过“体验创业”获得深层次“创业体验”，

以“实验”的形式进行创业实践教育，提升创业成功率。

“创业俱乐部”将为创业者做实事，俱乐部将邀请各界长期从事创业及融资业务方面的专家为

创业者提供投资、融资、上市方面的培训；定期举办主题沙龙，分享创业成功人士的宝贵经验和心路历程；帮

助实现创业项目与资本对接，根据项目情况推介路演；举办创业项目一对一辅导活动，实现创业者与对应领域

老总或导师间的零距离一对一交流。创业俱乐部的目标是打造成中国最具有活力的校园创业平台。两年内孵化

出具有华师大校友标签的新三板公司，三年内登录 A 股市场成为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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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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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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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全日制MBA项目 非全日制MBA项目

通用管理
新兴产业创

业管理
通用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与应用心理 金融与投资管理 商业数据分析

报考条件 基本条件：研究生毕业满 2年，本科毕业满 3年，专科毕业满 5年。

预面试申请 华东师范大学MBA教育中心官方微信“预面试快速通道”申请参加面试，再补交书面申请材料。

报考时间 全国 MBA联考：10月研招网报名（http://yz.chsi.com.cn ），11月初现场确认，12月下旬笔试。

联考科目
初试科目①204-英语二（满分 100）

②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数学、写作、逻辑，满分 200分），均为全国联考。

复试内容 预面试或正常批面试（综合能力测试、英语能力测试、政治考查）

面试语言 中文为主 中文为主

学制 2年 2.5年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学历证书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硕士研究生学历证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学费
22.8万（可以享受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
22.8万 24.8万

批 次 说 明 申请截止日期 面试日期 结果公布日期

第一批

即日起可递交申请材料，我校

根据申请材料的顺序依次对

申请考生进行背景评估并通

知面试，考生也可以通过预面

试快速通道申请先参加面试

再补交书面申请材料。

2018 年 5 月 5 日 2018 年 5 月 10 日晚

面试后 24 小时内以邮件的

形式告知考生面试结果，书

面申请材料交全的考生可

在面试申请系统内查询面

试结果。

第二批 2018 年 6 月 2 日 2018 年 6 月 7 日晚

第三批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7 月 5 日晚

第四批 2018 年 9 月 8 日 2018 年 9 月 13 日晚

第五批 2018 年 10 月 6 日 2018 年 10 月 11 日晚

第六批 2018 年 10 月 20 日 2018 年 10 月 25 日晚

第七批 2018 年 11 月 10 日 2018 年 11 月 15 日晚上

入学申请

华东师范大学 MBA 项目信息

华东师范大学 MBA 2019 年招生预面试时间表

报考咨询：021-6223 3427,3252 9408 网址：http://www.mba.ecnu.edu.cn

E-mail：mbaecnu@163.com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MBA 教育中心 302 室

扫码即可提交预面试

快速通道申请

华东师范大学 MBA

官方微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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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计划”
——华东师范大学校友 MBA 推荐项目

也许您已离开学校多年，已成为社会的一颗“成功之星”，您的光芒照耀着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他
们可能也想像您一样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员。您的推荐将更好的助力他们圆梦师大 MBA！

凡华东师范大学校友推荐的 MBA 考生，我们在同等条件下将优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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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星光计划”具体操作流程：

1、扫描下方二维码

2、在线填写表格并提交

3、招生办公室接收到您的推荐表后，会主动联系您所推荐的亲友，并及
时邀请他参加“一对一报考咨询”或 MBA 系列讲座等。



MBA 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