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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特色化发展道路，丰富中国 MBA 教育生态；

做创业者成长伙伴，奉献社会 MBA 品牌价值。

欢迎报考浙江工商大学 2014 双证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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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创建于 1911 年，是中国最早的商科专业学校。至今已有百年的办

学历史，培养了章乃器、骆耕漠等著名校友。学校现有研究生、全日制普通本科在校

生 26500 余人，教职工 2050 余人。

学校拥有 9 大学科、61 个本科专业、65 个硕士点、11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拥有

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等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 5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5

个省级重点专业、现代商贸研究中心和浙商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

学校先后与美、英、加、澳、日、韩等 80 多个国家的大学、教育科研机构建立

了合作关系。2004 年起，学校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合作培养项目管理硕士（MPM）。

浙江工商大学法语联盟是法国法语联盟在浙江省的唯一合作伙伴。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MBA01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学校 介 绍

浙江工商大学 MBA 学院是浙江省唯一独立建制的

MBA 学院，下设 MBA（工商管理硕士）和 MPM（项目管

理硕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MOE33CA1A200301050]

两大专业硕士学位项目。2003 年我校获得教育部 MBA 项目、

中加合作 MPM 项目办学资格。我校是全国第五批、浙江省

第二批 MBA 招生院校；是教育部批准举办中外合作 MPM

项目最早、招生规模最大的院校之一。

浙江工商大学 MBA 学院依托学校工商管理学和应用经

济学一级博士点等学科优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商研究中心等众多高层次的科研平台优势，市场经济发

达和浙商群体活跃的区域优势，以教学质量为中心，以满

意服务为手段，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根植浙江经济，有机

整合校内外资源，培养既反映区域经济和文化特点，又能

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需要的企业创新和创业管理、现

代商贸和营销管理、金融和财务管理等方面高级人才。目前，

在校就读和已经毕业 MBA 和 MPM 学生已逾 3000 人。

学院基本概括

培养目标

项目定位

培养理论素养与管理实务并重，国际视野与本土优势

兼备，战略思维与执行能力俱佳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

根植浙江经济，面向长三角地区，服务地方建设；

发挥学科优势，依托科研机构，着力培养特色人才；

国际化与本土化兼顾，校内外资源整合，打造特色项目。

 MBA School

MBA02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学 院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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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项目简介

 根据 21 世纪工商企业经营及管理的需要，培养

理论与实务并重，能够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及不同文化

背景下从事工商企业中高层经营管理工作的复合型、

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导入先进的 MBA 文化，指导学员做好学涯规划和

职涯规划，培养和鼓励学员善于谋划、崇尚行动、勇

于创新、追求卓越。

导入“双全教育理念”，提供从备考到毕业后的

终身教育服务、校友资源终身享用和教学资源终身享

用的全过程服务。注重素养、思维、视野与实战能力

俱佳的全方位人才培养。

MBA 03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核
心
知
识
模
块

必修 管理经济学 112001 2

必修 组织行为学（英） 112002 2

必修 数据模型与决策 112003 2

必修 管理信息系统 112004 2

必修 战略管理 112005 2

必修 营销管理 112006 2

必修 人力资源管理 112007 2

必修 运营管理 112008 2

必修 财务会计 113009 3

必修 公司理财 112010 2

必修 管理理论与前沿 112011 2

                                      小  计 23

职
业
素
养
模
块

必修 入学导向 121001 2

必修 责任学分 121002 2

必修 企业、市场与政府 122003 3

必修 管理沟通 122004 2

必修 企业社会责任 122005 2

必修 领导与执行力 122006 2

                                      小  计 13

实
践
技
能
模
块

必修 学位论文 131001 4

必修 商务英语 132002 2

必修 商业运营模拟 132003 2

选修 5 学分

商业计划书 131004 2

企业工作坊 131005 2

学习之旅 131006 3

商道论坛 131007 3

                                         小  计 13

实
务
提
升
课
程
（6

学
分
）

选修 - 创业与创新方向
（至少选修 6 个学分）

创业资源管理 142001 2

创业风险管理 142002 2

项目管理 142004 2

创业团队管理 142005 2

财务报表分析 142006 2

创新管理 142007 2

选修 - 营销与服务方向
（至少选修 6 个学分）

消费者行为学 142008 2

服务营销 142009 2

品牌管理 142010 2

电子商务 142011 2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142012 2

客户关系管理 142013 1

选修 - 金融与财务方向
（至少选修 6 个学分）

中国金融问题前沿 142014 2

投资与理财 142015 2

Excel 在金融中的应用 142016 1

金融技术分析 142017 1

内部控制与实务 142003 2

财务报表分析 142006 2

学分合计 55

课程设置

MBA 04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工商大学MBA学院2014招生简章.indd   8-9 2013/9/25   16:56:49



With the accelerating of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hina, there emerges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high-
calibe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alents. 
Cooperating with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those 
MBA students in ZJSU who aspire to pursue further 
studies in the U.S. to get double MBA degrees. MBA 
stude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ZJSU is recognized 
by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and they only need one 
more year’ schooling in MSU to get the MBA degree if 
they pass all the exams required there.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these students can still apply for a graduate 
degree from ZJSU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gulations.

So far The MBA School has sent three batches of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program, and the first two of 
them have returned home after completing the overseas 
studies.

Exchange Program

Different from the regular courses, Business Study 
Tour mainly aims to develop student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 l ls, 
and integration capacities, prompt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so that they are competent enough for 
the globalization trend. Since 2011, Canada, France and 
Hong Kong Business Study Tours have been organized, 
and students responded enthusiastically.

Business Study Tour

学习之旅主要培养 MBA 学员的国际化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整

合与应用能力，使学员们可以更好的适应国际化趋势，全面提高学员

们的综合竞争力。区别于传统课堂教学，让学员参与其中，主要培养

MBA 学员的国际化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整合与应用能力，使学员

可以更好的适应国际化趋势，全面提升学员们的综合竞争力。我院自

2011 年起，陆续推出香港、加拿大、法国学习之旅，学员积极参与，

反馈颇佳。

学习之旅

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对国际化高级工商管理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浙江工商大学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合作，为有志赴美国

留学的浙江工商大学 MBA 学员提供双 MBA 学位的机会。美国大学承认浙江工商大学学员的学历，学员在美学习一年，成绩合格者将获得密

苏里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学员回国后可另按浙江工商大学规定申请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学位。

我院已连续送出三届学员赴美参加该项目，其中前两届学员均已顺利学成归国。

交换生项目

MBA 国际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MBA School

MBA 05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学生感言 Alumni Testimonials

在密苏里州立大学这一年扎扎实实地学习了
专业知识、大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加强了
英语交流能力、结交了一些国际美国朋友。通过自
己的勤奋努力，为自己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交了一
份满意的答卷。非常感谢我的母校浙江工商大学和
MBA 学院老师们对我在美期间生活和学习的关心和
指导，正是有了母校与密苏里州立大学的合作项目，
才让我有此机会成为海外莘莘学子中的一员。

王玲玲

罗骏

Wang Lingling
During the one year in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I studie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a down-to-earth manner, and I also broadened my 
horizons, enlarged my views, enhanced my English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and made some American friends. With all these efforts, I 
handed in a satisfactory answer sheet to my study and life in the U.S. 
I am really grateful to the teachers from ZJSU and The MBA School 
for the care and guidance they gave to me when I was in America. It 
was nothing else than the cooperation program between ZJSU and 
MSU that provided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ursue further studies 
overseas.

这一年的美国生活意义非常。这些收获不仅仅
是在学业上的，更多的是对我思维方式的改造，眼
界的开阔。美国学习生活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我对
未来原本的定义，让我开始用不同的角度在看待一
些事情，让我们有更多契机，有更多时间去观察他
人的生活，思考自己的人生。世界很大，走出那道
围墙去看更广阔的天空，我们会发现其实选择很多。

水淑芳

Shui Shufang

The one year’ life in America is quite meaningful. I reaped not only 
academic achievements, but also a transformed mode of thinking and 
broadened horizons. Studying in the U.S. has somehow subverted 
my previous understanding of the future. I began to adopt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look at things and that provide me with more chances 
and more time to observe others’ lives and to reflect on my own. The 
world is big; if we walk out of the enclosing wall and look outside, we 
shall find lots of choices actually await us there.

这一年的学习和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收获
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很感谢浙江工商大学 MBA 学院
的所有老师，在我们有困难时，竭力地想方设法帮
助我们，支持我们，使我们深深了解到，即使我们
远隔重洋，也有母校的老师站在我们身后。

留学之所以是一段奇妙的人生经历是因为陌
生的环境特别能激发我们的勇气和潜能，异国他
乡易助我们感受丰富多彩的世界。留学生活犹如
一盒巧克力。 一旦品尝，你就无法忘记它的独特
滋味。

Jiang Yu

Luo Jun

This one year’s study and life helped me a lot and what I reaped 
couldn’t be weighed by dollars and cents. I really appreciated all the 
teachers from The MBA School of ZJSU. They spared no efforts to 
help and support us whenever we had difficulties, which made us 
deeply aware that even though we were abroad and far away from 
home, they were always there for us.

Study abroad is a wonderful life experience because a strange 
environment can particularly inspire our courage and potential and 
overseas country can easily help us touching the colorful world. Life 
of study abroad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Once tasted it, you would 
never forget its unique flavor.

MBA 06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蒋

工商大学MBA学院2014招生简章.indd   10-11 2013/9/25   16:56:52



MBA 07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MBA 08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随着 MBA 学院办学规模的增加，教学要求的提高，为提高师资教学水平，为保

证师资资源，MBA 学院加强培训，大力支持 MBA 和 MPM 任课教师参加国内外的课

程教学培训，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学院还采用“3+10”师资整合计划，吸引海内外优

秀教师。即每门课程有3位主讲师资，通过3位核心主讲教师带动外围的10位辅讲师资。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BA School, the 
teaching quality requirements have been raised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ensure the teaching resources, MBA School have 
been enhancing the training, fully supporting professor 
for MBA and MPM program to attend teaching 
methods training, comprehensively reinforcing the 
teaching team. Meanwhile, by implementation of 
“3+10 Program”, MBA School are trying to attrac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outstanding professors, 
which means every course are delivered by 3 main 
professors, and in the same time, those 3 professors 
will bring in 10 auxiliary professors for this course.  

 Faculty building

淡马锡项目

师资队伍建设

淡马锡计划是指由新加坡淡马锡基金会资助、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推行的“中

国 MBA 师资开发及办学能力建设计划”，经过新加坡淡马锡基金会和全国 MBA 教指

委的遴选，浙江工商大学荣幸成为“中国 MBA 师资开发及办学能力建设计划二期项目”

的受援院校，并与财经类院校当中办学能力强、办学特色鲜明、师资和管理水平一流

的上海财经大学结对。这是提升我校 MBA 办学能力和师资水平的重大契机。

China MBA Schools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MBA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 which is founded by 
Temasek Foundation and organized by China National 
MBA Education Supervisory Committee(CNMESC), 
ZJGSU is honored to be selected as one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receive aid from 
“China MBA School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 Phase II Project” and 
become partners with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which is one of the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strong 
school running capacity,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first-rate faculty and management level. It is a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improving our MBA capacity 
and faculty strength.

Temasek Program

遴选实用课程，国际师资全英文授课 举办各类沙龙，提升学员文化素养

举办各类校际活动，加强各校交流 举办各类创业大赛，促进学用结合

企业实地参观考察，“移动课堂”教学模式 聘请专家、学者、企业家，定期举办商道论坛

丰富的第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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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秋季工商管理硕士（MBA）报考指南

一、报考条件

　　大学本科毕业后工龄满 3 年或大学专科毕业后工龄满 5 年、研究生毕业后工龄满 2 年。

即 2011 年 8 月 31 日前大学本科毕业，2009 年 8 月 31 日前大学专科毕业或 2012 年 8 月 31 日前研究生毕业。

报名条件要求的工作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8 月 31 日。

二、报名手续及考试时间

1、报名网址 http://yz.chsi.com.cn；教育网网址 http://yz.chsi.cn

2、网上报名日期：2013 年 10 月 10 日—31 日每天 9：00-22:00（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凡不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在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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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考生根据个人情况可选择下列我省考试院规定的报考点，于 2013 年 11 月 10 日至 14 日，持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普通高校

和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核对，考生确认本人网报信息、

摄像并缴纳报考费 120 元（考生办理报考手续缴纳报考费后，不再退还）。逾期（时）将不予办理，未确认网报信息的考生将不能参加考试

和录取。 

4、考试时间 ：

2014 年 1 月 4 日      上午 综合能力       1 月 4 日    下午        外语

5、复试时间：2014 年 4 月，分数线由国家统一划定，复试由学校自行组织。

6、入学时间：2014 年 9 月

三、学费

MBA 学费全程 65000 元 / 人 ( 含教材费等各类学杂费用 ) 

MBA

MBA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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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意事项

          考生务必认真填写各项个人信息，仔细核对并确认，确认后的信息不作修改，因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承担。

   我省硕士研究生 11 个报考点设置如下（单位名称前 4 位数字为报考点代码，报考点名称后为所受理报考的单位范围）： 

   3301 杭州市教育考试院报考点：

          报考全国统考、联考（不含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确认浙江工业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推免生与杭州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硕士生的网报信息；

          地址： 杭州市密渡桥华浙广场 9 号 ( 白马大厦北侧裙楼 )

   3302 宁波市高校招生办公室报考点：报考全国统考、联考，确认宁波大学推免生与农村教育硕士生的网报信息；

   3303 温州市教育考试院报考点：报考全国统考、联考，确认温州医学院推免生的网报信息；地址：温州市龙方路（二十一中学校内）

   3304 嘉兴市教育考试院报考点：报考全国统考、联考； 

   3305 湖州市教育考试中心报考点：报考全国统考、联考； 

   3306 绍兴市高校招生办公室报考点：报考全国统考、联考； 地址：绍兴市渔花桥河沿 56 号

   3307 金华市高校招生办公室报考点：报考全国统考、联考，确认浙江师范大学推免生与农村教育硕士生的网报信息； 

   3308 衢州市高校招生办公室报考点：报考全国统考、联考； 

   3309 丽水市招考中心报考点：报考全国统考、联考； 

   3310 台州市教育考试院报考点：报考全国统考、联考； 

   3311 舟山市教育考试中心报考点：报考全国统考、联考；地址：舟山市临城新区翁山路 299 号 ( 舟山市教育局考试中心 )

联 系 方 式

　　电 话： 0571-88055297,88075253,88071024—7357

　　联系人： 叶老师、廖老师、陶老师

　　网 址： mbaxy.zjgsu.edu.cn

　　邮 箱： bettyyyb@126.com、mba522@126.com

       地 址： 杭州市教工路 149 号浙江工商大学 1 号行政楼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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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毕业年限如何计算？

答：大学本科毕业后满 3 年或大学专科毕业后满 5 年、研究生毕业后

满 2 年。即 2011 年 8 月 31 日前大学本科毕业，2009 年 8 月 31 日

前大学专科毕业或 2012 年 8 月 31 日前研究生毕业。报名条件要求

的毕业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8 月 31 日。

　

2．本科毕业证（无学位）可否报考？

答：只要有教育部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即可报考，不要求一定有学位。

3、专科毕业生是否可以报考？大专生在报考过程中是否有附加要求，

比如英语四级证书，发表论文，加试课程等？

答：可以，需符合专科毕业五年以上。我校没有对大专毕业生报考附

加任何条件。

4．专科毕业后，又通过高教自考或成人教育（专升本）获得本科毕

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以何种身份报考？

答：专升本的考生，获得本科毕业证后够 3 年以本科身份报考；本科

毕业后不够 3 年的，仍然要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注：党校系列中参

加全国成人教育考试获得的学历才可承认。

5．有硕士学位的考生能否报考工商管理硕士？

答：已获硕士学位且有两年或两年以上的人员可以报考。如果获得硕

士学位后不满两年，只能以本科身份报考且需要本科毕业后 3 年以上。

6．获得双学士学位可否按照硕士学位报考 MBA ？

答：不可以。获得双学士学位也要按本科学历身份报考。

7. 持本科肄业证书或本科结业证书可以报考 MBA 吗？

答：只有本科肄业证书不能报考，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

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8. 已获得港澳地区或国外本科（硕士）学历学位的考生，可以报考吗？

答：在港澳地区或国外取得本科（硕士）学历学位的考生须到教育部

相关部门进行认证，认证通过后，方可以本科（硕士）学历报考，且

本科毕业后三年以上。

9．对现役军人报考有何限制条件？

答：现役军人与其他人员报考资格要求相同，但录取后不转户档。

10．外地考生可以报考 MBA 在职项目吗？

答：MBA 在职项目的上课时间一般安排周六、周日和平时晚上（根

据当年课程安排及学生选课情况，可能有 2 个晚上）。考虑到实际情

况，该项目较适合在杭州及省内周边地区工作的考生报考。

11．工商管理硕士入学考试科目是什么？有大纲和参考书吗？

答：工商管理硕士入学考试科目为管理类综合能力和英语二。联考书

目：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2014 年 MBA 联考考试大纲》和《2014

年 MBA 联考辅导教材》。

12．接收考俄语、日语的考生吗？

答：全国 MBA 联考只提供英语考试，尚未提供其他语言类外语考试，

故目前还不能接收俄语、日语考生。

13． 全国 MBA 联考考试科目有哪些及各门考试满分各是多少？

答：MBA 联考是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的，共二门：英语二，管理类综

合能力考试（包括数学、写作与逻辑）。其中，英语满分为 100 分；

综合能力测试中数学满分为 75 分，写作满分为 65 分，逻辑满分为

60 分，共 200 分。笔试总分为 300 分。

报考浙江工商大学 2014 年双证 MBA

常见咨询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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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外地考生报考浙江工商大学 MBA 可否在当地参加笔试 ?

答：省内考生可以依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省考试院规定的报考点，具体

参考报考指南，外省学员必须选择浙江省内报考点。

　

15、2013 年（上一年）工商管理硕士（MBA）国家东部线是多少？

答：2013 年国家二门联考（英语二、管理类综合能力）总分不低于

155 分，且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41 分，综合能力单科成绩不低于 82

分。（历年分数线与当年的考试难度有关，分数线供参考）。

16．调剂时需要考生本人与接收调剂的学校联系吗？

答：需要。由于各校复试录取工作的时间不同，且当年考试情况及录

取人数与前一年可能会有变化。因此，比较保险的办法是，当你知道

自己的成绩在第一志愿校有可能落选时，请马上与接收调剂的院校联

系，提出调剂申请。

17、学校是否为考生提供调剂录取信息？

答：调剂录取阶段，考生应经常进入中国研究生招生网

网址：http://yz.chsi.com.cn（公众网）；http://yz.chsi.cn（教育网）。 

18． 浙江工商大学 MBA 的学费是多少？

答： 6.5 万元（含教材费及各类学杂费）。分两年缴纳。

19. 请问浙江工商大学 MBA 的专业方向有哪些？

答： MBA 设有 3 个学习专业方向：创业与创新方向、营销与服务方向、

金融与财务方向，论文的专业方向有 40 余个，主要分布在浙江工商

大学各类相关商科性质学科。

20. 是否解决住宿问题？

答：不承诺解决住宿，但在学校当年资源允许的情况下会尽量解决全

日制外地生源同学的住宿问题。

21、浙江工商大学 MBA 项目有哪些教学点？

答：浙江工商大学 MBA 项目目前有杭州、温州、绍兴、舟山四个教

学点可供学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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