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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

上海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由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其前身是创办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
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为国家培养了十多万优秀人才，包括一批杰出政治家、社会
活动家、实业家、科学家，如江泽民、陆定一、丁关根、汪道涵、钱学森等著名校友，为国家的繁荣和科技的发
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历史底蕴深厚。1903年中国现代商业之父、上海交大创始人盛宣怀先生
向清政府奏请开办“南洋公学高等商务学堂”。1918年建立了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科。1979年成立工业管理工
程系，复建管理专业。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上海交通大学重建管理学院。1996年美国安泰国际集团出资与上海
交通大学共建管理学院，2000年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2006年3月更名为现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
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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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我愿同大家分享我对学院未来的热情和

期冀。

上海交通大学在1918年就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管理科目。进入新千年之后，上海交通

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仍然是中国商业研究和教育的领军者之一。我们的成功有赖于

交大的优良传统：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我们的很多教师受训于国

际一流院校，他们从事的创新性研究得到了同行学者的赞誉。我们的MBA、EMBA、管

理学硕士和高管培训项目常年在国内外权威评比中名列前茅。我们先后获得AACSB、

EQUIS与AMBA三项国际权威认证，在国际商业教育领域内建立了声誉。我们同包括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以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国际知名院校开展了

多类合作项目。

要办成一所真正的国际一流商学院，我们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必须设置一个保障

学术自由和教授治学的组织架构；我们必须建设一支有国际水准的学者和专家的师资队

伍；我们必须改善和策划针对全球经济中未来的商业领袖的培养方案；我们必须提供一个

产学研交流合作的平台；我们必须强化校友网络为毕业生提供终生服务。

多年来，学院有幸得到了全体师生员工以及社会各级机构和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在

当前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尤为需要各方的支持。让我们共同努力，在挑战中寻找机遇，将

梦想转变为现实，为安泰的光辉历史添写新的篇章。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院长  教授

周林，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耶鲁大学、杜

克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等校任教，曾任上海交大经济学院院长和上海交大上海高级

金融学院创院常务副院长。2006年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9年当选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

（Fellow），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大陆院校的学者。

2013年，应著名国际商学院认证组织美国精英商学院协会（AACSB）董事会邀请，担任AACSB管理

教育事务委员会（Committee on Issues in Management Education, CIME）委员。2014年，应

EFMD董事会邀请，担任国际商学院认证体系EQUIS认证授证委员会（EQUIS Awarding Body）委员。

院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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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项目介绍

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道德情操、全球化视野、系统的工商管理知识、综合运用知识和
自主创新的能力

使命

愿景

核心价值观

培养目标

办学特色

成为国际一流、中国特色的MBA项目

感恩  责任

培养具有品行正、视野宽、基础实、创新力强、人文底蕴深厚的商界领袖和业界精英

以人为本，注重素质能力培养，教师启发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特色篇

学制两年或两年半，全日制或非全日制

企业实习、海外学习植入整个培养阶段

提倡终身学习，向校友免费开放精品选修课

灵活学制

学员来自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结构多样化

全球60多所商学院参与海外交换

双学位、交换生、国际游学，三位一体拓展国际视野

全球视野

课程立足本国市场，教学贯穿国际视野

聚焦中国商界，双语教学灵活选择

超过80%的任课教师拥有博士学位

教学运用最新商业思维

权威专家

跃居英国《金融时报》MBA排行榜全球第34位

中国大陆首家同时获得三项国际权威认证的商学院

国内唯一一家MBA、EMBA、管理科学硕士、高管教育四大核心项目全
部进入英国《金融时报》全球五十强的商学院

世界一流

创业课程，学以致用

创业大赛，挖掘培养

创业基金，孵化扶植

创新创业

院长致辞 项目与实力 课程与特色 职业与校友 奖学金 金鹰计划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03/04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MBA教育项目系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认定的工商管理硕

士（MBA）学位点，提供学历和学位教育。自1994年开始，迄今办学23年，已招收万余名MBA学员。

安泰MBA项目秉承交大百年办学的优良传统，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以进取务实的态度，在规范、

质量、品牌、特色上下工夫，项目开展至今，已具备了良好的品牌效应。在2008年和2011年交大安

泰分别获得了AMBA、EQUIS和AACSB三项国际顶级权威管理教育体系认证，是中国大陆首家同时

获得三项国际认证的商学院。2017年，安泰MBA项目在英国《金融时报》排名中实现“四连扬”，

排名跃居全球第34位，再度代表中国商学院挺进全球50强。同时，交大安泰经管学院也成为国内唯

一一家MBA、EMBA、管理科学硕士、高管教育四大核心项目全部进入英国《金融时报》全球50强

的商学院。

近年来，安泰MBA项目不断创新招生程序，以更加公开、公正、公平的形式，吸引了更多具有

商业领袖潜质的群体成为MBA大家庭的成员。2008年在全国率先推行了“提前批”面试政策，招生

工作实现了从追求生源数量向追求生源质量的成功转型，并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和认可，成为

了全国MBA院校招生改革的引领者。2010年，安泰MBA项目又进一步将“提前批”面试政策系统化

成“金鹰”计划。



师资篇

教授、博导
上海交通大学“产业组织与技术创新研究
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产业组织理论、技术管理与创
新、企业并购与重组

陈宏民

教授、博导、博士
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系主任
金融MBA项目主任
研究领域：公司金融、金融工程与证券市场

吴文锋

特聘教授、博导、博士
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
社会经济学

陆铭

教授、博导、博士
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
研究领域：组织行为学、管理学理论

井润田

教授、博导、博士
2013亚洲最佳营销学教授
研究领域：市场营销、战略管理

吕巍

教授、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MIB（国
际商务）项目主任 
研究领域：知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跨文
化比较研究

路琳

副教授
研究领域：财务会计、审计、企业内部控制

刘涛

教授、博导、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战略管理研究所所长
研究领域：企业管理、企业战略、区域经济
发展战略研究

孟宪忠

教授、博导、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研究领域：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服务运作
管理、先进制造系统调度与优化

董明

教授、博导、博士
研究领域：财务会计、公司财务、国际财
务管理

徐晓东

教授、博导、博士
研究领域：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货币理论
与政策

胡海鸥

教授、博导、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国际金融、宏观经济、货币与
银行

潘英丽 
教授、博导、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研究领域：应用经济、战略管理、市场营销

于冷

教授、博导、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研究领域：国际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虚拟学习和虚拟团队、组织变革和组织认同

唐宁玉

教授、博导、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统计与决策分析研究中心
主任
研究领域：决策科学与优化方法、统计分析
及指数化方法、运营管理和收益管理

田澎

教授、博导、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金融工程—资产定价、风险管理
与产品创新

吴冲锋

教授、博导、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上海交通大学品牌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品牌战略与市场营销、公共关
系与广告研究

余明阳

教授、博导、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
科学系系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MBA
项目主任
研究领域：管理心理与行为

张新安

任课教师职称分布图

任课教师学历分布图

82%

18%

23% 31%

46%

任课教师中超过40％为博导，82％有博士学位，

超过90%有海外经历，95％以上有企业经验。

博士学历

博士以下学历

副教授

教授

讲师

院长致辞 项目与实力 课程与特色 职业与校友 奖学金 金鹰计划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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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篇

AACSB、EQUIS和AMBA是国际公认的管理教育届的三顶皇冠。作为中国大
陆地区首家同时获得AACSB、EQUIS和AMBA全部三项国际顶级认证的商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经济
管理人才。

中国大陆地区首家同时获得
AACSB、EQUIS和AMBA全部三项国际顶级认证的商学院

美国纽约，
交大安泰荣获AACSB认证

AACSB美国精英商学院协会从
创立之初起一直作为评价和认可商
业教育学院的国际协会。1960年起
成为管理教育的最具权威的认证机
构。旨在促进已获认证和申请认证
的学校提高学生学习水平和师资及
管理水准。AACSB的21条认证标准
包括了“战略标准”、“参与者标
准”和“教学保障体系（AOL）标
准”三大部分。AACSB认证是对大
学所有商科项目和专业的质量认证
体系，AACSB的规范与评价标准，
是全球管理教育的最高标准。

比利时布鲁塞尔，
交大安泰荣获EQUIS认证

EQUIS认证是由总部设在比利
时布鲁塞尔的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EFMD ) 所提供的国际性商学院质
量认证体系，也是欧洲最严格的质
量认证体系。EQUIS认证并不只是
对MBA项目或者某一方面的认证，
它的认证范围涵盖了认证学院发展
的所有领域，旨在通过认证标准的
设立和经验的交流学习，提升全球
的管理教育的整体水平。

2011年4月 2008年6月

葡萄牙里斯本，
交大安泰荣获AMBA认证

国际MBA协会（Association 
of MBAs）总部设在英国，旗下的
AMBA认证是其针对商学院MBA项
目的国际认证体系。它旨在为全球
各地的MBA项目做独立的权威认证。
对于商学院来说，认证确认了其
MBA专业点的地位，表明其在国际
上已获得广泛可。对于MBA毕业生
来说，认证肯定了他们所获学位的
含金量。对于雇主来说，认证通过
的MBA项目名单为招募高水准的员
工提供了质量保证。

2008年4月

2017年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全球排行榜中，交大安泰MBA项目跃居全球第34位，连续

两年代表中国商学院跻身国际一流，与纽约大学、密歇根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康奈尔大学、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牛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等26所国际一流商学院比肩而

立；此外，交大安泰高管教育位列全球第8，连续三年亚洲第一；交大安泰管理学硕士在2017年

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全球排行榜中跃居全球第32位，连续九年进入全球50强。在2016年度

《金融时报》发布的全球排行榜中，交大安泰EMBA项目位列全球第7，连续两年全球10强，亚

洲第一。

由此，交大安泰成为了国内唯一一家四大核心项目同时跻身全球五十强的商学院，这充分体

现了交大安泰在商学教学和实践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MBA

EMBA

MIM

2016英国《金融时报》全球EMBA排行榜
交大安泰EMBA位列全球第7
连续两年全球10强，亚洲第1

2017英国《金融时报》全球MBA排行榜
交大安泰MBA实现“四连扬”
跃居全球第34位
就业率全球第一，薪资增长率全球第二

2017英国《金融时报》全球管理学硕士榜单
交大安泰跃居第32位，连续九年名列全球50强

EE
2017英国《金融时报》全球高管教育榜单
交大安泰位列全球第8，连续三年亚洲第一

院长致辞 项目与实力 课程与特色 职业与校友 奖学金 金鹰计划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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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                      ，简称FT）是世界领先的商业新闻机构，以

其报道内容的权威性、真实性、准确性享誉世界。英国《金融时报》的教育项目

排名，是目前世界公认的评选流程最规范、最权威的商学院课程排名体系之一。

Financial Times



历程篇

业余制MBA获"十大MBA品牌"(二十一世纪传媒"2010-2011年度21世纪商学院竞争力调研")。

CLGO项目获"特色竞争力MBA"(二十一世纪传媒"2010-2011年度21世纪商学院竞争力调研")。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全球运营领袖项目(CLGO)同学会成立。

“中国全球运营领袖”(CLGO)项目组申报 “CLGO校外创新基地建设”项目，顺利获得交大“985”三期资金支持，列入研
究生院211三期“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建设”项目。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分会安泰MBA专项基金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届理事会会议。

2010-2011“华威杯”MBA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顺利举行，上海交通大学代表队从来自全国的13所国内一流高校创业团
队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获搜狐网“2013年中国教育产业突出贡献金狐奖”。

获腾讯网“十年最具社会影响力MBA院校”奖。

获第十三届中国MBA发展论坛“最佳MBA活动组织奖”。

2013（第十一届）中国MBA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隆重举行。

2015年英国《金融时报》公布了本年度全球MBA百强排行榜，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
院MBA项目位列第55名，在去年77名的基础上前进了22位，居中国本土商学院之首，其全球
实力与国际声誉再次得到了权威认可。

2016年英国《金融时报》MBA全球百强榜发布，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MBA项目跃居全球39位，领衔本土商学
院进入全球前五十。

2014年度英国FT全球商学院MBA百强榜揭晓，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MBA项目再次领衔上海本土商学院挺进全
球百强，位列第77名，居上海本土商学院之首，其中薪资增长率和就业率两项指标排名全球第一，分别为166%和100%。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正式通过欧洲质量发展体系EQUIS的再度认证，并鉴于安泰在过去三年中在教育质量和管
理水平上的显著提升和卓越成果，授予EQUIS最高标准的五年期再认证。自此，交大安泰成为了目前国内首家获得全部三大
国际认证最高认证的商学院。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恢复建院3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

2014年秋季安泰MBA项目首次设立美国西部线路，与美国东部游学线路略有不同，美国西部线路增加了对美国著名企业的
探访，课程学习上相应也增加了创业方面的内容。

“慧谷杯”2014年（第十二届）中国MBA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交通大学隆重举行。

2012年度中国最佳MBA排行榜"综合排名第三位(《经理人》杂志)。

第11届“波尔多左岸杯”世界顶尖高校葡萄酒盲品挑战赛半决赛中国站，上海交通大学安泰MBA学子入围全球决赛，首次
代表中国参赛队与其他国际赛区半决赛的优胜队争夺“波尔多左岸杯”荣耀之冠。

交大安泰MBA获得上海高校MBA龙舟邀请赛亚军。

交大安泰MBA代表队荣获中欧2012MBA创业大赛“最佳商业创意”奖。

安泰MBA首次美国东部游学团成功举行，走访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六大世界顶级名校，听取著名教授课程并参观校园，
参访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四大美国经济、历史文化和教育中心城市。

交大安泰MBA夺得上海市第九届MBA"阳光杯"体育节团体总冠军。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MBA代表队获得2012（第十届）中国MBA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冠军。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MBA深圳教育中心暨深圳学生联合会成立。

在第十一届中国MBA发展论坛暨首届中国EMBA高峰论坛上，我院MBA在校生联合会荣获“2010年中国十大优秀MBA联
合会奖”，这也是上海地区唯一获得该项殊荣的MBA联合会。

由财经管理类权威杂志《经理人》发起的“2010年度中国最佳MBA排行榜”揭晓，我院MBA项目综合排名第四位。

由教育部中国教育网、中国教育在线主办的首届“教育公益盛典”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荣获了“2010
年度商学院杰出贡献奖” 。

《金融时报》2008年度MBA全球百强排行榜中，我院MBA项目首次参评便取得佳绩，列全球第41位。

AMBA（Association of MBA）授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AMBA认证。

启动“中国制造业领袖（CLFM）”项目。

《经理人》杂志公布的“2006年度中国最佳MBA排行榜”，我校MBA项目名列全国前四强，与清华、中欧、北大位
于同一方阵。

《福布斯》MBA项目排名中，我校在职MBA项目名列全国第二名。

在“第三届MBA成就奖”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高票当选“十大MBA成就院校”。

开设金融MBA项目，专门开设针对金融财务的系列课程，以适应新型国际金融人才的专业能力培养要求。被“中国大
学评价”课题组及《新财富》杂志评为国内MBA院校前五位。

在《亚洲商业周刊》2004年度MBA项目的排名中，我院MBA教育项目名列东亚地区第三名，仅次于香港中文大学
和香港大学。

《经理人》杂志2004年度“中国MBA商学院排行榜”中，我院排名第四。

院长致辞 项目与实力 课程与特色 职业与校友 奖学金 金鹰计划

上海交通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首届“中国制造业领袖”CLFM双硕士项目开学。

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正式签订了双方在上海合作开设MBA课程的协议，首批招收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MBA）50名。

 “上海交通大学MBA职业发展中心”正式成立。

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科技管理领域长期合作备忘录”，在上海携手推出“技术管理硕士（MTM）”学位教育项目。

与香港城市大学合办授予香港城市大学学位的MBA班。

澳大利亚《亚太商业周刊》公布了2001年度亚太地区商学院的排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名列第23位。

率先在全国推出了MBA专业化教学，开设国际MBA和技术管理MBA等项目。

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开办主要面向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干部的“企业管理人员在职攻读MBA学位班”，招生人数从
原来的30人猛增至300人。

经国家教育部和学校同意，在深圳市青年学院设立MBA硕士点。

开始设立富有交大特色的MBA论坛，被称为“上海高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成为全国26所MBA教育试点院校之一，开始试办MBA项目。

安泰MBA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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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成功通过AACSB再认证。此次成功通过AACSB再认证，是对安泰近年来发展成果的高度认
可，也将成为学院未来持续追求世界卓越商学院教育的不懈动力。

2017年英国《金融时报》MBA全球百强榜中，安泰MBA实现“四连扬”，跃居全球第34位，
就业率全球第一，薪资增长率全球第二。

我校成为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GMAC）会员学校之一。

我院成为全球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协会的项目合作伙伴。



国际MBA
（IMBA）

全日制MBA 非全日制MBA

综合MBA
（General MBA）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MBA项目
安泰MBA项目按培养性质分为全日制、非全日制；按项目特色分为国际班（IMBA）、中国全球运营领袖班（CLGO）、

金融班、综合班；按授课地点分为上海、深圳、新加坡。

在MBA教育中还设置七大课程方向：市场营销方向、财务金融方向、人文方向、经济与决策方向、企业战略与领导力方
向、电子商务与运营方向、综合管理方向

中
西

中国全球运营领袖项目
（CLGO）

金融MBA
（Financial MBA）

院长致辞 项目与实力 课程与特色 职业与校友 奖学金 金鹰计划

PART-TIMEFULL-TIME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11/12

600

31.9

24-48

8.42

58:42

84.5%

14.9%

76%

人数

平均年龄

年龄范围

平均工作年限

男女比例

本科学历

硕士及以上学历

有创业意向

2017级新生
（不含港澳台、留学生）

其他20.6%的学生来自专业服务、快速消
费品、耐用消费品、交通物流、媒体、通
信、教育、非盈利机构等各行各业。

新生所在行业分布
金融服务

工业品
IT/网络

汽车
能源
零售
医疗

电子/半导体
房地产

20.5%
13.1%
8.6%
8.8%
7.6%
6.4%
5.3%
4.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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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经管学院积多年的MBA办学经验、借助一
流的教学设施与环境、利用广泛的国际合作等优势
资源所开发的创新品牌——IMBA。该项目自2001
年开始办学，面向海内外招生，学生拥有众多至海
外一流商学院交流学习的机会，并可获得出国交流
奖学金资助。

国际班学生还可优先选择参加：

IMBA课程结构
International MBA Program Structure 

项目特色 

全英文授课，从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教学活动安排、
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来源等各方面贯彻国际化MBA的
办学理念

以基于中国本土的国际化作为办学的基本思路和特色

全球精选师资，由来自北美、欧洲、亚洲各大学的知名
教授、跨国公司高管和本校资深教授授课

学生可赴海外一流商学院交流学习，并均有机会获得奖
学金资助

国际MBA 项目（IMBA）

Orientation   学前教育

Opening Ceremony   开学典礼

Graduation Ceremony  毕业典礼

Lifelong-learning  终身学习

Compulsory Courses   必修课程

Financial Accounting 财务会计
Managerial Economics 管理经济学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国际市场营销
Strategic Management 战略管理

May-Aug
5月- 8月

Semester I 
第一学期

Semester II
第二学期

Semester III
第三学期

Semester IV
第四学期

Sept
9月

Compulsory Courses   必修课程
Corporate Finance 公司财务
Macro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宏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
Operations Management 运营管理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组织行为学
Proje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

PART I：Elective Courses  选修课程

PART II：International Exchange  国际交流

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 and Public Policy 企业环境治理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
Internet Marketing 互联网营销
Business and Leadership 商业与领导力
Family Business Management 家族企业管理

免费课程进修 Free Courses 
创业基金 Venture Capital Fund

安泰论坛 Antai Forum
校友俱乐部 Alumni Club

海外游学 Overseas Study Tour

可以选择全球60多所合作院校进行3-6个月的交换生学习（见25页）

Dissertation   毕业论文

（Only 4 will be arranged 修满四门即可）

We encourage our students to do their dissertation as a part of a company project （internship）. 
This gives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to real practice.
我们鼓励学生将毕业论文与公司实习相结合，从而能够使学生通过实践真正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

Data Model and Decision Making 数据、模型与决策
Management, Teamwork and Communication 管理，团队与沟通
Business Ethic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国际商法
Business Analytics and E-commerce 商务分析与电子商务
International Finance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

Security Investment  证券投资学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在中国做生意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跨文化管理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创业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t partner schools all over the world

第一、二学期：集中学习（周一至周五白天）

第三学期：选修课、海外交流 

第四学期：论文写作与答辩

与西班牙IE商学院合作的双学位项目

与美国杜兰大学合作的双学位项目

与美国莱斯大学合作的双学位项目

与ESCP欧洲商学院合作的双学位项目

FULL-TIME
2 Years



CLGO项目力求为中国乃至全球运营领域培养精通

技术、深谙管理、具有全球化视野，同时对中国市场环

境有深刻理解的领军人物。

项目愿景 合作企业
作为国内校企合作办学的典范，CLGO项目与国际领先制造与运

营型企业有着良好、密切的互动合作关系，拥有众多世界著名的跨国

企业和中国本土企业为合作伙伴，包括：苹果、戴尔、香港溢达、霍

尼韦尔、太钢、联合技术、强生、携程等。2016届CLGO毕业生平均

薪资相比入学前增幅达104%，历年来约50%的毕业生在合作企业中

就职。

CLGO课程结构

综 合 课 程

◇ 运营管理
◇ 运营战略
◇ 精益运营
◇ 工程概率，统计和六西格玛管理

◇ 产品设计与开发
◇ 系统优化
◇ 高级物流及供应链战略

领 导 力

◇ 财务管理会计
◇ 组织流程
◇ 营销管理

◇ 经理人沟通技巧
◇ 战略管理
◇ 国际宏观应用经济学
◇ 管理决策与经济分析

◇ 系统动力学
◇ 制造流程和系统
◇ 系统项目管理

◇ 制造流程控制
◇ 系统建模与仿真
◇ 工程管理概论与案例

基  础  课  程
MBA核心课程 工程核心课程

中国全球运营领袖项目(CLGO-China Leaders 
For Global Operations)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
与管理学院、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和电子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联合发起，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授
权的跨学科、全日制MBA项目。该项目采用MIT久
负盛名的“全球运营领袖”（LGO）项目的模式，得
到著名跨国企业和中国本土企业的支持与合作，通过
结合上海交通大学在工程和管理领域的学科优势及特
色，着力打造精通工程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有
卓越领导才干的全球运营精英。

项目特色 

采用MIT先进办学模式及其教材案例，融入本土化内容

具有国际视野的制造与运营领域高端人才培养

管理与技术复合型人才培养

领导力的培养贯穿项目始终 

上海交通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CLGO合作企业三
方共同管理 

在世界领先制造与运营企业优先就业的机会

中国全球运营领袖项目（CLGO） FULL-TIME
2.5 Years

CLGO课程主要包括三个主题：

基础：

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制造运营领域高端
人才所必需掌握的管理和工程基础知识
及基本技能。

综合：

工程和管理学科两大领域理论和实践的
融合体现了CLGO的理念，未来领导者必
须具备整合技术和管理的能力。

领导力：

通过能力培养、实践和回顾总结，给予
学生增强领导力的机会。

院长致辞 项目与实力 课程与特色 职业与校友 奖学金 金鹰计划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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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学期：集中授课

                 龙之队、狮之队项目实践

第四学期：著名企业实习

第五学期：学位论文写作与答辩



该项目借鉴国际名校MBA金融财务方向课程的设置和CFA（注册金融分析

师）考试的要求，专门开设针对金融财务的系列课程。培养面对国际金融行业

的全方位竞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投资、财务专业人才（证券投资领域专

业人才和企业CFO等）。学生在学制期间修完MBA学位课程的同时，必须参加

CFA的一级考试。

前三学期：两个工作日的晚上，周末一个全天

第四学期：周末的一个全天、海外交流

第五学期：论文写作与答辩

金融与财务方向的特色课

财务报表分析与应用、证券投资分析、固定收益证券分
析、金融工程、兼并与收购、金融风险分析与管理、风
险投资与私募股权、证券投资风格与策略、中国公司法
与证券法

前三学期：授课时间可选择

第四学期：周末的一个全天、海外交流

第五学期：论文写作与答辩

该项目致力于培养懂管理、会经营，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在课

程设置上非常重视经典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非全日制MBA的课程以满足各行业对经

营管理人才的需求为目标，突出学生创新和创业能力的培养。所设置的必修课包括方法

论基础课程、管理核心课程、中国国情课程，选修课则提供市场营销、财务金融、经济

与决策、企业战略与领导力、电子商务与运营、综合管理、以及人文等方向的课程，一

方面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拓展学生的视野，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

市场营销方向、财务金融方向、人文方向、经济与决策方向

企业战略与领导力方向、电子商务与运营方向、综合管理方向

七个专业方向的选修课设置

院长致辞 项目与实力 课程与特色 职业与校友 奖学金 金鹰计划

项目特色 

课程设置贯穿“创造力”的培养，兼顾“领导力”，重
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具有国际视野的商业领袖和业界精英导向的综合管理能
力培养

个性化定制培养，可以灵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向

丰富的第二课堂和校友网络

项目特色 

课程设置侧重于金融证券行业的知识学习和综合能力培
养

交大MBA硕士学位与CFA（注册金融分析师）资格认证
同步进行，并提供CFA奖学金

配备一支精通理论又熟悉市场的专业教师队伍

金融MBA论坛定期邀请金融界资深与成功人士与学员
交流

综合MBA项目（General MBA）

金融MBA项目（Financial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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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TIME
2.5 Years

PART-TIME
2.5 Years

两个工作日的晚上，周末一个全天

周五下午、晚上，周六一天

隔周周五、周六、周日三天



毕业典礼

终身学习

免费课程进修  |  创业基金

海外游学  |  安泰论坛  |  校友俱乐部

非全日制MBA

第五学期 毕业

[ 创新精神与创业管理 ]

[ 方法论基础 ]

[ 管理核心课程 ]

[ 中国国情课 ]

 学前教育模块 必修课模块

整合一

管理经济学  |  财务会计
数据、模型与决策  |  组织行为学

商务英语  |  基础英语

战略管理  |  营销管理
公司财务  |  运营管理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  商法  |  管理伦理
管理论坛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团队建设与沟通  |  领导力提升

新生奖学金授予  |  班级风采展示

创业课程  |  创业活动  |  创业基金

学前   第一、二、三、四学期

开学典礼

企业诊断分析

（论文撰写与答辩）

整合二

市场营销方向  |  财务金融方向  |  人文方向

经济与决策方向  |  企业战略与领导力方向

电子商务与运营方向  |  综合管理方向

选修模块

[ 七个课程方向 ]

国际视野提升

双学位（1年）

海外交流（3-6个月）

海外游学（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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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授予 ]
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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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综合MBA / 金融MBA）



创新创业思维整合

营造创业文化氛围，培养创新创业精神，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率先
在我国打造MBA创新与创业特色教育。通过创业课程、创业活动和创业基金，
构筑了从创业理论到创业训练再到创业实践“三位一体”的系统体系。

安泰经管学院在MBA在校生中开设《创新精神与创业管理》选修课程，兼顾培养职业经理
人和创业者的需求，培养MBA学生创新思维，发展基本的创新管理知识，以及外部资源获取技
能。课程整合了战略、营销、财务、人力资源、营运管理等基础应用知识，并通过创业计划的
设计来获取创业实践的机会。安泰经管学院同时还面向MBA学员开设《创投与私募股权投资实
务》、《创新思维与创意执行》等选修课程。

对于创业刚起步和有一定创业想法或创业点子的MBA学生及校友，通过创业大赛、创业沙
龙、创业训练营等形式，为MBA学生提供一个展示首创精神、创新意识、发现和发展创业机会以
及整合创业资源能力的高质量舞台。

从2002年开始，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每年组织一次MBA创业大赛，2008年开始更名为“中
国MBA创业大赛”，面向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商学院MBA学生，现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知名创
业赛事，每年有几十所商学院一百多支MBA创业团队参赛，仅安泰MBA在校学生，每年参赛的学
生多达二、三百人，一大批参赛项目脱颖而出，成功创业，并成为各投资机构的关注焦点。

学院通过创业与行业协会联盟（创盟）等学生组织，积极为创业学生搭建信息共享、资源共
享、利益互惠的大平台，定期举办Venture Lab活动、行业论坛、创业周末、创业训练营等主题活
动，推进创业教育的落地。

创新创业篇

创业课程

推进创业教育落地 创业活动

对具有创新精神及具备创业能力的MBA学生及校友，提供种子基金公益资助，并利用校
内、校外资源，为初创企业提供全面支持，帮助初创企业快速成长。

2011年11月，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与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共同设立安泰MBA创
业专项基金，双方五年总投入2000万元，用于资助交大安泰MBA学生、毕业五年之内的校友
创业，每个项目资助额度在10万-50万元之间。

作为一项公益基金，资助资金在资助期内不分红，不收取利息，共担创业失败风险，并且
允许创业者在资助到期后原价回购创业基金所持股权；而作为天使基金，创业基金还利用交大
的产业园区、工科院系实验室技术优势，为初创企业提供园区孵化、技术对接等后续支持，整
合校友资源及社会资源，对接商业化资源，帮助创业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破解成长难题。

支持并提高创业成功率创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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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第十四届）中国MBA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冠军——“大车队长”项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袁   岳：飞马旅创始人、零点有数董事长

王志东：校内外网董事长、新浪网创始人

屈卫东：东霖资本创始合伙人

陈琦伟：亚商资本董事长

钱学峰：汉理资本董事长

于   刚：岗岭集团董事局执行主席

严   旋：尼尔森大中华区总裁

2016（第十四届）
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评委（从左至右）



国际交流篇

优秀的安泰MBA学员将有机会到与安泰合作的海外名校进行为期
一年的学习，有效学分得到安泰的认可，并可以获得对方学校学位。
目前已顺利与下列海外院校共建双学位项目。

上海交大安泰-ESCP
双学位项目

ESCP欧洲商学院建立于1819年，是世界上第一所商学院。ESCP欧洲商学

院共有巴黎，伦敦，柏林，马德里和都灵五个校区。该校培养和教育了一代又一

代各界领导人和前沿思想家。每年，有来自世界90多个国家的4000多名学生和

5000多名企业管理者来到ESCP。

MIM（Master in Management）管理学硕士是ESCP的旗舰项目，在

2015英国金融时报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七位。学校拥有200多个不同国籍，活跃在

世界1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0,000名校友。同时，学校和国内国际企业都建

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这种网络关系是ESCP欧洲商学院的毕业生在未来的事业

发展中具有的全球性优势。

ESCP的MIM项目于2012年与安泰MBA项目签订双学位项目，每年最多可

有5名学生可前往ESCP进行一年的硕士课程学习，向对方交付部分学费，学业达

到对方学位授予要求后可获得对方MIM学位。

上海交大安泰-
莱斯大学双学位项目

2016年4月，美国RICE大学Jones商学院正式与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合作，向交大安泰MBA学员推出全新的会计学

硕士（MAcc）项目，致力培养全球性国际化高端管理人才。上海

交大安泰MBA在读学生有资格申请该项目。对方对申请人进行筛

选，申请成功的学员第一年在上海交大进行课程学习，第二年将奔

赴就Jones商学院学习。完成相关学习要求的同学可获得上海交通大

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RICE大学Jones商学院管理学硕士（Master 

of Accounting）双项学位。申请者须缴纳RICE MAcc学费约

49,500美元（2016-2017学年，不包括生活费用及住宿费用），

RICE将为交大申请者提供5000美元的奖学金。

美国游学：充满激情的哈佛教授 美国游学：斯坦福大学英国游学：拾梦剑桥

交大安泰MBA项目每年将组织200余名MBA学生参加境外游学项目，根据学员
和校友的需求量身定制境外游学和考察行程。通过对知名商学院的访问和学习，以
及与国际知名教授的近距离交流，切身感受顶级商学院的培养模式、授课风格、学
习氛围；通过企业参观，与实业界人士就热点经济管理话题进行深入交流；通过贯
穿城市参观，了解异域的地理、历史、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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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学位
一年

海外游学
2周

游学线路以欧美城市为主，主要访问的美国城市有纽约、波士顿、
费城、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等，英国城市有剑桥、牛津、
伦敦等。走访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
院、耶鲁大学、西点军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
校、斯坦福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剑桥大
学、牛津大学、伦敦商学院、伦敦政经学院、特拉维夫大学、曼海姆大
学等世界一流大学。2016年，交大安泰MBA游学新增以色列线路，
2017年5月新增德国游学线路。游学采用课堂授课和项目实战相结合的
体验式教育方式，漫步世界商界精英专属之地、浸润市场前沿之城，倾
力打造商界教育精粹。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

华盛顿大学

特拉维夫大学

西点军校西班牙IE商学院成立于1973年，是世界上顶尖的高等学府之

一，位于首都马德里。学院拥有400多名教授，这些教授来自于25

个国家，学生来自于全球81个国家，因此国际化是IE商学院的另一

大特征。IE的MBA项目是全世界商学院中最具竞争力的项目之一，

2017英国金融时报排名位列全球第八位。

IE商学院的MBA项目于2015年与安泰MBA项目签订双学位项

目，每年有5名学生可前往IE的MBA项目进行一年的MBA项目学

习，向对方交付部分学费（约34000欧元），学业达到对方学位授

予要求后，可获得对方MBA学位。

上海交大安泰-IE商学院
双学位项目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和美国杜兰大学提供GMBA（全球MBA）及

MGM（全球管理硕士）双学位项目。该项目面向上海交通大学MBA一年级学生

选拔，成功选拔的学生将在杜兰大学弗里曼商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GMBA或

MGM（Master of Global Management）项目的学习。学生在分别达到两个

学校的学位授予要求后，可以分别获得上海交通大学MBA学位和杜兰大学MBA

学位或MGM学位。申请者须向Tulane缴纳4500美元（每门课程）/27000美元

（整个项目）学费（2016-2017学年），包含学费、书费、住宿以及每日两餐的

费用。

上海交大安泰-
杜兰大学双学位项目

伦敦政经学院伦敦商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
伯克利分校

斯坦福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
洛杉矶分校

曼海姆大学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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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换
3-6个月

USA
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罗切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密西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佛罗里达大学
University of Florida
明尼苏达大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杜兰大学
Tulane University
马里兰大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美国东北大学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夏威夷大学玛诺分校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德雷塞尔大学
Drexel University

Canada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卡尔加里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皇后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Brazil
里约联邦大学Coppead商学院
The Coppea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Chile
智利大学
University of Chile

阿斯顿大学
Aston University
英国利兹大学利兹商学院
Leeds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Leeds
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UK

Germany
曼海姆大学
University of Mannheim
康斯坦茨大学 
University of Konstanz
慕尼黑工业大学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厄斯特里希-温克尔欧洲商学院
European Business School 
Oestrich-Winkel, EBS

France
里昂商学院 
EM-LYON Business 
School
格勒诺布尔高等商学院
Grenoble Ecole de 
Management School
北方高等商业学校
EDHEC Business School
欧洲商学院 
ESCP Europe

Italy 
博克尼大学
Bocconi University

圣加仑大学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Switzerland

Spain
西班牙IE商学院
IE Business School

Turkey
土耳其科克大学
Koc University

Russia
国家经济与公共管理俄罗斯总统科学院
Russian Presidential Academy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Saint-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South Africa
开普敦大学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蒙纳士大学
Monash University
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昆士兰理工大学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新南威尔士大学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南洋理工大学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Hong Kong, China
香港科技大学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香港中文大学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Japan

庆应大学
Keio University
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九州大学 
Kyushu University
名古屋商科大学
Nagoy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 Business

Korea
韩国高等科学技术院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韩国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

丹麦奥胡斯商业高等学院
Aarhus School of Business

Denmark

Belgium 
鲁汶大学 
UCL - Louvain School of Management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Solvay Brussels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e Libre de Bruxelles
布鲁塞尔管理学院
ICHEC Brussels Management School

Czech
布拉格经济大学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Prague

挪威商业学院 
NHH Norwegian School of Economics

Norway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Schoo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Manage-
ment,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weden

Israel
特拉维夫大学
Tel Aviv University
希伯来大学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India
印度管理学院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Philippines
亚洲管理学院
As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安泰每年都会选派优秀的MBA学生赴海外交换学习。为了让学生充分了解海外的先进管理经
验，感受异域文化的交流冲击，与同样优秀的海外学生共同学习生活，碰撞出智慧火花。

近年来，安泰MBA每年国际交换都有80多个名额，分别来自北美洲、欧洲、亚太地区等60多所
全球知名院校，其中大多数院校最新排名都在本国或本地区顶尖之列，从而给予学生大范围选择。

Hungary
匈牙利中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oland
波兰科依敏斯基大学
Kozminski University

Taiwan, China
台湾大学 
Taiwan University



A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business leaders I 
believe it is essential for MBA students to 
understand other countries, and few are 
more important or intriguing right now than 
China.For the Antai IMBA program 
specifically I enjoyed the classes I took. The 
one-class-at-a-time schedule is also used by 
my undergraduate college in the USA so the 
learning process was very familiar to me. 
When I return home I will recommend the 
program to fellow students at my school.

The IMBA program wa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t covered a large range of courses 
in every area (finance, accounting, human 
resources, marketing). It’s a very complete 
program and every student can find courses 
that suit their major. Teachers are of a very 
high academic level and co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so they are able to 
provide us with information about business 
in their countries as well a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work place.

The best thing about IMBA courses is that 
most of them want to make you think. My 
first course“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the 
course I enjoyed most: I have never had a 
so inspiring and smart professor that really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new 
point of views also really far from mine. In 
addition, he gave me also the chance to 
develop a more critical point of view 
thanks to a deeper evaluation of all the 
alternatives.

来自：
意大利  博科尼大学

来自：
美国   罗切斯特大学

Logan James Rott

Filippo Cirulli

Pauline GOUIN

季炳宇

盛文杰

慕尼黑工业大学（TUM）外表看上去朴实
无华，但是各教学楼里设施都非常完善，高质
量的硬件设施让人在里面学习非常舒适。TUM
的E-Learning线上学习系统很完备，教授的课
堂授课都被录影下来放到了这里，还会在视频
的不同时间点标注所讲内容，一目了然。这对
于课程的复习是非常有益的，可以随时查看，
以防遗漏。对我来说，这段交换生的经历真是
太珍贵了，这和到国外出差完全不一样，是一
个宝贵的体验当地学习和生活的机会。

交流学校：
德国  慕尼黑工业大学   
时间：6个月

圣加仑大学的ISP项目的定位在国际学习。
此项目通过将各个学校的MBA学生组织在一起
进行单独上课，方便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建立关
系。校方投入了很多精力和资金，项目本身不仅
包括聘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授单独上课，而且
安排的大量的公司参观，交通食宿均由学校负责，
这些大量的费用均由学校一力承担。此项目的定
位给学生提供国际化，特别是欧洲的视野，所以
在课程设计的时候特别有针对性。在美国模式大
行其道的时候，我们关注下欧洲，会看到很多不
一样的东西，比如，欧洲企业的商业规则是如何
制订的？欧洲商业的社会环境是什么?如何看待
欧洲模式对于企业战略的影响？这些存在的原因
有哪些？学校设计了很多相关的课程，使我受益
良多。而且瑞士作为欧洲经济的中心，我们能看
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瑞士真的很棒！

交流学校：
瑞士 圣加仑大学
时间：4个月

赵晓崇

能去西班牙IE商学院交换是一件非常幸运的
事情，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个月时间，但是在异乡
独自生活和学习的体验大概是人生中少有的际遇。
IE最为全球第一梯队的商学院，有着许多独特的
优势，让我印象颇深的有三点。首先是IE的国际
化程度之高， 虽然学校身处西班牙，但是有超过
70%的学生来自西班牙以外的国家，不同的面孔
下有着不一样的文化和智慧，在这样的团队中，
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技能得以不断提升；其次
是课程内容设置之丰富，IE虽以创业和金融课程
见长，但除此之外，还提供了几十门不同领域的
课程供学生选择；最后是Work Hard Play 
Harder的同学之可爱，在我看来，IE的同学大部
分不仅学习非常努力，也很会享受生活，与这样
的伙伴为伍，深感荣幸也倍感压力。

交流学校：
西班牙 IE商学院
时间：4个月

郭静

USC交换学习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学习与生
活经历。USC是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我们交
换学习的学院是马歇尔商学院（Marshal l 
Business School）。USC课业压力比较大，
但老师授课风格都非常生动幽默，课堂氛围很
活跃，老师很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所以积极
在课堂发言是非常重要的。每一门课都会有大
量的阅读，如：案例，文章，参考书，同时也
会有很多课后作业和小组作业穿插其中，让人
应接不暇，却在不知不觉中成长。最精彩的部
分是老师会请很多和课程主题相关的公司嘉宾
来为大家分享最新的实战情况，让大家学以致
用，与企业有更多的交流机会。除了学习，学
校还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如果你热爱足球，
USC有最浓郁的足球文化让你体验。享受着加
州温暖的阳光和宜人的气候，和来自世界各地
的优秀青年一起探讨学习，开拓视野，希望有
更多的安泰校友能够到美国南加州大学体验这
精彩的学习生活！

交流学校：
美国  南加州大学
时间：4个月

来自：
法国   EDHEC商学院

MIT的Master of Science in Management Studies (MSMS)
项目专门面向和MIT Sloan有国际合作的商学院学生，因此班里同
学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商学院的精英。该项目为期一学年，允许我
们进修MIT Sloan以及其他所有院系甚至哈佛各学院的课程，使我
可以按照职业规划设计自己的进修方案，毕业之后也可以寻求在美
国直接实习和就业的机会。MIT的学习非常紧张辛苦但收获颇丰：
除了认识各种大牛教授之外还可以和最优秀的同学并肩完成课程小
组作业。丰富的课余生活更是让人应接不暇，Sloan每周四晚上的
C-Function，各类创业比赛和专题讲座，总可以把日程填的满满的。

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安泰校友能有机会来体验MIT的精彩生活，
世界顶级名校离我们并不遥远！

张震宁

双学位：美国 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  
时间：一年

院长致辞 项目与实力 课程与特色 职业与校友 奖学金 金鹰计划

交换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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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堂篇

院长致辞 项目与实力 课程与特色 职业与校友 奖学金 金鹰计划

企业实践

安泰MBA项目根据实际发展需求，近年来积极加强与不同企业的联络与洽谈，

在MBA学生中开展企业实践活动，希望通过这一活动提高MBA学生，特别是全日制

MBA学生参与企业实践的机会，将MBA课程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提高企业

诊断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并为全日制MBA学生拓宽实习和就业机会。

实践项目作为一门选修课程，学院也聘请相关专业的资深教授参与实践项目的指导

和评估。

目前，学院与一些企业及海外院校签署了企业实践或实习合作协议，企业每年

根据其战略方向、经营情况和业务重点等方面的需求，开发并制定合作项目供MBA

学生选择。MBA项目还将不断扩大企业实践项目中企业的数量及行业，为MBA学生

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安泰论坛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

理论坛”由交大安泰经济与

管理学院创办于1999年3月6

日，宗旨在于突出工商管理

硕士（MBA）培养教学过程

中的实践环节，加强MBA学

生与学术界、企业界面对面

的 沟 通 与 交 流 ， 力 争 成 为

MBA学生获取当前社会发展

及经济管理方面创新观念和

最新动态的“第二课堂”。

“安泰管理论坛”于周六晚定期举行，至今已走过了十几个春秋，累

计举办各类高层次的论坛三百多场。 “安泰管理论坛”以其内容的丰

富性和前瞻性享誉校内外，广受关注，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无

数资深学者、业界精英、政府高官受邀来到安泰管理论坛，与师生共同

分享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管理实践和政策动态，其中包括营销工程

学创始人盖瑞•利连安博士、美国卓越质量管理中心主席盖瑞布•切尔博

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中国工商银行董

事长姜建清、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马云、政治哲学家哈佛教授桑德尔等。正如听讲座的师生们所说，交

大“安泰管理论坛”就是一个汇聚中西、融贯古今、校企互动、自由开

放的大学堂，同时也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经典与创新相辉映的

“活”教科书。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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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篇

MBA在校生联合会 学生活动

MBA在校生联合会作为学生的组织机构，在MBA中心的指导下不断强化机构

建设，挖掘各类资源，组织各种类型学生俱乐部与社团，开展多种层次、内容丰富

的校内活动，同时积极组织在校生参与国际国内各项赛事，加强与各MBA院校的联

络与交流，扩大视野，为MBA在校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与生活平台。

近年来，安泰MBA学生在校内外多项比赛与评比中获得殊荣，如获得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院校组织的创业大赛冠军，并在第十六届中国MBA发展

论坛上被评为“十大优秀MBA联合会”。

安泰MBA学生来自各行各业，人才济济，多才多艺。学院注重发挥

学生组织及各类人才的作用与力量，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增加第

二课堂内容与实践环节，强化MBA学生的公益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培

养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与领导力。

安泰MBA俱乐部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MBA俱乐部是由MBA学生或校友自发申请，经在校生联合

会审批、管理、MBA中心备案的独立自主开展活动的MBA学生组织，成员为具有

上海交通大学正式学籍的MBA学生或历届校友。俱乐部以成员的共同意愿为出发

点，本着丰富学生生活，增加学生与校友间沟通和交流的目的，扩展视野，陶冶

性情，提高修养。

MBA在校生联合会组织架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MBA创业与行业协会联盟

金融行业协会 工业品行业协会 航空行业协会

快速消费品与
贸易行业协会

人力资源法务
教育行业协会

建筑与地产
行业协会

Venture Lab  头脑风暴
创业训练   资源整合

价值分享   行业资讯
业内资源   跨界合作

行业论坛   互动沙龙
企业参访   职业发展

资源对接   创业基金
资本对接   园区孵化

泛IT行业协会 能源行业协会 医疗养老
健康行业协会

供应链行业协会  汽车行业协会
媒体广告

公关行业协会

创业俱乐部

院长致辞 项目与实力 课程与特色 职业与校友 奖学金 金鹰计划

外联部

社团部

副主席

秘书处

宣传部

副主席

主席

职业发展部

国际交流部

爱心社 读书会

单身俱乐部

舞蹈俱乐部

摄影俱乐部

足球俱乐部

户外俱乐部

葡萄酒美食俱乐部

高尔夫俱乐部

篮球俱乐部

乒乓球俱乐部

思源跑者俱乐部游泳俱乐部

羽毛球俱乐部
主席团

MBA在校生联合会

特别顾问团

创业大赛

摄影大赛

安泰之声

新生联欢会

新生体育联赛

国际文化月

MBA商学院高尔夫邀请赛

在校生联合会与各俱乐部人员大型招募活动

兄弟院校互访与交流活动

各俱乐部自行开展的专题讲座、论坛及特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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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MBA创业与行业协会联盟简称“创盟”，为交大安泰MBA中心直接管理和指导的学生组织，面向安
泰MBA在校生及毕业校友。创盟围绕“创新、创业、打造事业发展新高度”的目标，增进交大安泰MBA同学之间、学生与
学校之间的联系合作，整合交大优势资源，拓展行业优质资源，建立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利益互惠的大平台，实现MBA创
新创业，并促进个人职业发展。创盟实行指导委员会指导下的理事会决策机制，执行机构为秘书处，下设会员发展管理部、
宣传部、活动策划部、外联部、协会管理部以及行政管理部。

创盟目前拥有十二个相对独立的行业分会和创业俱乐部 创盟目前组织和开展的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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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学生入职企业

签约实习基地企业（部分）

职业发展服务
职业发展是贯穿个人一生的不懈努力和奋斗的过程。作为在校MBA学

生个人职业发展的推动器和中继站，职业发展中心将通过一系列的服务形

式帮助MBA学生获得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养和技能。

暑期实习项目

参加企业的暑期实习是MBA学生提

升自己的职业素养和技能的良好途径。通

过暑期实习所获得的素养的提升和能力的

积累对于最终的求职也将会起到决定性的

作用。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知名企业的

校园招聘人选都是在表现良好的暑期实习

生中挑选的。

除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实习基地企

业外，许多企业的暑期实习项目都面向安

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MBA学生开放，此

外一些企业因为项目的需要还有不定期的

暑期实习生招聘需求。

参加企业校园宣讲会
每年都会有许多企业前来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进行校园招聘活动。通

过企业校园宣讲会，在校MBA学生不仅可以近距离接触企业，了解企业的

历史、文化、价值观，还可以获得有关企业运作方式，企业所在的行业特

性以及该行业的长期职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知识。

职业导航项目

职业导航项目是职业发展中心充分利

用社会资源，推进在校MBA学生职业生

涯发展的一项良好的实践活动。

通过聘请与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有着

密切合作关系的优秀企业家、职业经理人

以及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担任在读MBA

学生的职业导师，职业导航项目为MBA

学生的能力训练和技能培养搭建了良好的

平台，为MBA学生的实习和就业也创造

了大量潜在的机会，而职业导师与所带

MBA学生之间亦师亦友的良好互动也为

MBA学生进行自我探索和职业生涯规划

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职业发展中心通过发布招聘信息、举办宣讲会、专场招聘会、共建实习

基地、职业发展论坛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服务。通过职业测评、职业体验日、

咨询日、职业导航、成功之初论坛、校友职业发展同盟等方式为在校生和校

友提供职业发展上的帮助。

职业咨询日活动

职业咨询日活动是由职业发展中

心组织的，每两周聘请一名企业的人

力资源专家为在校MBA学生提供“一

对一”职业咨询服务，由企业的人力

资源专家从人才需求方的角度对MBA

学生的职业定位和职业生涯规划提供

有针对性的建议。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是职业发展中心提供的最基本的服务。通过网站，

职业发展中心每年都会发布大量的企业招聘信息，企业校园宣讲

会信息以及职业发展相关的活动信息等。这些信息的共享为MBA

学生拓展商业视野，职业能力训练以及最终的求职就业都提供了

大量的机会。此外，职业发展中心还沉淀了历届安泰MBA学生的

就业历史信息，通过这些信息的共享，从而加强在校生与往届校

友之间的联系。

职业测评

职业发展中心致力于为MBA学生提供正规化、专业

化、高效性的职业发展培训和指导。2007年开始引进哈

佛 商 学 院 研 究 并 开 发 的 一 套 自 我 测 评 系 统 C a re e r 

Leader，该系统可以通过横向比较，给出一个比较客观

的分值。职业测评可以帮助MBA学生寻找到适合自身条

件和特色发展的职业之路，需要测试的学生请联系职业

发展中心。

CLGO合作企业

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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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Technologies联合技术

Honeywell霍尼韦尔   

Johnson & Johnson强生

CAINIAO菜鸟网络   

Delphi德尔福   

TISCO太原钢铁   

Verizon威瑞森   

Youngor雅戈尔

COMAC中国商飞  

Apple苹果   

Dell戴尔       

Boeing波音   

CISCO思科    

C-Trip携程

Sandisk闪迪  



校友网络

交大安泰MBA项目已办学23年，

8500余名校友在社会各个行业和岗位发

挥着积极作用、许多人担任着重要角

色，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竞争力的

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校训激

励着交大师生不断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让校友们铭记于心。正是所有MBA校

友所取得的成就和业绩，为母校、为安

泰赢得了声誉。同时遍及世界各地的精

英校友网络也是在读学生和校友职业发

展的无价资源。

那次上《头脑风暴》，主持人袁岳问我“对您成长影响最大的人或事

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94年在安泰的MBA学习。MBA的课程让我的知

识系统化，能够让我清晰地了解到企业运作的方方面面，不仅对我工作上

的帮助很大，对于我整个人生的发展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帮助，所以我很

感激安泰，对安泰的感情很深。

My favorite part of the Antai experience was being 

immersed in a program where I was forced to interact with 

students having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Even though 

at times this was not an easy task, it was also the most 

rewarding part of the IMBA program.  

学院校友与公关办公室定位于在学院领导下，团结、引导、组

织、服务包括本科、硕士、博士、MBA、EMBA、EE（高管教

育）等各项目的全体安泰校友，通过开展有益的活动与联谊，搭建

校友间充分交流、沟通互动的平台，塑造校友间学习共进、合力共

赢、感恩回馈的文化，打造纵横交错的网络，链接起全球四万余名

上海交大安泰校友，以期服务好校友并回馈母校。同时办公室致力

于通过高效专业、富有创意的策划、协调和服务，通过传统媒体、

社交媒体推广、论坛活动、新闻发布、深度报道等形式，在国内外

全媒体渠道中塑造、提升和维护学院和项目的品牌形象、提升学院

的国际排名、输出教授的学术和实践智慧，增强学院在海内外学术

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同时联动各方，推进学院与学生、校友、媒

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的互动沟通，有效拓展社区、城市

和国家资源，推动校企合作和社会进步。

校友与公关办公室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MBA同学会成立于1997年4月8日，是国内最早

成立的MBA组织之一。其宗旨是，加强海内外MBA校友与母校、

校友之间的联系，团结合作，沟通校友和母校信息，支持校友创业

与拓展，发扬母校优良传统，共同为母校的发展贡献力量。

MBA同学会设有理事会，建立秘书处，由专人负责同学会日

常事务。理事会现有理事成员121位，候选候补理事成员41位。理

事会还组建了行业俱乐部，如：金融与地产俱乐部、营销俱乐部、

能源与环境俱乐部、创业俱乐部、运动俱乐部等，为校友资源共

享，创业与发展等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

上海交通大学MBA同学会

曹彤宇   

1994级（首届）安泰MBA校友

李国豪   

2011届安泰MBA校友（CLGO项目）

陈虎

2003届IMBA校友

林恬立（美）

2010届安泰MBA校友 （IMBA项目）

上海南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创业）

苹果公司   全球采购经理

Associate Director of Asian Equity Sales, 
UBS Securities LLC 

紫江集团执行董事，上海市金融青联副主席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青年人选择MBA与否，首先需要确定目标，要

有成为企业家和管理者的信念支撑；青年人要成功，

则要具备一种诚信的职业道德，良好的职业操守是事

业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杨国平

1994级（首届）安泰MBA校友
上海交通大学MBA同学会会长

在“狮之队”项目中，我们与MIT LGO同学携手合作，以全

球化视野为合作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在此过程中，不仅培养了我

们跨文化合作的能力，同时提供了全面了解企业、训练管理者思

维的机会。

我在交大安泰就读了第一届国际MBA项目，回顾毕

业后的这十几年，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

挑战的时代。因为工作机会，我有幸见证到了中国资本市

场的开放与发展，还投资主导了第一次股权分置改革、第

一家上海本地股全流通上市、第一批创业板企业IPO。感

谢大时代给予的广袤商机，更要感谢在交大安泰接受的教

育，让我能够践行格物致知的真知特识。

院长致辞 项目与实力 课程与特色 职业与校友 奖学金 金鹰计划

安泰MBA项目一直关注校友的继续学习和持续提高，并为

所有校友提供终身教育的机会，旨在为校友们更新知识结构、

分享成功经验、扩大潜在商机、增进彼此友谊提供多维度的成

长与发展平台。终身教育的项目主要有：

终身学习

已成功开放了二十余期，每年定期开放三到四期，百余名

校友重返母校课堂，课程涵盖管理、经济、金融、心理学、文

学等领域，师资精良，实用性强。

安泰MBA专项创业基金也向毕业五年内的校友开放，并提

供免费的创业咨询和指导，积极支持校友创业。

安泰MBA俱乐部本着丰富业余生活、扩展视野、增加交流

的目的向所有校友开放，借此加强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等。

论坛嘉宾包括资深学者、业界精英和政府高官，是校友们

分享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管理实践和政策动态的良好平

台。

免费的精品课程选修：

专业的创业指导和创业基金申请：

精彩的名家论坛讲座：

各类俱乐部的分享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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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里的MBA教育：

对MBA学员的建议：

培养职业化企业家和战略家的摇篮



奖学金

安泰MBA项目为鼓励MBA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全面发展，不断

增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开拓国际视野，提高综合素质，自2011年秋季

起逐步加大了奖学金的力度：

海外交换生奖学金 

CFA奖学金

60%大约

在校生有机会获得各类奖学金

1,500万总额

左右的年度奖学金

在校生综合表现奖学金

授予学习成绩优秀、领导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出色，且积极参加学生工作和社会实践的二年级

MBA学生，大约30%以上的学生有机会获得该项

奖学金。

蒋震奖学金 
授予学习成绩优秀、领导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出色，且积极参加学生工作

和社会实践的IMBA学生。蒋震奖学金共奖励2-4名左右学生，每名1万元人

民币，并有机会获得1万美元资助用于出国交换生学习。

安泰MBA学生在校期间均有一次参加国际交换生学习的机会，主要形式

为赴世界一流商学院进行三至六个月的课程学习，安泰MBA项目每年会提供

近70个赴境外交流的名额。为鼓励并奖励更多学生积极参与交换生学习，特

设海外交换生奖学金，成功完成海外交换的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

为了鼓励积极报考CFA考试，所有在读期间参加并通过CFA考试的金融

MBA学生和IMBA学生可获得注册费或考试费资助。

合作企业就职奖学金

创业奖学金

为了鼓励CLGO学生前往合作企业工作，授予前往CLGO合作企业就职的

CLGO毕业生奖学金。设三种奖励额度（2万元、1.5万元和1万元），获奖人

数以实际就职人数而定。

为了鼓励MBA学生积极参与创业实践，安泰MBA项目专门成立安泰

MBA创业基金，每年投入400万元人民币用于资助交大安泰MBA学生创业，

每个项目资助30～50万元。 

国际游学奖学金 
安泰MBA学生在校期间均有机会参加国际游学，主要形式为赴欧美顶级

商学院进行两周左右的课程学习和企业参访。为鼓励并奖励更多学生积极参与

国际游学，特设国际游学奖学金，成功完成国际游学的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

新生奖学金 （针对中国大陆学生）

授予全国联考笔试和面试成绩优异的非全日制MBA（包括金融MBA和综合MBA项目）、IMBA和CLGO新生。

项目 奖学金类别 评奖原则

非全日制
MBA

非全日制MBA
预录取奖学金

非全日制MBA
联考奖学金

IMBA
预录取奖学金

IMBA
联考奖学金

IMBA 
GMAT奖学金

CLGO
预录取奖学金

CLGO
联考奖学金

全日制
IMBA

全日制
CLGO

人数

5

10

35

3

7

20

1

4

10

1

4

10

1

3

6

1

3

6

实际录取

实际录取

实际录取

一等奖：50%学费奖学金 提前批面试成绩排名第1-5名

二等奖：25%学费奖学金 提前批面试成绩排名第6-15名

三等奖：人民币2万元奖学金 提前批面试成绩排名第16-50名

一等奖：50%学费奖学金 联考成绩名列1-3名

二等奖：25%学费奖学金 联考成绩名列4-10名

三等奖：人民币2万元奖学金 联考成绩名列11-30名

一等奖：50%学费奖学金 提前批面试成绩排名第1名

二等奖：25%学费奖学金 提前批面试成绩排名第2-5名

三等奖：人民币2万元奖学金 提前批面试成绩排名第6-15名

一等奖：50%学费奖学金 联考成绩名列1名

二等奖：25%学费奖学金 联考成绩名列2-5名

三等奖：人民币2万元奖学金 联考成绩名列6-15名

一等奖：50%学费奖学金 GMAT成绩达到730分及以上者

GMAT成绩达到680分及以上者

GMAT成绩达到630分及以上者

二等奖：25%学费奖学金

三等奖：人民币2万元奖学金

一等奖：50%学费奖学金

二等奖：25%学费奖学金

三等奖：人民币2万元奖学金

一等奖：50%学费奖学金

二等奖：25%学费奖学金

三等奖：人民币2万元奖学金

提前批面试成绩排名第1名

提前批面试成绩排名第2-4名

提前批面试成绩排名第5-10名

联考成绩名列第1名

联考成绩名列2-4名

联考成绩名列5-10名

*各类新生奖学金遵循“就高不兼得”原则。

院长致辞 项目与实力 课程与特色 职业与校友 奖学金 金鹰计划

安泰MBA项目年度奖学金总额从500万元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到1500万元

左右，分别用于奖励新生入学、课程学习、第二课堂、创业实践、出国

交流、海外游学、学生活动等方面；

奖学金的覆盖面从之前的30%提高到60%以上，并达到400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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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安泰MBA项目 一览表
金鹰计划

院长致辞 项目与实力 课程与特色 职业与校友 奖学金 金鹰计划

（2017年11月上中旬）
联考现场确认

参加笔试联考
（2017年12月）

公布联考笔试国家线
（2018年3月）

拟录取为2018级新生
（需背景调查、体检、

  政治考试、政审等合格）

在线申请提前批面试 联考网上报名
（2017年10月中下旬）

获得国家线预录取资格
（预录取资格两年有效）获附加分10分/5分/0分

提前批面试

正常批面试

根据笔试分+面试分+附加分
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

面  试

原则上所有考生均申请提前批面试

笔  试

管理类联考，教育部统一组织

面试成绩
良好/一般

面试成绩
优秀

笔试过国家线
获得正常批面试资格
（如不参加，以提前批

面试成绩为准）

笔试过
国家线

背景评估优秀者
可获得提前批面试资格

交大安泰MBA
提前批面试流程

金鹰计划

2018年入学MBA提前批面试日程安排表：

 

面试批次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上海/深圳

在线申请截止
（周日）

6月4日

7月9日

8月20日

10月8日

11月12日

面试名单公布
（周二）

6月13日

7月18日

8月29日

10月17日

11月21日

面试时间
（周六、日）

6月17/18日

7月22/23日

9月2/3日

10月21/22日

11月26日

面试结果公布
（周五）

6月23日

7月28日

9月8日

10月27日

12月1日

非上海地区IMBA、CLGO项目申请者须到上海本部面
试，可享受最高1000元交通补贴。

联考成绩达到国家东部线后可直接获得正常批面试资格

志愿可选择：

IMBA、CLGO交通补贴

未获得提前批面试资格的考生

若第一志愿未获“国家线预录取”资格，可安排第二志愿项目在后一
批次面试。
若面试结果相同，则以第一志愿面试所获结果为准，第二志愿结果
作废。
若面试结果不同，则以获得较高面试结果为准，较低面试结果作废。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39/40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双语（英语教材） 全英语

2.5年 2年

40%+40%+20% 50%+50%

工商管理硕士（2018年秋季入学）

2.5年

中文

中文综合能力面试、政治笔试、英语面试

40%+40%+20%

高等教育出版社MBA联考大纲等，由考生自行购买

2018年3月或4月（提前批面试时间为2017年6-11月共5批）

2017年12月全国MBA联考

2017年10月网报，11月网上确认

英语（满分100分），综合能力（满分200分，包括数学、逻辑、语文写作）

授课时间

授课语言

授予证书

报考资格

报考时间

笔试时间

笔试科目

复习书目

复试资格

复试时间

复试形式

学习年限

 2018年入学培养费

交费方式
（按学年缴付）

项目种类

周末上课

2015年8月前
获学士学位

MIT LGO学习证明

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

2016年8月前研究生毕业；2015年8月前本科毕业；2013年8月前专科毕业

26.8万人民币

非全日制MBA项目
（综合班）

非全日制MBA项目
（金融班）

非全日制MBA项目
（深圳班）

全日制
国际MBA项目

（IMBA）

全日制中国全球
运营领袖项目

（CLGO）

工作日两个晚上与周末
一天；或周五下午、晚
上，周六一天；或隔周
周五、周六、周日三天

工作日两个晚上
与周末一天

32.8万人民币29.8万人民币

（2017年入学分数线）国家线：联考总分≥170分，综合≥84分，英语≥42分。

* 具体请见金鹰计划流程图

出国交流学习证明（需参加出国交流项目）

非全日制MBA（上海）项目
非全日制MBA（深圳）项目
非全日制MBA（新加坡）项目

全日制IMBA项目
全日制CLGO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