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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理工大学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是一所理工为主、工理
文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 是建国以来国家历批次重点建设

（一）北京理工大学简介

文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建国以来国家历批次重点建设
的高校之一，是首批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是首批进入
“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行列的高校之一。211工程 和 985工程 建设行列的高校之 。

学校坚持把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
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提出了“以智养德、以德
养才、德育为首、全面发展”的育人方针和“学校以育人为本，育
人以教学为先，教学以质量为重”的教育教学思想；按照建设研
究型大学的目标要求 确立了“厚基础 宽口径 强能力 高素究型大学的目标要求，确立了“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
质”的人才培养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推进教学内容与

体系改革 推行新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完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体系改革，推行新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完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
力培养体系，在提高教学质量、造就高素质人才方面做出了重
要贡献，毕业生也因专业知识扎实、实践创新能力强、综合素
质高而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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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英文全称Executive Master of
（二）EMBA项目概述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英文全称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简称EMBA。

EMBA教育是面向企业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的硕EMBA教育是面向企业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的硕

士层次的管理教育，是我国学位教育市场化的重要体现。

2002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我国首批200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我国首批

具有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专业学位授予权的

30所院校30所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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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EMBA招生基本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具有高度的政治素养 职业道德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高度的政治素养、职业道德

和事业进取心；

2.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国民教育系列，一般应具有学2.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国民教育系列， 般应具有学

士学位，专业不限），大学本科毕业后有8年或8年以上工

作经历（其中应有4年或以上的管理工作经历）；作 历 其中应有 年或以 的管理 作 历 ；

3.担任大中型企业中、高层领导职务。大中型企业包括规模

和影响较大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中外

合资企业、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中、高层领导

包括：正、副董事长，正、副总经理，重要的中层管理干

部和后备干部。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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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EMBA办学基本理念

精术明德精术明德

和拥天下

blg
sz.

co
m



我校EMBA项目特色

北京理工大学做为全国首批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培养高级
工商管理硕士（EMBA）的学校之一，针对企业中具有良好教育
背景和丰富管理工作经验的高层次管理人士，秉承北理工
传统优势和办学理念 精心设计了自己的办学特色传统优势和办学理念，精心设计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高定位、高层次、高质量高定位、高层次、高质量高定位、高层次、高质量高定位、高层次、高质量

中西合璧的师资队伍、国际化教学中西合璧的师资队伍、国际化教学

为企业家提供拓展视野的优秀平台为企业家提供拓展视野的优秀平台

举办多层次权威讲座 拓宽经营管理思路举办多层次权威讲座 拓宽经营管理思路举办多层次权威讲座，拓宽经营管理思路举办多层次权威讲座，拓宽经营管理思路

强大的校友网络平台，为学员提供很好的交流合作机会强大的校友网络平台，为学员提供很好的交流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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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EMBA项目现状

流程顺畅、运作系统化、市场化

性价比全国名列前茅

优秀的教学管理、质量和过程控制优秀的教学管理、质量和过程控制

优秀的国内外师资平台

社会 碑好社会口碑好 b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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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MBA课程设置

EMBA是面向企业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的硕士层次EMBA是面向企业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的硕士层次
的专业学位教育，采用在职学习的方式，学制18－24个月，
EMBA研究生修完必修学分后 在导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 并EMBA研究生修完必修学分后，在导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

参加论文答辩。通过答辩后，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获颁国家承
认的北京理工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
位。北京理工大学EMBA硕士课程体系设必修课、核心课和选修
课三类课程，各类课程总学分不少于32，总门数不少于16门，
其中必修课和核心课程门数不少于8门其中必修课和核心课程门数不少于8门。b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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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EMBA学位课程

学分 学时
课程

学分 学时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必修课 E001 商务英语 2 40

E002 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 2 40

E003 管理经济学 2 40

E004 组织行为学
2 40

E005 数据、模型与决策 2 40

管理基础

模块

E006 公司理财
2 40

E007 战略营销管理 2 40

E008 战略信息管理
2 40

E009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2 40

E010 财务报表分析与经营决策
2 40

E011 服务营销管理 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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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名称
EMBA学位课程

学分 学时
课程代课程代

码 课程名称

E012 公司战略 2 40

公司治理

战略发展模块

E013
公司治理

2 40

E014 金融市场与资本运作 2 40

E015 企业并购与整合E015 企业并购与整合
2 40

E016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2 40
E017 领导艺术E017 领导艺术

2 40

E018 管理沟通与谈判 2 40
E019 商法和商业伦理 40领导者素质与

责任模块

E019 商法和商业伦理
2 40

E020 公共政策解读
1 40

E021 古代先哲智慧与中国企业管理 1E021 古代先哲智慧与中国企业管理 1 40

E022 资本运营与投融资管理
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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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名称
EMBA学位课程

学分 学时学分 学时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资本运营

模块

E023
企业上市实战课程

2 40
模块 E024 企业估值与投资决策 2 40

管理整合

E025 创新与变革管理 2 40
管理整合

模块
E026 企业经营决策模拟 2 40
E027 危机管理 2 40

海外模块 E028 境外访学海外模块 E028 境外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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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师资简介（四）师资简介

莫少昆 教授莫少昆 教授

新加坡华新世纪企业管理研
究院院长

张银杰 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吕鸿德 教授

台湾大学第一位管理博士，
主修的专业在于市场营销

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学院
客座教授、芬兰赫尔辛基经济

先后在政府机关咨询公司和
高等学校工作。曾在多家著
名高校的MBA和EMBA授课，
现是上海财经大学EMBA课程

主修的专业在于市场营销
领域

台湾中原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
担任教授 并曾任中原大学秘

客座教授、芬兰赫尔辛基经济
学院EMBA杰出客座教授，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客座教
授。
在EMBA课程中讲授核心课程：

现是上海财经大学EMBA课程
的主讲教师。其中讲授的
《公司治理结构》《宏观经
济分析》等课程在社会上有
一定的影响 为EMBA讲授

担任教授，并曾任中原大学秘
书长，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新加坡国际管理学院、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北京泛太平洋
管 研究中 等学术机构之客

在EMBA课程中讲授核心课程：
企业发展战略、领导艺术、变
革管理

一定的影响。为EMBA讲授
“宏观经济分析”及“公司
治理”。

管理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之客
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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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祥 教授 韩伯棠 教授许玉林 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
院副教授，南洋商学院EMBA
项目副主任

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理工
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院长

许 林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
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
力资 发与咨询中 高 项目副主任

兼任新加坡“注册专业物流师
（CPL）” 评审委员会培训与考核
部主任 他的教学科研 咨询领域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教育部
管理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北京市高校管理科学研究
会副理事长 秘书长 北京市政府

力资源开发与咨询中心高
级咨询顾问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领域
部主任。他的教学科研及咨询领域
为供应链战略与设计、物流管理、
生产仓储管理、营运管理、系统建
模与优化、质量管理、电子商务、
数理统计分析等 为 讲授“运

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北京市政府
专家顾问团顾问。长期从事管理
科学，管理模式，管理决策，复
杂系统建模仿真，信息管理和战
略管理方面的教学育科研工作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领域
的创始学者之一，曾先后为
数十家企业提供不同形式的
组织设计、人力资源管理、
人才评价等管理咨询、培训

数理统计分析等。为EMBA讲授“运
营管理”。

略管理方面的教学育科研工作。人才评价等管理咨询、培训
和顾问工作。为EMBA讲授
“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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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 教授
范秀成 教授

申作军 教授 刘峰 教授
国家行政学院和北京大学
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名领导学和管理学专家

范秀成 教授
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管
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服务营销与服务
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申作军 教授
美国西北大学工业工程与管理
科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工业工程与运筹学
系终身讲席教授 清华大学

著名领导学和管理学专家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兼
中国领导力学院院长。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
部评审组成员,教育部—IBM服
务科学专家协作组成员 中国

系终身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工
业工程系教授、系主任、中组
部“千人计划”国家专家。

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等十几所著名大学的MBA和
EMBA领导力课程的主讲教授。
东方管理和中国本土化领导力
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为EMBA讲

务科学专家协作组成员；中国
市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校
市场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
管理学会营销管理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主要从事物流及供应链设计与
管理、优化算法的设计、决策
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
并参与多项美国国家自然科学 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为EMBA讲

授“领导艺术”。
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服务营销与管理，品牌营销，
关系营销与客户关系管理。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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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登弘 魏江 教授
王学先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
大连 大学法律事务中

尤登弘

数字管理理念之父、作业活
动管理第一人、著名财务管

魏江 教授

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

现任浙江大学发展战略研究院大连理工大学法律事务中心主
任

1996年至今 大连仲裁委员会仲裁

理专家

台湾注册会计师，英国Ernst & 
Young 会计师事务所资深会计师

现任浙江大学发展战略研究院
副院长(主持工作)、教育部重
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科教发
展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1996年至今，大连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大连市政协委员、大连市人大
常委会立法咨询组成员。研究领域
与指导研究生方向:民商法和企业
法律环境，不动产物权 民商事合

Young 会计师事务所资深会计师，
台湾冠伦会计师事务所主持会计
师，上海慧商斯威财务顾问有限
公司总顾问。为余家世界500 强
企业长期提供中高阶主管的财务

浙江大学 创新管理与持续竞
争力”国家创新基地副主任、
浙江大学企业组织与战略研究
所所长、现从事战略管理、创
新管理等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法律环境，不动产物权、民商事合

同、知识产权。为EMBA讲授“商
法”。

企业长期提供中高阶主管的财务
培训和财务咨询服务，在业内享
有极高的声望。为EMBA讲授“财
务管理”。

新管理等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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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 教授
天津大学

周艳菊 教授
中南大学商学院 李非 教授天津大学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青年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优

中南大学商学院
管理科学与信息决策系

长期从事决策分析，博弈论，
供应链管理 优化和决策的教

李非 教授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担任EMBA、MBA学生、硕士
生等的领导艺术与组织 战略

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
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常务
委员，天津市金融学学会
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供应链管理、优化和决策的教
学和科研工作。在国内外知名
刊物及国际会议上发表和宣读
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3项 主持国家开发

生等的领导艺术与组织、战略
管理学、管理学原理等课程的
教学任务。

主要从事管理学、战略管
理 日本式管理 市场社会理

”项目评审专家。“天津
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评审专家。“天津
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

学基金项目3项，主持国家开发
银行湖南省分行委托科研项目、
湖南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
项目7项，国际生产与运作管理
学会中国分会会员（APICS）会

理、日本式管理、市场社会理
论等的研究。出版《军事韬略
与企业竞争》、《企业集团理
论－日本的企业集团》、《富
与德 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

新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项目
”评审专家。

学会中国分会会员（APICS）会
员，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会
员（IACMR）。

与德—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
等专著多部，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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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仕斌 教授
美国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
市场营销学终身教授

黄志民 教授
美国Adelphi大学商学院

罗伯特∙斯威博士
Robert W. Swaim, Ph.D., 
MBA MA市场营销学终身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品牌战略，
市场营销渠道战略，价格战略，
制度 论 其在 市 的应

美国 p 大学商学院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运营管理博士，OMEG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BA, MA

美国克莱芒特大学德鲁克商
学院博士学位和管理硕士学

制度理论及其在新兴市场的应
用。nal of Marketing,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Journal 

J
Management Science副主编。
美国运筹和管理科学学会会员，
美国决策科学学会会员，美国
市场学学会会员。主要教学研

学院博士学位和管理硕士学
位，皮博定大学MBA学位，
和匹兹堡大学商学学士学位

中国人民大学德鲁克EMBA和光ofOperation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Journalof Business Research
等 并在诸多国际学术会议上

市场学学会会员 主要教学研
究领域：供应链管理,销售系
统, 数据包络分析（DEA）, 
效率分析,多目标决策,博奕理
论。

中国人民大学德鲁克EMBA和光
华德鲁克EDP高级客座教授，曾
担任美国圣力奥大学与北京对
外经贸大学合作EMBA项目的高
级客座教授 为EMBA讲授“公等，并在诸多国际学术会议上

宣讲其学术研究成果。盛仕斌
博士同时担任多家学术杂志的
编审委员会成员或审稿人。

级客座教授。为EMBA讲授 公
司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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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流程 学生培养流程
招生准备(全年)

（五）培养流程——学生培养流程

报名(全年)

录取(每年春季 秋季)

命题考试评卷(每年春季、秋季)

录取(每年春季、秋季)

上课过程 (16门课程，32学分)

选导师 论文开题(完成课程 修满学分)选导师、论文开题(完成课程、修满学分)

论文答辩 (开题和答辩间隔6个月)( )

答辩后提交材料(交研究生院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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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控制

教师选聘
方面

• 在聘选EMBA教师方面，我校一贯秉承严格的作风，拟聘用的教师至少
要有10年以上的大型企业咨询经验，要对其进行至少一次全程课程的
试听，并对听课学员进行访谈，看实际效果决定是否聘选授课教师。

方面

• ①对于学员的上课出勤进行严格的考勤，并每门课安排EMBA中心人员
做为课堂助教全程跟课

学员质量

做为课堂助教全程跟课。
②对于EMBA学员的论文建议导师严格要求，不达到要求的建议学员与
导师商量后延期进行开题或答辩。
③EMBA每次课程的作业除授课教师特殊规定外 统一要求一个月之内

方面
③EMBA每次课程的作业除授课教师特殊规定外，统 要求 个月之内
将作业交到中心，若晚交或不交，则本门课程需要重修。

①课堂上发放教师授课课件 按照EMBA课件制作要求进行提前修改并

其他方面

• ①课堂上发放教师授课课件，按照EMBA课件制作要求进行提前修改并
制作。 EMBA每月上课连续四天，每天7小时课程，在课时要求方面在
全国首屈一指。
②课堂上发放教师授课课件 按照EMBA课件制作要求进行提前修改其他方面 ②课堂上发放教师授课课件，按照EMBA课件制作要求进行提前修改
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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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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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课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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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动掠影——素质拓展、校友活动

素质拓展起源于国外风
行了几十年的户外体验式
练 过 特 富训练，通过设计独特的富

有思想性、挑战性和趣味
性的户外活动，培训学员
们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们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
团队合作精神，使学员能
够更好更快的融入集体。

EMBA中心及校友之间经
常组织各类集体活动，增
强校友之间的感情联络强校友之间的感情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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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掠影——移动课堂

EMBA中心一直以来致力于打

造灵活多样的精品教学，在
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成
绩斐然 通过移动课堂绩斐然。通过移动课堂，
EMBA学员加强了班级和谐建

设，增进了同学间情谊，加
深了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之于深了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之于
现代领导艺术意义的理解，
见证了现代企业的生机和活
力 为同学们思考企业的长力，为同学们思考企业的长
远发展大计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同学们真正体会到了
“万里路 万卷书 万里万里路，万卷书，万里
情”。EMBA中心每年会组织

一至两次境外教学、参观考
察和交流走访任务。带领学察和交流走访任务。带领学
员走出国门，了解国际经济、
政治、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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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EMBA期待您的加入北京理工大学EMBA期待您的加入

blg
sz.

co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