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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同济大学 EMBA 项目招生简章 

一、百年同济 

    同济大学是国家“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在百余年办学历程中，始终

注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四大功能均衡发展，综合实力位居国内高校前列。目前，

同济大学已基本构建起了“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知名高水平大学”的整体框架，学科设置涵盖工学、理

学、管理学、医学、经济学、文学、法学、哲学、艺术、教育学等 10大门类。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类教育始于 1956年，作为国内首批成立的商学院之一，同济大学经管学院立足于

同济工科优势，建立了“工程管理”、“服务科学”、“城市经济与管理”三大学科平台，并以此为依托，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方面持续稳步获得发展。 

二、项目简介 

    同济大学是全国首批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培养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的高校之一。同

济大学 EMBA以“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社会责任感及创新精神，掌握现代经济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业界领袖”

为使命，在十余年 EMBA教育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精心设计 EMBA课程，全球选聘优秀教授组建专业化的教学

团队，通过多样化和创新的教学方式，帮助企事业单位中高级管理人员系统地掌握管理决策与执行所必须的

专业知识与技能，并能创造性地应用这些知识与技能，旨在培养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和卓越领导能力的业界领

导者。 

同济大学 EMBA联手国际一流商学院，以一流的师资、一流的课程、一流的服务，为您构建无限广阔的

智慧交融、信息传递平台。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同济大学 EMBA项目已发展成为集“特色化、国际化、专业

化”于一体的企业家学习交流平台和中国 EMBA教育的高端品牌。 

三、项目荣誉 

 2010年，同济大学 EMBA 获评“中国市场最具领导力 EMBA”综合排名第三和“中国最具特色与发展潜力”

EMBA项目称号； 

 2011年通过英国工商管理协会 AMBA（Association of MBAs）国际认证，并获得五年最长认证有效期； 

 2011 年在欧洲权威商学院排名机构 Eduniversal 发布的，来自世界各地 1000 所商学院院长投票选出的

“2011 年度全球 1000所最佳商学院”名单中，同济 EMBA荣获单项排名中国区第三； 

 2013 年通过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及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CAMEA）认证，并获得五年

最长认证有效期； 

 2013年通过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EQUIS）国际认证； 

 2013年，同济 EMBA获评中国卓越 EMBA运营奖和华东地区最值得推荐 EMBA项目称号； 

 2010-2014年连续五年被评为《中国市场最具领导力 EMBA》国内 EMBA教育项目综合排名前五； 

四、项目特色   

 国际接轨、权威认证：全国首批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开办的 EMBA项目，并率先通过 AMBA、EQUIS、

CAMEA等国内外管理教育顶级认证； 

 专业权威师资：融合同济综合性大学的学术资源，并与德国曼哈姆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级名校合作，

聘请国内外顶尖的师资及业界名家，为学员传道授业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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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对接、特色课程：关注行业动态与市场趋势，全面对接企业需求，不断推出行业特色课程模块，与

学员企业对接共同应对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高端交流平台：与国内外权威专家、教授和各行业高层管理者相互交流经验，构筑中国高级管理人员的

核心社交网络； 

 多元化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形式外，引入现场教学、案例研讨、模块学习、管理实战、沙盘模拟、专

题演讲、名家论坛、企业参访、境外机构实地考察等多种教学方式； 

 双导师制：项目将推行“学业导师+企业导师”双导师制，从知识完善、素质培养、能力提升、经验分

享、人脉拓展等方面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帮助； 

 校友资源优势：同济 EMBA目前拥有校友 1500人以上，学员行业背景分布广泛，地域遍布大江南北，为

您打造高端校友资源交流和共享平台。 

五、招生对象 

 企业总裁、董事、总经理、总监等高管及其他管理人员 

 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特别优秀者可以大专学历申请报名） 

 具有 8 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其中含 4 年或以上的管理工作经验 

六、报名须知  

 招生计划：1）开学时间：每年分两次开学（6 月、12 月） 

2）入学考试时间：原则上每个月安排一次，具体时间见网站通知 

3）授课地点：同济大学校内 

 报名方式：1）致电同济 EMBA 中心（021-65988682、65984950）索取《同济 EMBA 报名表》及相关材料 

2）登陆同济 EMBA 官方网站 www.tongjiemba.com 在线报名 

3）通过邮件方式报名（官方报名邮箱：embaapp@tongji.edu.cn） 

4）直接来校到同济大学 EMBA招生办公室（中法中心 C区四楼）现场报名 

 报名需提交如下材料： 

1) 正式报名表 (学校提供正式报名表)； 

2) 身份证复印件 2份； 

3) 学历和学位证书复印件各 1份； 

4) 个人名片 4张、1寸证件照 6张（背后请署名）； 

5) 两封具有高级职称人士出具的推荐信（正式报名表中第 11-14页）； 

    注：面试时请携带个人简历、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身份证原件，以备查验。 

 考试与录取 

1) 初审：由同济大学 EMBA 招生考试委员审核申请者资格，通知初审合格者并寄送笔试样卷，考试由

同济大学 EMBA单独命题； 

2) 面试：由资深教授、大型企业集团的总裁、人力资源总监等组成面试小组，考察申请人交流、表达

和应变等能力，全面了解其素质和发展潜力； 

3) 综合笔试：内容侧重于考察申请人在文字表述、逻辑思维、知识结构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学

校提供笔试样卷参考）； 

4) 录取：招生考试委员会综合评审申请者，决定录取名单及发放研究生（EMBA)录取通知书。 

 学费支付 

单位抬头：同济大学 

开户银行：农业银行上海五角场支行 

帐号：033267－08017004675 

注:报名费可考试当场缴纳现金。 

http://www.tongjiemba.com/
mailto:通过邮件方式报名（官方邮箱：embaapp@tongj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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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 

    同济大学 EMBA依托全球高质量的师质团队，在现有课堂教学形式之外，引入现场教学、案例研讨、管

理实战、模块学习、沙盘模拟、专题演讲、名家论坛、企业参访、境外机构实地考察等多种教学方式，将第

一、第二和第三课堂有机的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了 EMBA教育的培养宗旨和培养目标。 

    同济大学 EMBA课程设置共包括七大模块，包括：入学模块、必修课程模块、商学核心模块、特色课程

模块、国际学期模块、综合实践模块、毕业模块。学生至少需修满 36学分，方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其中

特色课程模块共分多个方向供学生选修：房地产开发与项目管理，金融投资与风险管理，创意设计与创新管

理，建筑设计、规划与房地产管理，商务谈判与沟通，亚太经贸环境分析，管理实战模拟（TECHMARK），可

持续发展与管理。 

入学模块 
开学典礼 思维拓展及名家讲坛 

管理实战模拟（TECHMARK） 团队建设与沟通 

必修课程模块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商务英语与沟通 

商学核心模块 

营销管理 战略管理 

财务管理 运营管理 

管理经济学 商法及公司法律实务 

领导力与领导艺术 人力资源管理 

组织行为学 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 

特色课程模块 

(选修) 

房地产开发与项目管理方

向 

房地产开发战略、流程管理 

建设成本规划与控制 

建筑工程项目决策与实施策划 

大型复杂工程管理 

建筑信息模型与虚拟设计施工应用 

国际工程风险与防范 

BIM（建筑信息模型）应用前沿 

房地产精细化管理与成本控制 

金融投资与风险管理方向 

证券投资与金融市场 

金融风险管理 

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 

投资组合与资产配置 

互联网金融 

企业评估与兼并重组 

创意设计与创新管理方向 

设计战略与管理 

创意产业研究 

商业模式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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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 

移动互联网与企业转型 

大数据分析与营销 

建筑设计、规划与房地产

管理方向 

建筑设计过程管理与控制 

传统与当代建筑文化 

国内外建筑规划设计与建筑美学 

房地产建筑设计与风水学 

城市土地经济与房地产开发艺术 

社区规划、住宅设计与现代建筑 

商业地产开发模式及业态分析 

房地产资本运作与投资分析 

商务谈判与沟通 

管理实战模拟（TECHMARK） 

亚太经贸环境分析 

可持续发展与管理 

国际学期模块 

（选修） 

模块一 北欧游学（芬兰阿尔托大学） 

模块二 英国游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模块三 美西游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模块四 美东海外（哈佛大学、西点军校） 

模块五 德国游学（曼海姆大学） 

综合实践模块 

案例研讨、沙龙 

房地产企业经营管理案例研讨 

房地产、建筑行业交流会 

项目合作与投资融资对接沙龙 

明星企业参观考察 

知名房产公司参观考察 

标杆企业参观学习、现场案例分析 

同学企业互访、考察明星楼盘 

毕业模块 

毕业论文 

毕业典礼 

学位授予 



                               

 5 

八、学制与学位 

    学制两年，在职学习，每月集中面授一次，周四至周日，为期 4天。 

修满学分且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后，颁发由国务院学位办审批且由同济大学授予的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证书。 

九、师资力量 

    同济大学根据 EMBA 教育前瞻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的特点，依托学校雄厚的教学与科研力量，不断优化

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向，组建了一支结构合理、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同济 EMBA 师资团队由同济大学及国内

外其他著名高校教授、政府部门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业界精英构成。 

兼职教授： 

万钢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部长、同济大学原校长、同济大

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工学博士。 

研究方向：高科技管理、洁净汽车能源燃料电池 

吴启迪 

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原副部长、同济大学原校长 

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 

徐冠华 

中科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荣誉博士。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同济大学中国

科技管理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研究方向：高科技管理、遥感应用 

蒋志权 

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建工（集团）董事长 

校内教授： 

霍佳震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研究方向：工商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管理信息系统、企业管理理论 

王广斌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研究方向：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投资管理、工程管理信息化 

陈伟忠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金融系主任、同济大学上海期货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向：金融学、技术经济及管理、工商管理 

陈松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SIMBA执行主任 

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理、工程经济及管理、企业管理、技术政策等 

丁士昭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工程管理研究所所长 

研究方向：城市管理与建设工程管理、项目管理 

郭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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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 

研究方向：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先进制造技术发展战略研究及宏观管理研究 

罗瑾琏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设计、企业管理 

任浩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组织与人力资源 

吴光伟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金融学、技术经济及管理 

魏嶷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财务管理、企业管理 

诸大建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城市管理与建设工程管理 

叶明海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市场营销、展会管理、企业管理 

乐云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系主任、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 

研究方向：城市管理与建设工程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信息化、工商管理 

吴志强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 

何清华 

同济大学建造师教学专家 

研究方向：项目管理前沿理论、工程管理前沿理论、大型复杂群体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管理信息化等 

彭运鹗 

同济大学教授、哈佛大学 ARIES研究员、世界银行高级顾问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金融 

阮仪三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

员会委员、建设部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城市规划理论和设计教学及研究、中国历史城镇的保护与规划 

校外教授： 

王德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联席会副会长、上海福卡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 

邓东滨，澳洲悉尼大学硕士、台湾交通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台湾科技大学管理研究所 

JamesO.Leckie，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斯坦福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竞争力研究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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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AnnaLee Saxenia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与系统管理学院院长 

Andrew M. Isaacs，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科技管理项目高级主任、现任密西根文科艺术学院咨

询顾问、斯坦福科技风险项目顾问、伯克利顾问委员会主任等 

Paul K. Wright，机械工程学教授，伯明翰大学博士，加州伯克利大学高科技管理项目联合主任、工程

学院副院长 

Manfred Kirchgeorg，德国明斯特大学博士，德国莱比锡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 

兼任教授 

陈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国家级有特殊贡献专家、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梁小民，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 

刘德明，台湾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财务管理学系所专任教授、美國 Review of Futures Markets 评审 

讲座嘉宾： 

冯仑，陈劲松，秦朔，周瑞金，任志强，毛大庆，曾熙，华国平，谢国忠等 

十、联系方式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MBA 中心 

联系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号同济大学中法中心 C区四楼（200092） 

联系电话：021-65988682、65984950 

联系人：王老师（13918114487）、雷老师(15216704230) 、马老师（13122975688） 

传  真：021-65984955 

E-mail：embaapp@tongji.edu.cn 

网址：http://www.tongjiemba.com 

http://www.tongjiemb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