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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 的前身是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其悠久的历史与浓
郁的文化、雄厚的师资、淳朴的校风享誉海内外。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10余年来，经过几
代人的辛勤耕耘，形成了兴学强国、艰苦创业、崇德尚实、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和爱国爱
校、饮水思源的品格，坚持“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特色，不断开拓
创新，精勤育人。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始建于1928年，1984年恢复建制。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西安
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一直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管理人才教育基地之一。西安交通大学是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试办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的院校之一。自1990年开始，已招
收和培养了MBA四千余人。西安交通大学MBA综合评比名列全国高校前列。在教育部公
布的学科排名中，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两个一级学
科双双获得第一名。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在管理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努力拼搏，不断创
新，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不断改进，在学科发展
上日益完善，正朝着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的管理学院的目标迈进。

香港理工大学（以下简称理大）于1937年创立，是一所拥有骄人历史及卓
越成绩的大学。理大前身为香港理工学院，于1994年正名为香港理工大学。理大提供的课
程切合工商界和社会人士的需求，多年来已培育了超过三十万名莘莘学子。毕业生遍布社
会各个重要领域，在香港社会乃至世界各地发挥重要作用。

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致力发展为亚太区首屈一指的商学院，师资力量强大，课程
强调理论结合实际，深受社会欢迎。理大商学院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上近年取得丰硕的成
果，MBA课程获得英国评审机构A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协会）正式认证，商学院
获得EQUIS（欧洲质量改善体系）认证和 AACSB International（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国际商学院联合会）认证，乃亚太区少数获得
三重认证的商学院之一。国际认证一方面肯定理大商学院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成绩，另一方
面也确保和促进学院有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课程总监

戴伟思教授
课程副总监

陈光辉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 ── 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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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课程

课程的目标及学习成果

MBA学位课程，是理大商学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研究生课程。课程分别在香港本地和
中国大陆招生，同样颁发理大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理大的MBA课程从2010年开始实行
「OneChina MBA」，中国内地和香港采用一致的课程结构，促进两地学员的互动和
交流。全新改革的课程增加学分，加入新的学科，以配合全球化经济环境下所需的管
理知识和技能。

从2002年开始，西安交通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
例》的有关规定，合作开办MBA学位教育项目1，合作项目由西安交通大学通理项目管
理中心负责实施。学员完成课程、达到毕业要求后，授予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学位证书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效，效力等
同于国内高校的相应学位证书。

合作项目开始至今，已有8届毕业学员，他们皆是社会翘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关
键的作用。

1    批准书编号：MOE61HK1A20020394O，批准情况可查阅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网站：
    http://www.jsj.edu.cn

 

 
本课程的目标是使学员掌握现代管理必备的知识、才干和技能，提高学员的管理和分
析能力。

课程之预期学习成果如下︰ 

1.    概念的应用
学员应具备分析能力，懂得选择及运用合适的概念框架来解决管理上面对的问
题，包括为企业订立发展方向与目标。 

2.    批判与创意思维
学员应在管理问题上具备批判与创意思维。 

3.    高效沟通能力
学员能有效地以口头和文字表达深思熟虑的论据。 

4.    人际交往能力
学员应具备人际交往技巧及知识，有效地与不同范畴的人士合作。 

5.    亚洲营商环境下的领导和管理变革才能
学员应具备在亚洲营商环境下识别及应对变革之能力，以及提出和有效管理企业
的变革。 

6.    国际视野
学员应具备国际视野，了解文化的多元性，认识全球化发展之下不同文化的差
异，以及对管理所带来的影响。 

7.    商业伦理
学员应能够在日常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层面上，识别及解决商业伦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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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科目

•  领导力发展课程 (6学分)

•  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会计学 (2学分)

•  组织行为及发展学 (2学分)

•  营运管理 (2学分)

•  高级管理人员财务管理 (2学分)

•  市场营销管理 (2学分)

•  商业研究方法 (3学分)

•  高级管理人员管理会计学 (2学分)

•  管理信息系统 (2学分)

•  管理经济学 (3学分)

•  国际领导力：在亚洲环境的应用 (3学分)

•  MBA调研报告 (6学分)

•  管理政策与策略 (3学分)

•  商业伦理 (科目名称待定) (1学分)

选修科目

(以下课程任选两门，每门3学分，共6学分)

•  兼并与收购
•  公司风险管理
•  跨国公司财务管理
•  全球经济中的中国金融业
•  谈判与冲突管理
•  管理变革
•  创业学
•  香港与中国大陆中小型企业的创办及管理
•  国际管理
•  资讯科技战略
•  知识管理
•  系统动力与商业政策
•  服务市场营销学
•  环球商业企业考察
•  全球文化创意产业与区域特色
•  全球本土化与企业传讯

注：每年开办的选修科目取决于师资力量和报读人数能否

达到校方最低注册人数的要求。

课程特点
•  师资国际化，课程国际化，课程设置和教学与国际接轨。 

•  共享西安交大和香港理大的丰厚资源。

•  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强调老师和学生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  强调培养学员的分析能力，以及学员的批判性与创意思维。

• 着重培养学生的管理实践能力，通过对国内外企业的案例进行咨询诊断、调查研
究，深化学员对企业管理的理解和提升管理水平。

• 分别在西安和深圳招生，两地学员有机会一起参加课程活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学
员也有机会一起学习和交流。

 

 
必修科目共39学分，选修科目共6学分，合共45学分。

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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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 (华测) 奬学金西安腾辉奬学金 

金邦达奬学金 持续奋斗奬学金

授课方式 

修读年期

入学资格

甄选程序

颁发学位

学费

奬学金

采用中文教材，以普通话授课。学员不脱产在职学习，采用学分制，利用
周末集中上课。学员通过规定的课程要求及考试成绩合格取得该门课程的
学分。

两年制兼读制。 

申请人必须具备：
•  国家教育部认可的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或其它专业认可资格，及六年

以上管理或专业工作经验。
•  35岁或以上，拥有国家教育部认可的大专学历及具备八年以上高层管理

或专业工作经验的申请人可获个别考虑。

合适的申请人或会获邀参加面试。面试的目的是为了解申请人的学习动
机、沟通技巧，以确定申请人是否适合修读本课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学员修满规定的课程学分，
达到毕业要求后，由香港理工大学颁发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学位证书
国家承认。

整个课程共45学分， 学费为人民币156,420元。

本课程设有奬学金，以奬励成绩优异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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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活动

西安、深圳、香港三地学员聚首交流
领导力发展课程 - 管理工作坊 I     

西安及深圳学员互相切磋
领导力发展课程 - 管理工作坊 II

实地考察， 贯通理论 
教学活动之企业考察 

全体师生欢庆
第17届毕业典礼及毕业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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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心声 毕业生心声

黄勇军 (2011届毕业生)

深圳腾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在理大学习的这段时光里，不仅让我体
验到了国际一流校园的先进教学方法，
而且让我学会了如何把控一个企业走上
健康成长的道路，更让我感激不已的是
很多老师还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教会
了我不断挑战新目标的精神，让我终身
受用 。

姚浩东 (西安二年级学员)

微软 (中国) 有限公司高级地区经理

回想当初面试的老师问我读这个MBA的
目的，我的回答是学习、交流、交友。
过去的一年半，是我近十年最有价值的
一段时间，理大与交大的国际化视野，
老师们前沿的科研成果和丰富的教学经
验无疑扩展了我的眼界，提升了我的知
识与技能，同时，基于这个平台，我也
结识了如此优秀的一批老师和同学，这
将是每个同学一生的宝贵财富。

姜洪耀 (2011届毕业生)

西安市政府办公厅处长
贾霄鹏 (深圳二年级学员)

深圳市致远速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两年学习，所获许多。一是学到了一些
知识；二是认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同
学。感谢「理大」：为我们搭建学习交
流的平台，使我们增长了知识，丰富了
人生；感谢「通理」：为我们营造学习
交流的氛围，使我们思维通达、做事明
理。

在理大，不仅遇到了传道、授业、解惑
的良师，还遇到了志同道合、无话不谈
的朋友，他们的良言、鼓励和扶持，让
我在事业的路上走的更加顺畅；如果从
投资角度来看，选择理大是我这几年非
常成功的一笔投资！

孙矿玲 (2011届毕业生)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县委书记

理大先进的治学理念、严格的教学要
求、细致的学习服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这些精良的作风将对我的工作、生
活产生长远的影响。

侯毓科 (西安一年级学员)

陕西海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通过学习理大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现
代营销理论，使我逐渐由凭经验管理企
业过度到按职责划分、按流程办事，使
我明白如何管理知识型员工及组建异质
型团队，更使我明白如何在现代金钱至
上的商业社会坚守自己的企业道德底
线。

于龙章 (2011届毕业生)

宝威电源 (深圳) 有限公司
系统电源工程部经理

庄树生 (深圳一年级学员)

广州广播电视台
高级广告师、广播经营部课长

MBA学习不仅使得同学们对所学知识做
到了融会贯通，也做到了理论实践相结
合。通过把所学运用到日常工作中，不
但获得了自身能力的提升而且也获得了
精神的升华。

能有幸参加香港理工大学MBA学习是一
个非常难得而美妙的提升旅程和人生经
历。整个课程安排精心实用，教授们都
是国际顶尖的业界名师，教风学风严肃
严谨，老师教授和气可亲，课内课外教
学相长。同时有幸与许多其他行业的精
英才俊并肩同窗，并有机会结识到人生
知己、事业伙伴，这都是超出我期待之
外但又乐意之至的人生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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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查询

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研究院
电话: (852) 3400 3230 / (852) 3400 3375      传真: (852) 2365 7415
电邮地址: gsbcmba@polyu.edu.hk             网址: www.polyu.edu.hk/gsb/cmba

西安交通大学通理项目管理中心
电话: (029) 8339 9002       传真: (029) 8339 9003  
电邮地址: zhaosheng@xatongli.com         网址: www.xatongli.com

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
电话: (755) 2267 3882                                      传真: (755) 2267 3886  
电邮地址: sztrain@inet.polyu.edu.hk       网址: www.polyu-szbase.com
                                                                                          www.polyu-yic.org.cn
          

本册子的资料以截至印刷日(2012年3月)为准，本院可作复审及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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