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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中国内地第一所开设全日制全英

文 MBA 课程、EMBA 课程和高

层经理培训课程的商学院

* EMBA 课程 2018 年数据

 MBA 课程 2019 年数据

上海校区

亚洲第一所 MBA、EMBA 课程均

位列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行榜

前五强的商学院 *

中国内地率先获得欧洲 EQUIS

和美国 AACSB 双认证的商学院



中国内地第一所开设专注于卓

越服务的双学位 EMBA 课程

的商学院

1994 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 简称“中欧”) 由中国政府和欧盟联合创立。目前，中欧已经夯实了其作为

全球环境下卓越的中国专家的美誉。中欧开设 MBA、FMBA、EMBA、Global EMBA、卓越服务 EMBA 

(HEMBA) 和高层经理培训课程，对于中国商业和推动国家发展的创新，中欧提供无可比拟的洞见。学院

以“认真、创新、追求卓越”为校训，致力于培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商业领袖，被中国和欧盟领导人分

别誉为“众多优秀管理人士的摇篮”和“欧中成功合作的典范”。经过 25 年的探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已经成为中国教育领域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知识传播到知识创造，走出

一条理论与实践、聚焦中国与贡献世界相融合的办学之路，成为了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品牌。学院

在上海、北京、深圳、加纳阿克拉和瑞士苏黎世均设有校区。

亚洲领先商学院

全球第一所在亚洲、欧洲和非洲

三大洲五地设立校区的商学院

中国内地第一所与 30 多所全

球顶尖商学院建立 MBA 学生

交换项目的商学院



中欧拥有一支世界级的长期教授队伍，他们不仅具有世界一流学府的教学经验，也有着担

任大型企业和政府高级顾问的经历。学院先后设立了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中国企业全

球化中心、供应链与创新服务中心、财富管理研究中心等一批研究机构，奠定了符合国际

学术规范、能对中外经济进行深入研究的智库架构。自 2014 年起，学院受上海市人民政

府委托，领衔创建面向全球的“中国工商管理国际案例库”，所收录案例广泛应用于国内

教学，并被欧美商学院采用，实现了管理教育理论与商业案例从引进、融合到创新并走向

世界的转变。许多国际知名媒体都将中欧教授视为解读全球环境下中国商业问题的权威，

学院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

70 多名全职教授，来

自全球 15 个国家和地
区，国际师资占比高达

60%

领衔创建“中国工商管

理国际案例库”，收录

1200 多篇中国主题案
例，被国内外商学院广泛

采用

创立实境教学法 (RSLM)，

将案例学习与公司参访、

课堂教学与企业战略相

融合

近 20 个研究中心与智
库为全球管理知识宝库

持续贡献中国智慧

在 FT50 ( 英国《金融时

报》认定的 50 种经管
类权威杂志 ) 上发表论文

数在中国内地商学院中

排名第一

中欧教授连续五年 (2014-
2018) 成为爱思唯尔高被引

学者榜单“商业、管理、会计”

领域最大赢家，约占中国入

选学者总数的三分之一

北京校区

世界一流的教授队伍



中欧拥有中国商学院中规模最大、阵容最强的校友网络。截至2018年12月，

中欧校友逾 22000 名，遍布全球 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超过三分之二

是公司总裁、董事长、CEO等企业最高管理层。中欧是中国内地第一家提

倡企业社会责任的商学院，鼓励学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倡导比商业成功更

高的追求。爱心联盟、杉树计划、珍珠班、绿色供应链行动……各类创新

社会公益组织在校友群体中不断涌现，积极投身社会公益已蔚然成风。如今，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已经成为中欧校友与校友企业的共同追求，

他们不仅是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新时代商业文明

和社会责任的积极践行者。

•为来自各行各业逾 16万名企业中高

层管理者提供培训

•22000 多名校友，遍布全球 80多个

国家和地区

•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60多名全国人大、政协委员

•300 多位上市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

•7位全球 500 强企业掌舵人

•15位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规模最大、阵容最强的校友网络

李东生 (CEO 2003)

TCL 集团董事长、CEO

于旭波 (EMBA 2002)

中粮集团总裁
徐和谊 (EMBA 1996)

北汽集团董事长

田明 (EMBA 2005)

朗诗集团董事长



MBA

FMBA

中欧开设全日制、全英文MBA课程。对于处于职业发展初期，期待在全球环境中成为具有责任感的商

业领袖的年轻人来说，中欧MBA是理想之选。中欧MBA课程提供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深刻的中国知

识，融合商业基础必修课和60多门选修课，囊括财务、金融、创业、战略、领导力、市场营销、人力资源、

组织行为和综合管理等商业运作和制定决策中的关键管理技能以及团队战略咨询经验，并提供丰富的海外

拓展交流机会。为确保毕业生能够充分准备以积极应对商业世界正在发生的转型，中欧MBA格外关注数

字化商业革命，并对职业发展给予强有力的支持。除为期 18个月的标准课程之外，中欧MBA也提供一

年学制供学生选择。

* 以上数据或有波动，但反映课程长期整体表现

中欧 FMBA课程为金融机构与其他行业从事金融、财务相关工作的中层管理人士量身定制，通过 ( 金融 X

管理 )TM 的课程体系，研究金融与管理如何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使学生具备系统性思维与战略决策能力，

培养能够将“金融之术”与“管理之道”融会贯通的未来领导者，为金融行业源源不断输送人才。

提供800多个就业岗位

90%以上的毕业生在毕业三个月内收到工作邀约

毕业生薪资涨幅逾90%
与40所以上的世界顶级商学院建立学生交换项目

两年制在职课程、中文授课

在中欧上海校园授课，并在全球金融中心开设海外模块

学生平均拥有10年工作经验、5年管理经验

课程创建 8年来，培养了500多位金融专业高端人才

培养今天和明天的商业领袖

+86 21 2890 5288

+86 21 2890 5555 admissions@ceibs.edu

fmba@ceibs.edu



EMBA

Global EMBA (GEMBA)

GEMBA

对于有比商业成功更高追求的企业家和资深高管来说，中欧 EMBA课程是一场思想激荡碰撞的知识盛宴，

一段自我探索、知行合一的学术旅程。在中欧 EMBA校友中，有着众多在中国商界熠熠生辉的名字。中

欧EMBA学生须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十年以上工作经验并包含七年以上管理经验。课程在中欧上海、北京、

深圳校区均有开设，为两年制在职学习，每月集中四天授课，以中文教授，或英文配翻译。

中欧 GEMBA 课程是以全英文授课的在职 EMBA 课程。课程在全球三大洲招生，五大洲授课。核心课程

在中欧位于上海的主校区讲授，选修课程在五大洲七个国家举办。中欧 GEMBA 学生是一个高度多元化、

成就斐然的高管群体，平均有着 15 年工作经验。领导力教育贯穿课程始终，在扎根中国市场的基础上，

着重培养学生对全球经济的理解，提升其跨文化管理能力。中欧 GEMBA 课程学制 20 个月，授课模式灵活，

学生可选择每月上课，每次四天，或每两月上课，每次八天。

中国内地第一个EMBA课程

12000+位 EMBA校友，300+位上市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

严谨创新的课程体系，50+门选修课，10+ 海外选修模块

海外学生占比逾 40%，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领先的独立 EMBA 课程

毕业三年薪资水平 ( 美元 ) 全球第 4
2018 年 EMBA 独立办学全球排名第 1
英国 2018 年《金融时报》全球第 5

+86 21 2890 5888

+86 10 8296 6666

+86 755 3699 5166

emba@ceibs.edu

embabj@ceibs.edu

embasz@ceibs.edu

+86 21 2890 5209 gemba@ceibs.edu

上海

北京

深圳



卓越服务 EMBA (HEMBA)
卓越服务 EMBA是中国首个为大服务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度身定制的 EMBA课程，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

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 (EHL) 联手打造，共同执教。授课既涵盖了高层管理所需的通用管理核心课程，又

设置了服务升级所需的专业课程。卓越服务 EMBA课程学制 18个月，以中文授课。毕业生将获得由两所

学院颁发的两个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成为两所学院的校友。

中国首个为大服务业的高管定制的 EMBA学位课程

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共同执教

+86 21 2890 5556 hemba@ceibs.edu



高层经理培训
中欧高层经理培训旨在为各行各业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提供商业管理领域的综合培训，通

过分享最前沿的管理知识，帮助他们快速提升综合管理与领导能力，从容应对纷繁复杂的

商业环境和管理挑战，推动其企业的长期发展。中欧高层经理培训的竞争力根植于课程团

队对诸多行业领域的敏锐洞察，对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课程质量的严格把控。企

业客户可选择度身定制的公司特设课程 (CSP)，或派遣员工和团队参与公开课程 (OEP)。

作为领先的高管教育提供者，中欧始终与时俱进更新并创新课程，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

需求，为经理人提供最先进的国际化管理知识。

自 1994 年起，为3000多家企业提供管理培训逾16万人次

除中国之外，还在约14个国家开设课程

17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

+86 21 2890 5187 exed@ceibs.edu

Executive
Education



作为中国和欧洲成功合作的典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受人尊敬

的商学院的同时，也承担着独特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和欧洲乃至世界之间政治、

经济和文化交流合作的平台。2003 年 10 月，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

文件》，其中提出要“办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对学院给予

高度期望。作为重要的智库与平台，学院正在成为中国和欧盟关系深入发展的推动力，

为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互信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智慧与力量。

苏黎世教研基地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重要桥梁

“学院的成功，是中国和欧盟

友谊的硕果。”

~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中欧理事严隽琪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欧中合

作的成功故事，值得为之欢

庆。”

~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中欧

特 聘 教 授、Notre Europe 智

库名誉主席帕斯卡尔·拉米

“中欧是上海的一张品牌。”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我相信学院将继续引领商

业管理知识教育，帮助那些来

自中国和欧盟的有识之士在未

来迎接挑战、把握机遇。”

~ 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前主

席罗马诺·普罗迪



• 在 25 年的发展历程中，学

院逐渐发展成为中外政要互

访的高端平台

• 中央和上海市领导以各种形

式对学院发展给予了极大的

关心与支持

• 欧盟领导人，包括欧洲理事

会前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

会前主席巴罗佐等曾先后访

问学院

• 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和法国前

总理拉法兰受邀担任学院欧

方理事

•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德维尔

潘，前欧盟贸易委员、世

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

米受邀担任学院特聘教授

• 在欧洲主要国家举办“中欧

欧洲论坛”，传播中国声音，

推动中国和欧洲工商界的深

入交流与合作

• 2015 年，在欧洲苏黎世设

立校区，推动中国与欧洲企

业之间的双向交流

• 2017 年，携手中国 - 中东欧

基金联合设立中东欧经济研究

所，为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各国

的经贸往来提供智力支持

“在欧中关系稳健发展的道

路上，我们期待与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继续合作。”

~ 欧盟前驻华大使史伟

“自 1994 年以来，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一直致力于联合那

些关注欧洲和中国的卓越人

士，我相信学院将会为双方源

远流长、成果丰硕的友谊传递

声音。”

~ 法国前总理、中欧特聘教授、

中欧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多

米尼克·德维尔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一直致

力于与全球合作伙伴携手推

动国际间的理解与互信。” 

~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

 李铭俊

“中欧是一个真正的商业教

育和知识分享的全球化平台，

学院为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

视野所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

令人钦佩。”

~ 法国前总理、中欧理事、

中欧夏尔·戴高乐全球领

导力教席教授拉法兰



作为一所国际化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通过位于上海、北京、深圳、加纳阿克

拉和瑞士苏黎世的校区，以及在全球主要城市开展的课程与活动，在中国和世界、

东方和西方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以下是中欧五地校区联系详情 :

全球足迹

上海校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红枫路 699 号

+86 21 2890 5890

generalenquiries@ceibs.edu

北京校区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

中关村软件园 20 号楼

+86 10 8296 6600

generalenquiries@ceibs.edu

深圳校区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固戍开发区

泰华梧桐工业园 10A 栋

+86 755 3699 5111

generalenquiries@ceibs.edu

苏黎世校区
瑞士霍尔根赫萨克街 46 号

原苏黎世洛朗商学院

+41 44 728 99 44

info@ceibs.ch

阿克拉校区
加纳阿克拉东勒贡区蒙罗维亚路 5 号

+233 544315238

尼日利亚办公室 +234 9031855879

africaprogram@ceibs.edu

了解所有中欧校区，请发邮件至 generalenquiries@ceibs.edu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社交媒体 :

中欧官方微信公众号 国际社交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