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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97_E8_B4_A2_E7_c78_531418.htm 专为创业型企业家和

事业上升期的中高级管理人员设计 学制 18 个月，每月集中四

天授课（周四至周日） ☆权威大学 ☆精彩课程 ☆打造金融行

业精英 EMBA ，是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的英文缩写，是指高级管理

人员通过正规的 MBA 教育而获得的国家认可、国际通行的专

业硕士学位。它是由大学自主命题 , 自主招生、国家认可的

正式硕士项目。 东北财经大学是国内一流的财经类院校 ,

2002 年成为首批国家 EMBA 教育单位，近年来已逐渐发展成

为综合类高校。东北财经大学的 EMBA 教育按照中国教育部

学位办规定及国际惯例确立教学模式，授予学位，是面向国

内外各类高级管理人员的高水准、深层次的教育。 东北财经

大学特别为金融行业培养了大批的行业先锋，在行业中具有

相当的影响力，学员来自财政、税收、银行、期货、证券、

投资公司、财务会计公司、保险、法律、贸易等领域及政府

部门、企事业单位，且已大都成为行业的精英，因此，东财

拥有广泛及优秀的校友资源。 东财 EMBA （北京）一期班情

况介绍 2007 年东财 EMBA （北京）一期班于 4 月 28 日 面试

、笔试， 5 月 26 日 正式上课，学生共计 75 人，预计 2009 年

初毕业 , 将获得国家认可的 EMBA 硕士学位。 工商管理在职

研究生一期班学生来源： 山西能源、中国民生银行、中建八

局、神华集团、中建集团、中铁通信信号集团、中央电视台

、中国大唐集团、中国人民银行、中仪国际招标公司、河南



电力、江苏天能集团、吉化集团、内蒙古乌海市委、黑龙江

肇源县委、民族证券、兴业银行、中电投、中国信达、北京

商业银行、内蒙包头商业银行、三星广告公司、美敦力（中

国）有限公司、中期公司、北京天坛实业、日信证券 河北永

清工业园等单位。 EMBA 项目特色 国内首批获准开办 EMBA 

学位教育的大学之一，是目前国内独家可以进行 EMBA 教育

的财经专业类大学； 管理经济学、财务管理、税收及领导力

等课程极具特色和影响力； 紧密结合中国管理实践和财经发

展现状，定期举办财经类高管及政府要员专题讲座； 依托学

校十几年潜心工商管理及财经教育之积淀，由来自国内外及

港澳台等世界各地的名师授课，可使学员与国际接轨更具战

略头脑； 与来自国内各地的商界精英同窗学习，开阔视野，

激发灵感，拓宽人脉网络； 与成功人士共同探讨企业的战略

与管理问题，使你所在企业直接受益； 移动课堂、互动式的

授课方式可使学员升华管理理念，感悟管理真谛； 跨入东北

财经大学的校友网，可结交财政、税收、银行、证券、保险

、法律、会计、贸易等财经领域内的管理才俊和专业人士。 

师资及课程特色 1 ．师资： 1/3 以上课程的任课教师为境外具

有丰富 EMBA 教学经验的知名教授；其余课程选聘校内及国

内著名大学教授任教；国外教师授课配备高水平的专业教师

进行翻译与辅导，主干课程配备博士生担任助教； 2 ．课程 

：授课注重案例分析，教学与讨论针对学员所在单位的具体

问题；授课方式灵活多样，如经营模拟、团队作业、项目分

析、无领导小组讨论、交互式学习、移动课堂等。 学习方式 

每月集中 3-4 天（利用周末或节假日）授课与课后辅助教学

并重。实行学分制。学习期限不少于 18 个月，学习课程不少



于 16 门，其中工商管理在职研究生必修课程与核心课程不少

于 8 门。课程学分不少于 32 。毕业论文（案例或管理报告）

相当于 6 学分，总计不低于 38 学分。 境外学习 根据教学要求

，适当安排境外学习，可使学员实地聆听境外教师的授课，

深入了解境外企业、跨国公司、咨询机构和政府部门，进一

步拓宽学员的业务领域与人脉网络。 报名及面试、笔试 报名

费 800 元，学费 18 万元， 2008 年 5 月 笔试及面试后正式开学

EMBA课程报考条件  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创新敬业；  本科

或本科以上学历 （国民教育系列，一般应具有学士学位） ；

专科毕业的学员也有机会入学；  有 8 年或 8 年以上工作经历

（其中应有 4 年或 4 年以上管理工作经验）；  各类企事业单

位和政府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并能够保证学习时间。

EMBA课程报名方式  报考者认真填写《 EMBA 报名申请表》

，此表可从网站下载，填写后 E-MAIL 、寄送或传真至 东北

财经大学 EMBA （北京）项目办公室 ；交报名费，等待通知

笔试及面试时间；  笔试及面试通过后发放《录取通知书》及

《交费通知》， 填写正式《东北财经大学 EMBA 报名表》，

同时提交如下材料：  相关证明（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

获奖证书）的原件；  两位专家或单位主管的推荐信（推荐人

直接寄送）；  所在企业（单位）的组织机构图。 等待 笔试

及面试通知； EMBA课程学位授予 修满规定学分，完成学位

论文答辩后，可获东北财经大学授予、国务院学位办统一颁

发的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 学位。 EMBA课程北

京学位班部分师资（ 2008 ）序号 课程名称 教 授 姓名 职称 所

在学校或单位 1企业、政府与社会 于 立 教授 东北财经大学

MBA 学院院长、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及中国社



会科学院专家 2管理经济学 梁小民 教授 著名经济学家 北京工

商大学教授 李国津 教授 天津大学 MBA 教育中心副主任 3高

级市场营销 James Lollar 教授 美国 Radford 大学商学院（东北

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余明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吕 巍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副院长 4财务报表分析 

张新民 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5数据

、模型与决策 任建标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DMD 教材的主编主译） 6组织行为学 孙 非 教授 南开大学

Allen Bures 教授 美国 Radford 大学商学院管理系主任，（东财

兼职教授） 7战略管理 徐二明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孟宪忠 教

授 上海交通大学 蓝海林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

长 8管理沟通 吴 伟 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9高级财务管理 

张建平 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10人

力资源管理 何 威 教授 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商学院 郑晓明 副教

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1绩效管理 时 勘 研究员 中国科学

院心理所所长 12运营管理 于铁流 教授 美国摩萨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东财客座教授） 13国际商法 沈四宝 教授 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 14国际金融 张 玫 教授 美国 Mercer 大学

管理经济学院（东财兼职教授） 15税收筹划 朱晓波 教授 东

北财经大学 16管理学 张玉利 教授 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17

期货交易实务 李 强 教授 东北财经大学 上市公司董事长 18国

际商务 张宏霖 教授 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经济系 19企业伦

理 骆祖望 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 MBA 学院院长 20管理变革 席酉

民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21领导艺术 李 非 教授 中山大学

的博士生导师 22专题讲座 曾邀请过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刘长

乐 先生 香港的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琦 



先生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终身 教授、著名经济学 家徐滇庆 

教授 咨询热线：010-88687438，13260381977（24小时为您提

供咨询），13699165761 传 真：010-88687438 E -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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