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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Program Introduction

2000 年，经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华

东 理 工 大 学 与 澳 大 利 亚 堪 培 拉 大 学（University of 

Canberra）合作开办 MBA 教育项目，并于当年开始

招生。中澳合作 MBA 项目自开办以来深受学生和社

会各界好评。中澳 MBA 项目通过教育部 2013 年中

外合作项目评估，在办学特色、培养目标与培养方

案、培养条件、培养质量、师资队伍以及总体评价这

六个指标中，专家评审合格率达 100%，学生满意度

达 100%。同时，该项目在澳大利亚教育部海外办学

项目评估中同样成绩优异，成为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

在海外合作办学项目中的 “ 旗舰 ” 项目。2010 年两

位校友被品牌时代国际传媒、MBA 地带网站 (www.

MBAzone.Asia）联合 FT 中文网、《第一财经日报》

等国内外十余家财经媒体共同举办的《2009（第六届）

MBA 成就奖》授予 MBA 成就奖。项目还曾在世界领

先的管理杂志《世界经理人周刊》和全球领先的财经

媒体华尔街电讯网络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世界 / 中国最

具影响力 MBA 评选活动中，获最具影响力中外合作

MBA 第四名。

中澳合作 MBA 项目毕业生将获得由堪培拉大学颁发

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该证书与堪培拉大学在澳

洲本土颁发的证书一致。该学位获得中国教育部认

证，表明证书持有者的硕士学位在中国有效并具有相

应的学历。中澳 MBA 项目办学十九年，师资配备精良，

课程注重知行合一，全面打造学生职业发展平台，至

今已培育了近一千三百名工商管理界精英，成为影响

力辐射上海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的优质 MBA 项目。

Th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program 
jointly taught b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University of Canberra was approved by 
the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00. It enjoys a great 
success in Shanghai. Evidence of this is provided by the 
qualified audit result by the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3.Qualified rate of expert review and student 
satisfaction has reached 100% in six indications including 
school characteristics,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curriculum,  
instructional condition, cultivation quality, faculty and 
overall evaluation. This program is also highly evalua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Australia. In 2010, two 
alumni were awarded MBA Achievement Award in the 
6th MBA Achievement Award jointly organized by more 
than 10 financial media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rogram 
ranked 4th in the 3rd Most Influential Joint MBAs in the 
World/China co-hosted by World Executive Weekly and 
Wall Street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Graduates will be awarded MBA degrees from University 
of Canberra. The award is recognized by US, Europe, 
Australi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t has the same 

qualification as the one awarded in Canberra. Graduates 
can also get an authentication from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master degree achieved from 
this program is recognized in China. Up to present, the 
program has cultivated nearly thirteen hundred business 
elites relying on excellent faculties, knowledge-practice 
course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platform, and has become 
an influential high-quality MBA program in Shanghai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院校介绍 Academy Introduction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  

• 澳洲优秀大学指南：教师资质全
澳洲排名前 20%

• 毕业就业能力与教学分别位居全
 澳洲第六与第七

• 泰晤士高等院校全球排名 251-300

• QS 全球新兴大学排名前百强

华东理工大学

• 商学院获得 AMBA 认证、CAMEA
 认证

• 商学院入选 AACSB 启示性创新示范
   院校

• 国家“211 工程”高校、“ 985 优势学
 科创新平台”、“双一流”建设高校

• 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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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特色 Features

The program aims to offer a challenging education 
compliant with the demand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ombining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Through systematic study, you will have a 
comprehensive grasp of modern management theory and 
decision-making methods,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business operating model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apability of strategizing and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Our participative teaching methods will provide you with 
management theory, relevant expertise and soft skills 
necessary to prepare for a future career. 

注重学生基于国际竞争环境下经营管理能力的培养，

使其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全面掌握现代管理理论和

决策方法，深入了解国内外企业的商业运作模式，具

备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运筹帷幄、科学决策的能力。

使学生经过两年的学习，在管理理论、实践以及商务

英语运用上都有长足的进步和全面的提升。

项目目标 Objectives

四大课程模块设置，注重创业创新能力
课程涵盖经济、管理、金融财务三大经典 MBA 课程模块，

同时引进创业创新模块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与

创新思维。

海外证书国内认证，学历学位双证效力
中澳毕业生可以获得堪培拉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

书全球承认，并可以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国外学历学位认

证书》，承认其学历与学位效力。

中澳教师同堂授课，融合中西教学理念
课程融合国际和本土的理论知识与案例实践，外教课程配

备华东理工大学经验丰富的助教老师， 确保学生充分掌

握管理理论、工具和方法。

澳洲 CPA 课程豁免，提升毕业生竞争力
与澳洲会计师公会强强合作，中澳毕业生可豁免澳洲注册

会计师课程 (CPA Australia) 的全部 8 门基础阶段考试 ( 无

免科费用 ) ，经过入会评估后，直接获得澳洲会计师公会

准会员（Associate Member）证书。

享受两校学习资源，提高学习收益效率
学生可以同时使用华东理工大学和堪培拉大学的图书资源

和在线学习资源，获取双倍学习收益。

商业实践内容丰富，开拓思维学以致用
除课堂教学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还能体验企业课堂、专

题讲座、沙龙等丰富的课外学习活动，帮助学生更好地将

理论与实践相融合。

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全面提升综合能力
中澳授课老师使用理论教学、创业模拟、商业汇报、小组

讨论等多种教学形式，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课堂内容，并能

将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

职业发展平台广阔，助力学生成功转型
中澳学生可以享受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职业发展系列平台

服务，准确辨识个人优势，确定职业生涯目标，把握真正

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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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师资 Faculty 教学模式 Teaching Mode

课程设置 Courses

商业汇报
Business Presentation

团队作业 
Group Study

个人作业
Individual Work

商业项目
Business Project

企业课堂
Business Class

经济模块

管理经济学
Economics for Managers

国际商务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管理模块

营销管理
Marketing

人力资本管理
Managing Human Capital

当代组织中的领导力
Leadership in Contemporary Organizations

国际营销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财务金融模块

商务决策
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公司理财
Business Finance

李玉刚  博士、教授
研究方向：战略管理

黄庐进  博士、教授
美国语言服务公司 (ULS) 顾问
剑桥 YLE 上海区项目主任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合作

王俊秋  博士、教授
会计学系主任
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理事
研究方向：财务分析与证券定价、公司财务
战略、会计等

彭德雷  博士、副教授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理事
上海市国际法研究会理事
研究方向：国际贸易（法）、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投资（法）、商法

于立宏  博士、教授
产业经济教研室主任
研究方向：产业组织、政府规制、能源产业链、
资源型产业、能源结构与经济增长

张培莉  博士、副教授
研究方向：会计与财务管理

A.Prof. Simon HOY
副教授
堪培拉大学商业政府与法律学院   MBA 项目主任
研究方向：会计、审计、金融管理

A.Prof. Raechel JOHNS
博士、副教授
堪培拉大学商业政府与法律学院  管理系主任
研究方向：研究方法

A.Prof. Michael LIU
博士、助理教授
研究方向：信托法

Dr. Richard EGAN
博士、讲师
研究方向：领导力、员工敬业度

A.Prof. Doug DAVIES
博士、副教授
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A.Prof. Ian MACLEAN
博士、副教授
研究方向：金融管理

Dr. Gregory MOWLE
研究员、讲师
昆士兰金融顾问协会前会长
研究方向：商业贸易

A.Prof. Yongqing FANG
博士、副教授
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和实践、国际
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中的文化和跨文化问题

理论学习
Theory Study

创新创业模块

创业学
Entrepreneurship

战略、创新与变革
Strategy, Innovation and Change

行业项目研究
Industry Project

管理学
Management

陈万思  博士、副教授
案例中心主任
人力资源教研室主任
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劳资关系

费鸿萍  博士、副教授 
市场营销教研室主任
中国高等学校市场研究学会理事
研究方向：商业模式研究、自贸区背景下
企业的营销模式研究、跨境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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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来自跨国公司、大型国 / 民企高管、人力资源总监作

为职业导师，为学生的个人职业生涯提供指导和帮助，

帮助学生培养职业意识，更深入了解职业环境，寻求

最佳职业发展方向，全面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12
行业俱乐部提供全年行业沙龙、分享会等活动，为

学生构建人际交往、技术交流、学术交流、资源共享、

信息发布、资金融通、项目合作的综合性平台。

40+
每年超过 40 场讲座及论坛，包括知行合一讲坛、职

业发展沙龙、大型行业论坛，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知

识拓展渠道。

第二课堂 Extending Study 学生概况 Student Profile

* 以上为在读学生数据

平均年龄
Average age
34.9 岁

平均工作年限
Average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12.4 年

男女比例
Gender
1:1

16.43% 客户 / 销售管理
 Account/Sales Management

7.86%  财务 / 会计 Finance/Accounting 

7.86% 供应链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7.14% 人力资源 / 培训
 Human Resources/Training

5.71% 生产运营 Production Operation

8.57% 市场营销 Marketing

7.86%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6.42% 其他 Others

1.43% 研发 R&D

2.14% 业务拓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2.14% 咨询 Consulting

4.29% 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4.29% 开发 / 技术管理
 Product Development/ 
 Technical Management

职务职能 Function

28.57%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7.86% 服务 / 物流 Service/Logistics

8.57% 其他 Others

3.57% 建筑 / 房地产 
 Architecture/Real Estate/Construction

5.00% 教育 / 培训 Education/Training

11.43% 金融 Finance

7.14%  医药 / 生物工程
 Pharmaceuticals/Biotech Industry

9.29% 电信 / 信息技术产业
 Telecom/Information Technology

7.14%  化工 / 能源
 Chemical Engineering/Energy

行业 Industry

45.72% 中层经理
 Middle-level Management

职级 Position

17.86% 综合管理 Integrated Management

10.71% 职员 Staff

20.71% 基层主管 
 First-level Management

22.86% 高层经理
 Top-level Management

11.43% 零售 / 贸易 Retail/Trading

7
职业测评平台、企业招聘平台、企业实践平台等学

生职业发展七大服务平台，为学生提供知识、人脉、

机会等全方位服务支持，助力学生职业发展和职业

转型。13
国内外著名猎头公司，为学生提供招聘信息查询、

学生“私人订制”、猎头一对一咨询导航等服务，

为学生量身定做专业的、全方位的职业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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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入学 Admission

入学要求 Entrance Qualification
具有良好的商务英语运用能力和职业背景

• 本科学士学位及以上，并且具有 3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 本科学历及三年全日制大专学历，并且具有 7 年及

 以上工作经验；

• 其他学历，将对个人职业背景进行背景评估。

注：若所学专业为商科，则工作年限要求可适当放宽。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working experience:
• A bachelor’s degree or above, with more than 3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 An undergraduate or advanced diploma, with more than 7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 Other college diploma, case by case;

If the applicant is majored in business related field, less 
working experience will be required.

入学考试 Entrance Exam

英语语言测试（无需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统考）

综合能力面试（中、英文）
English written exam
Interview (Chinese & English)

学费 Tuition

以入学当年华东理工大学中澳 MBA 项目官网公布为准。
Tuition will be announced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UC-
ECUST Joint MBA Program each year.

新生奖学金颁发 Scholarship

对符合条件的优秀新生颁发新生奖学金。奖学金奖

项丰富、覆盖率高，详见项目官网《华东理工大学

中澳 MBA 新生奖学金颁发细则》。
Freshman scholarship is awarded to top students. Please 
see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program's website.

校友感言 Alumni

周阳｜ 2002 级中澳 Intake 3
上海庆华蜂巢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华理中澳 MBA 课程丰富多彩、深入

扎实，是我生命历程的重要环节，与老

师、同学间业已构成的生命链接常常让

我感动。”

姚滨晖｜ 2009 级中澳 Intake 10
阿里巴巴数据技术及产品部资深技术专家

“华理中澳 MBA 的学习帮我增强了理论

基础，丰富了工作经历，结交了一群挚友，

在校园和工作之间架设了互通的桥梁。”

宗宇燕｜ 2004 级中澳 Intake 5
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 

“对于有过一段工作经历的人来说，心

中又会产生一个美妙的校园梦，梦是什

么？华理的再深造。很多精英都是因为

有这样的校园情结选择了华理。在这里

最大的收获，就是理论的新创造，思路

的新探索，管理的新模式，中澳 MBA

的课程是实践升华的助推加油站。”

殷彦｜ 2012 级中澳 Intake 13
美莎帝（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中国区负责人 

“而立之年做过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攻

读华理中澳 MBA。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这里不仅让我了解自己，提升自己，更

让我结识中澳双方商学院资深老师和

不同领域的兄弟姐妹。一个人走得更快，

一群人走得更远。”

肖广忠｜ 2007 级中澳 Intake 8
中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领略华理严瑾治学风采，积淀人生有

效管理方略。”

谢晓琴｜ 2013 级中澳 Intake 14 
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市场经理 

“中澳 MBA 结合中西资源，帮助我梳

理了知识体系，收获了商业理论和工具，

建立了人脉资源外，个人感触更深的是

它让我提升了思维方式，是一个自省学

习创新的过程。”

周玲 ｜ 2008 级中澳 Intake 9
伊顿公司亚太区领导力发展总监 

“华理中澳 MBA 学习的经历是我人生

宝贵的财富。拓展思维、建立友谊，华

理中澳 MBA 是人才培养的沃土！”

叶军山｜ 2014 级中澳 Intake 15
3M 中国有限公司采购经理 

“人生就是场抉择，华理中澳 MBA 让

人无悔。回首两年的时光，有汗水、有

心酸、有苦痛，但记忆更深刻的是，那

一堂堂深入浅出的课程、那一次次并肩

奋战的同学和两年后全新上路的自己。”

赵启华｜ 2000 级中澳 Intake 1
延锋伟世通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前常

务副总经理

“就读华理中澳 MBA，是一个‘实践—理

论—实践，螺旋上升， 探索前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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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Contact Us

报名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507 室
Rm. 507, Business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130 Meilong Rd. Shanghai, 
200237, P.R. China

021-64253490; 021-64253537 转 8832/8833

http://imba.ecust.edu.cn/

mba_uc@ecust.edu.cn;mba_uc@vip.126.com

堪培拉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

中国教育部颁发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华东理工大学结业证书

缴纳报名费
验看证书

Confirmation

验看学历 / 学位证书、

身份证原件

入学考试
Entrance Exam

英语语言测试和

综合能力面试

网上报名
Online Application

 点击官网右侧“网上报名”

提交报名材料

发放拟录取通知
Pre-offer

笔面试成绩合格者

获拟录取通知书

授予证书 Degree and Certificate

Master Degre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Canberra

Foreign Academic Degree Certificate issued by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扫码报名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