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响，正在影响中国的人
上海财经大学EMBA项目

2014级EMBA学生构成

40.3岁 32个

平均年龄

16.1年 11.3年 91.2% 28.8%

平均工作经验 平均管理经验 高层管理
人员比例

女生比例 学生公司分布
省市自治区

行业背景

金融业  

生产制造行业

建筑房地产 

服务业

商业贸易  

医药

电讯/信息业

能源行业

其他

精英校友   遍布全球

钮也仿 / 2002级 / 新民传媒 / 总经理

我非常庆幸看到我的母校，依然保持着她

“专业”、“良善”、“醇厚”和“优雅”的气质。

从教授到同学，从课程到活动，无不洋溢着务实、严谨之风。

上财EMBA是金融家的聚集地，是财经领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沃土。

王兰凤  / 2005级 / 苏州银行 / 党委书记、董事长 

上海财经大学在传播现代商业文明中，体现出来的前瞻性、思想性与建设性，

使得这所知名学府时刻散发出思想高地的无穷魅力。

余    焕 / 2010级 / 上海赛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董事总经理 

熊    雄 / 2013级 / 上海山屿海投资集团 / 董事长、总裁

从行业新生到翘楚，从成长型小企业到大型集团公司，就是在上财学习期间发生、发展。

感谢上财EMBA提供的一切现实资源与精神食粮。有梦想才会有未来，我是个骄傲的上财人！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EMBA中心招生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博思楼 510 室

邮编：200083

电话：021-55089876   55089866         

联系人：13671887627（黄老师）

              15921219736（雷老师）

网址：http://emba.shufe.edu.cn
上财商学院EMBA官网 “上财商学院EMBA”

微信公共平台

联系我们

逾                 名EMBA校友,
                           遍布大江南北和世界各地

余个校友俱乐部

2000

10

上财—剑桥
海外模块

上财EMBA校友会上财—伯克利
海外模块

37.61%

11.47%

12.84%

6.42%

5.50%5.50%

7.80%

4.59%

8.26%

《问津》

财经E+e第二课堂

财经前沿
论坛

创课堂



1917 1921 1990 2002 2009 2011 2012 2013 2017> > > > > > >> …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创办商科，
上海财经大学
自此起源

成立上海商科大学，
为中国教育史上
最早的商科大学 全国第一批

试办MBA项目
全国第一批
招收EMBA

全球EMBA项目正式启动，
与剑桥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合作举办收EMBA 上海财经大学

恢复成立商学院

与清华、北大、人大、复旦
在“淡马锡计划”支援
中西部院校MBA教育发展

教育部、财政部和上海市
签约共建上海财经大学
通过AMBA现场评估

被21世纪集团评为
中国十佳商学院，
中国最佳EMBA第六名

全国首批通过
中国高质量MBA教育
认证

100 周年校庆

厚德博学  经济匡时

课程设置   国际认证

 管理学基础

   统计与数量分析基础

     会计与财务基础 

        Excel高级应用

          管理实战模拟

            项目导言

              教学教务管理制度解读与系统应用

                文献与经济金融数据库

商务英语与沟通

中国管理哲学  

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管理沟通与领导力       

问题发现与问题解决         

 管理经济学

   数据模型与决策

     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

        全球宏观经济学

          博弈论导论

            公司治理

财务结构与报表分析

战略管理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组织行为学         

运营管理            

公司金融               

信息管理                 

  宏观金融分析

    金融机构与风险管理

       金融市场与企业投融资管理

         企业上市与并购          

           互联网金融                

              私募股权投资

                 财务转型与价值创造

                   资本运营与税收筹划

                     美国进步时代改革及启示

设计思维与创新实践（上财-伯克利） 

金融创新的逻辑体系    

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创新与转型       

大数据时代的营销创新         

企业家精神           

创业管理             

创新管理                

“海派管理”系列

非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课程

中国品牌的市场化与国际化

  大数据与精确营销

    公司治理

毕业论文

  学位授予

    ……

企业战略与转型

企业估值与投资决策  

如何建立亿元级商业帝国    

如何使家族企业持续传承      

企业“走出去”的挑战与实践         

众筹与中小企业发展           

“本院为研究商学而设，为培植商业人才而设，为领导商人而设，为构建和传播        
    商业文明而设，是则本院之使命。”

名师云集   传道授业

上海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商学
院院长，财政部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
委员，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

未来，CFO应找到价值创造的立足点，
关注衍生品价值、商业模式重塑及财
务转型与功能再造。

孙
铮 

教
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企业理
论和宏观经济理论。

没有前提不要争论，没有依据不要推
理，没有数据不要预测，没有权衡不
要决策。

张
银
杰 

教
授

面向未来，我们还需要保持清醒头脑，
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不能丢，通过理
性思考，充分考虑到各种风险和探寻
解决应对之策。

田
国
强 

教
授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田纳西大
学终身教授、中国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中
国大陆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aas商学院
Bernard T. Rocca Jr.国际贸易学教
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克劳森国际
商业及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aas商学院教授、
加州大学设计实验室创始主任，设计
思维开创者、灵感国际设计大奖组织
董事之一。

Andrew. Rose   教授

Clark Kellogg   教授

英国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高管教育
CEO，教授创新管理、创业学和商业
融资课程。创办过8家公司，同时是活
跃的天使投资者。

Peter Hiscocks   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国家教
育部高等教育经济学科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
支持计划”教学名师。

契约精神贯穿商业教育的始终，是市
场经济的核心，也是市场经济赖以存
在的基础。

戴
国
强 

教
授

主要研究国际金融和企业并购，世界
银行经济发展学院邀请顾问（柬埔寨
项目）。

我们至少要帮大家完成三个愿望：我
们的知识有一个增量，我们的人脉有
一个增量，我们所在的企业、个人的
财富都有一个增量。

于
研 

教
授

上海财经大学
EMBA

课程体系
入学导向 领导者精要 分析力提升 商学核心 上财特色 博约课堂 毕业

中小企业的
加速发展
（上财-剑桥）

创新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