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 2016 年工商管理硕士(MBA)招生简章
武汉大学溯源于 1893 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历经
传承演变，1928 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1946
年，学校已形成文、法、理、工、农、医 6 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格局。新中
国成立后，武汉大学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8 年，毛泽东主席亲临武大
视察。 1993 年，武汉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祝贺。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整体实力明显上升。1999 年，世界权威期刊《 Science 》杂志将武汉大
学列为 “ 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 ” 。2000 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
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揭开了学校改革
发展的崭新一页。
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武汉大学！
一、项目特色
●学校品牌优势明显
武汉大学是教育部直属“985 工程”、“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中国大学
排行榜”第 5~8 位。1999 年，世界权威期刊《Science》杂志将武汉大学列为
“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2011 年，武汉大学进入英国《泰晤士报》世界大学
排名 400;建校以来，武汉大学共培养了 30 多万名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仅两院院
士就有 100 余人，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商科教育历史悠久，经济学与管理学交叉融合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是全国高校中唯一一个跨经济和管理两大学科门类、拥
有四个一级学科的学院，其商科教育源自 1893 年自强学堂的“商务门”，被誉

为我国商科教育的“鼻祖”。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融合是武汉大学 MBA 项目
一大独特优势。
●师资力量强，办学实力雄厚
武汉大学 MBA 项目拥有校内专职授课教师 93 人，其中教授 47 人，副教授 40
人，校外导师近百人，多为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高层管理者。外地教学点的 MBA
学生享有和校本部相同的师资。学院有 30000 平方米的办公大楼，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图书分馆、MBA 专用教室和案例室等教学条件。
●教育部 18 家 MBA 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之一
2010 年 10 月，武汉大学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 18 家 MBA 专业学位教育综合改
革试点单位之一。根据 MBA 教育特点，凸显本校的人文特色，在 MBA 招生、
培养和学位授予等方面实现改革与创新，不断完善培养方案、丰富教学实践、规
范教学管理，为我国 MBA 教育品质的提升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国内第四家、中西部地区第一家通过 AMBA 认证的项目
2011 年 3 月 29 日，武汉大学 MBA 项目通过 AMBA(国际 MBA 协会)国际认证，
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第四所、中西部地区第一所获得 AMBA 认证的高校。2014
年 4 月 4 日，武汉大学 MBA 项目通过 AMBA 再认证，获得为期五年的国际认
证。
武汉大学 MBA 项目与全球 8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 180 多所获得 AMBA 认证的
一流商学院相互承认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均可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
证、硕士学位证及 AMBA 国际认证证书等三个证书，参加爱尔兰都柏林项目的
学生达到相应要求后还可获得都柏林大学的硕士学位。
●两种招生方式为各类考生提供两次面试的机会

MBA 招生选拔采取 “弘毅”和“求是”双轨、双目标的方式。“弘毅”项目主
要面向工作年限较长、管理工作经验丰富的管理精英;“求是”项目主要面向统
考成绩优秀、寻求管理能力提升并具有管理潜能的中层管理人员。
●多样的学习方式符合在职人员特点，合理解决工学矛盾
MBA 学生均采取在职学习方式，即周一至周五的晚间或周末等非工作时段学习。
武汉校本部周末授课、外地集中授课。
●享受增值服务，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资源
武汉大学 MBA 研究生和校友均可免费参加武汉大学举办的名家讲座、论坛，同
时，可加入武汉大学校友会，共享分布广泛的校友资源，结识来自各方的技术精
英和管理精英，尊享广泛的社会网络资源。
二、报考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武汉大学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学历或学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大学本科毕业后具有 3 年或 3 年以上(从本科毕业到 2016 年 9 月 1 日，下同)
工作经验的人员;(2)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具有 5 年或 5 年以上工
作经验的人员;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并具有 2 年或 2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三、招生计划
计划招生 400 人，分武汉、深圳、苏州、上海等 4 个学习地点招生(武汉计划招
生 280 人，深圳计划招生 60 人，苏州计划招生 30 人，上海计划招生 30 人)。

其中，“弘毅”项目 300 人，“求是”项目 100 人。计划招生人数以学校正式
下达的指标数为准，具体招生人数可根据报名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2015 年获《“弘毅”项目合格证》前 20%的未被录取考生，提前面试成绩 2016
年继续有效，但须完成 2016 年提前面试的网报工作，且在全国联考中第一志愿
报考武汉大学。此类考生占各教学点“弘毅”项目招生计划。
MBA 国际班将通过面试在拟录取的 MBA 学生中选拔。面试时间初定于 2016
年 4 月—5 月。
四、初试
参加教育部统一组织的全国联考，考试科目为：英语(满分值 100 分)、管理类联
考综合能力(满分值 200 分)。
报名时间：2015 年 10 月;确认时间：2015 年 11 月;考试时间：2015 年 12 月。
考试地点：武汉大学。
详情请届时关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及武汉大学研
究生院网站(http://www.gs.whu.edu.cn/)相关通知。
五、提前面试(“弘毅”项目)
考生可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 9:00—8 月 24 日 17:00 登录 MBA 教育中心网站
申请参加提前面试(“弘毅”项目)，完整填写申请表并提交相关电子材料，参加
面试。具体要求及流程安排请见《武汉大学 2016 年 MBA“弘毅”项目申请相
关说明》。
学校将按教学点(武汉、深圳、苏州、上海)以提前面试综合成绩分别排名，根据
各教学点“弘毅”项目的招生指标以不超过 1：2.5 的比例确定获“合格证”考

生的名单。各教学点获“合格证”考生中排名在前 30%以内，其提前面试的成
绩将两年有效(即 2016 年和 2017 年)，MBA 教育中心为其保留面试成绩。
六、复试(“求是”项目)
考生符合报考条件，但未参加“弘毅”项目的考生，或参加“弘毅”项目而未获
得《合格证》的考生，可参加“求是”项目，即在全国联考中达到武汉大学 MBA
复试分数线后，参加复试。复试分数线将在国家线公布后划定，复试将安排在
2016 年 4 月进行。具体安排届时请见 MBA 教育中心网站。
七、录取
(一)录取原则
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录取。
(二)拟录取
1、“弘毅”项目：武汉大学将从获得“合格证”，参加全国联考并达到国家线，
且第一志愿报考武汉大学的考生中，分教学点，按照提前面试的综合成绩排名，
从高到低依次拟录取。 若教学点通过“弘毅”项目拟录取的考生数不足计划招
生数，将按实际人数拟录取，其空缺的招生计划调至该教学点的“求是”项目中。
在 2015 年“弘毅”项目中各教学点获“合格证”且排名前 20%的考生，若按
要求完成 2016 年提前面试网报，且在 2016 年全国联考中达到国家线、第一志
愿报考武汉大学 MBA，在各教学点的招生计划范围内优先拟录取。
2、“求是”项目：分教学点，按照考生初复试综合成绩排名从高到低依次拟录
取。
“弘毅”项目中获得“合格证”但未被“弘毅”项目拟录取的考生，可自行决定
使用提前面试成绩或重新参加“求是”项目复试获得复试成绩。

(三)录取
经审核通过的拟录取考生还须通过体检、思想品德考核并签订定向培养协议(预
计 2016 年 5 月—6 月进行)等。
八、录取类别、学习形式及学制
(一)录取类别
所有被录取的考生录取类别均为“定向就业”(即委托培养)。
网上报名时报考类别误选为“非定向”就业的考生，须在复试前或拟录取名单公
示后向 MBA 中心提交单位盖章的定向委培函。
(二)学习地点与学习形式
2016 年 MBA 分武汉、深圳、苏州、上海 4 个学习地点。
中文班武汉的学生采取周末学习形式，外地的学生采取集中学习形式。
国际班 MBA 学生的学习地点为武汉，将采取集中或周末学习形式。
(三)学制
武汉大学 MBA 项目学制为 3 年。
九、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可获武汉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
作为 AMBA 组织会员，武汉大学 MBA 学生在获得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同
时，还可获得 AMBA 的学位认证书。
十、学费标准
武汉周末班：学制 3 年，共 9.9 万元。
深圳班、苏州班、上海班：学制 3 年，共 12 万元。

国际班：学制 3 年，共 10 万元。
特别说明：学费可能会因各种因素有所调整，最终以省物价部门核准的学费标准
为准。
十一、有关情况说明
1.考生与所在单位因报考产生的问题由考生与所在单位自行协商，若因此而造成
考生不能被录取，招生单位概不负责。
2.对于在报名、考试及录取任一阶段填写虚假信息以及在考试中有舞弊等违纪行
为的考生，不论何时，一经查实，武汉大学将根据有关规定对考生作出严肃处理，
直至取消考生的报考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