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农业大学 2016 年全日制 MBA 招生简章
东北农业大学是一所“以农科为优势，以生命科学和食品科学为特色，农、工、
理、经、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是黑龙江省
人民政府与农业部省部共建大学、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入
选高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
学校 1948 年创建于哈尔滨，始称东北农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创办的第
一所普通高等农业院校，知名教育家、哈尔滨市第一任市长刘达为学校第一任院
长。建校以来，先后隶属于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国家高等教育部、国家农业
部、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黑龙江省教育厅，1981 年被确定为黑龙江省省属重
点院校，1994 年与黑龙江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东北农业大学。
学校设有 17 个学院和 1 个教学部。现有 3 个国家重点学科，3 个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2 个农业部重点学科，2 个省级重点学科群，10 个省级一级重点学科，农
业科学学科进入 ESI 国际学科排名前 1%。学校是全国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
授予权的高等学校之一，现有 9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20 个硕士学位授
权一级学科点;1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7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0 个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2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75 个本科专业。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 577 人，其中教授 312 人、副教授 462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712 人，具有硕士学位者 557 人。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万人计划”入
选者 2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6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 人，
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5 人，教育部创新团队 2 个，教育部“跨世纪、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10 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2 个，国家级教学名

师 1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 人、委员 15
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14 人，“龙江学者”特聘教授 20
人、讲座教授 3 人，青年“龙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博士生导师 183 人。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28 671 人，其中研究生 3 605 人、本科生 24 841 人、
外国留学生 225 人，是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拥
有国家级特色专业 10 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 个，国家级精品课
程 4 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3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 门，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 3 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4 个，教育部、农业部
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 4 个，科技部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1 个，全国高校学生
科技创业实习基地 1 个;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篇、提名 4 篇。
学校是国家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院校，设有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
地。学校是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建校至今已累计培养各级各类学生
20 多万人，其中既有一批站在世界科技前沿的“创新型”人才，也有一批遍布
全国的“复合型”人才，更有一大批活跃在黑龙江省和全国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应
用型”人才。
学校现有 2 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4 个农业部重
点实验室、1 个农业部区域试验站、4 个农业部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设有国家
级大学科技园 1 个，是高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首批建设院校之一。建校至今，
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300 多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和科技进步
奖 30 项;先后 8 次获得黑龙江省省长特别奖和重大科技效益奖，18 次被中宣部、
教育部、团中央授予“社会实践先进集体”荣誉称号，3 次获得黑龙江省“振兴

经济奖”，2 次获得黑龙江省“粮食生产贡献奖”，并被授予黑龙江省“小康建
设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具有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资格，设有教育部赴俄
留学培训基地，是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大学校长论坛中方
秘书处单位。建校至今，已先后与俄罗斯、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爱尔兰等国家的 60 多所高校及科研单位建立了联系，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并初步形成了“以东北亚为主、博采众长”的国际交流特色。
学校占地面积 354.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99.6 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总值 4.4 亿元，为首批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主办期刊《东北农业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英
文版)》《中国马铃薯》《饲料博览》《中国乳品工业》《乳品与人类》《农业
经济与管理》《大豆科技》在国内外公开发行。
学校高度重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1998 年、2013 年先后 2
次荣获省级文明单位称号;2000 年被评为全国“学校民主管理先进单位”;2003
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2011 年被评为全国“模范职工之家”;2012 年被
评为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号;2014
年荣获全省“十佳和谐校园”称号。
新时期的东北农业大学，将紧紧抓住国家“教育优先发展”和黑龙江省建设“高
教强省”的有利时机，继承“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弘扬“勤奋、求实、
奉献、创新”的校风，满怀信心地向着“国际知名、国内同类院校一流、具有我
国北方现代农业特色的多科性、研究教学型和开放式”的高水平农业大学奋进!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工商管理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管理实际问题的能
力，能够从事企事业单位和政府经济部门职能管理工作、中小型组织全面管理工
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商业道德的中高级管理专门人才。
三、上课方式和学位授予
(一)上课方式
1.周末班：每周六、周日上课(寒暑假除外)针对哈市学员。
2.集中班：集中授课，即每月集中上课 4 天(其中包括周六、周日)，针对外地学
员。
(二)学位授予
学制 3 年，学生在规定年限之内，学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修满学分，完成
硕士毕业论文并通过东北农业大学组织的答辩，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授
予国家颁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四、学费
3.6 万元/人，可一次交齐，也可分年交齐(每年交 1.2 万)
五、招生人数：70 人
六、课程设置
共 19 门课程。其中核心课程 9 门：管理经济学、组织行为学、数据模型与决策、
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运营管理、管理信息系统、战略管理等。
七、报考条件
1.本科毕业 3 年或 3 年以上有工作经验的人员(即 2013 年 7 月 31 日前毕业)，
并取得毕业证书;

2.专科毕业 5 年或 5 年以上有工作经验的人员(即 2011 年 7 月 31 日前毕业)，
并取得毕业证书;
3.本科以上(硕士、博士)毕业 2 年有工作经验的人员，并取得毕业证书。
八、报名程序
1、网上报名：在 2015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止(具体时间以教育部公布
为准)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cn)，
按报名网站提示和要求进行网上报名及网上支付报名费。
2、现场确认：当年 11 月 10 日—11 月 14 日(具体时间见东北农业大学研究生
院公布)，本人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件、学历证书和网上报名编号到报考点进行
现场确认、照相。东北农业大学报考点的确认时间、地点及有关要求可届时在东
北农业大学研究生部网站查询(网址：http://graduate.neau.edu.cn/，下同)。
3、没有经过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的考生一律不能参加教育部组织的考试。
九、联考和复试
1、全国联考科目：英语 100 分、管理综合能力 200 分(包括数学、逻辑和写作)。
2、全国联考时间：2015 年 12 月 26 日(具体时间以教育部公布为准)。
3、学校复试科目：政治理论考试、英语测试、综合素质面试。
4、学校复试时间：2016 年 4 月份(具体时间由东北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公布)，复
试分数线由教育部统一发布。
5、动态信息请浏览东北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十、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木材街 59 号;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栋楼 731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