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都商学院 2016 年创业 MBA 招生信息
闽江学院是教育部正式批准的公办大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同志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曾兼任闽江学院校长。新华都商学院隶
属于闽江学院，是由福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出资建立的公立性高等教育机构。
项目简介
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创新创业 MBA 项目，是中国开展 MBA 教育 20 余年来，
教育部批准的第一个以创新创业为特色的 MBA 学位点。新华都商学院 MBA 项
目已经有三年的历史，已经在 MBA 教育领域独树一帜，成为创业创新特色教育
的第一品牌。
新华都商学院聚合了全球创业创新教育领域的一流教授，同时整合政府、企业、
社会等多方面资源，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通过导师制、企业实践和创业实践等
培养方式，重点培养学生在创业以及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实践能力;以开放
的体验式学习方法，启发学生的创新与开拓精神，释放学生的创业智慧与能量，
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创业与创新领导者。
项目特色
1. 焦距创新创业教育
邀请全球创新创业领域中的一流师资，提供开放互动式教学。学院围绕培养目标
设计出课堂学习与创业创新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学习指导实践，实践促进学
习。
2. 强大的创业服务平台

新华都商学院“中国创业共同体”平台是由新华都商学院联合学院导师、校友及
社会优势资源共同发起成立的合作组织;为创业学员提供资源整合的创业教育、
投资、金融、综合支持等服务;为学员企业成长提供良好生态环境。
3. 全覆盖的海外游学
新华都商学院为所有学生提供海外名校名企访学课程，实地了解海外投资和合作
环境，通过企业参访学习开拓学生的全球化视野。
4. 千万基金扶植创业
新华都慈善基金会设立 2000 万元的专项创业基金扶持 MBA 学员创业。商业路
演作为创业学员的入学面试方法，优秀项目学员不仅获得预录取资格还可以直接
获得 10-20 万的公益创业基金。学员在读过程中还有机会申请公益创业基金，
通过评审的优质项目可获得 20 万元-100 万元不等的基金支持。
5. 相伴创业的校友和同学
自主创业和企业内创业者占到学员群体的 70%，同学之间互相学习探讨，解决
创业途中的问题和困难，同班合伙创业、校友与在读学员合伙创业的比重逐年提
升。浓厚的创业氛围是新华都商学院区分于传统高校的最显著的特色，相伴创业
是很多学员选择新华都商学院的理由。
报考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
法。
2. 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或 3 年以上工作经验(2013 年 9 月 1 日前获得毕业证
书);大专毕业后有 5 年或 5 年以上工作经验(2011 年 9 月 1 日前获得毕业证书);

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 年或 2 年以上工作经验(2014 年 9 月 1 日前获
得学位证书)。
3. 身体健康，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项目设置
创业 MBA（在职）

项目

创新 MBA（全日制）

培养特 必修课符合教育部规范，教学方式适 必修课符合教育部规范，教学
点

应创业者需求。培养体系围绕创业者 方式强调行动学习。培养体系
的需求设计课程和课外活动。期待学 注重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培
员毕业后自主创业（含社会创业）或 养学生的创意、创新、创造能
者在企业内部创业。

力。期待学员毕业后创业（含
在企业内部创业）或者以创新

适合对
象

已创立企业者；
具有一定企业管理经验且准备创业
者；
在企业从事开拓创新型工作者；
社会型企业（或组织）的创办者

招生人 30 人

为特质的职业经理人。
具有创业理想和创业潜质；
希望集中完成学业，毕业后创
业或进行职业转换的年轻精英

30 人

数
学制和 2.5 年，最长可延期至 5 年；2 年课程 2 年。第一年集中全日制课程学
学习方 学习，一般为每月集中四天模块授课。习，第二年完成部分选修课程、
式

后半年完成毕业论文。给毕业校友保 实践环节和毕业论文
留一定课程席位接受校友返校回炉。

学费 20 万元（不申请创业基金 15 万元） 全奖学金项目
新华都慈善基金会专项支持
奖学金

可申请入学创业基金和在读创业基金
含免费海外游学模块
第一志愿奖学金
成绩优秀奖学金
外地学员高铁奖学金

报考方式

1. 提交入学申请材料。
书面申请材料包括(所有材料均一式两份)：
(1) 申请表(请见附件或从招生老师处获得);
(2)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3) 大学或研究生期间成绩单复印件(其中一份需加盖档案所在地人事章或毕业
院校教务章);
(4) 身份证复印件;
(5) 名片;(非必需项)
(6) 其他能帮助评委进行有效判断的材料，比如：专利、荣誉证书、职业资格证
书等(非必需项)。
有创业经历者，请补充提交以下材料(所有材料均一式两份)：
(1) 营业执照复印件;
(2) 如申请人不是公司法人，请提供出资证明(如验资报告)复印件;
(3) 财务报表、完税证明等文件复印件(非必需项)。
2. 全国 MBA 联考报名与初试
全国 MBA 联考报名时间、报名方法请参见《 2016 年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创
业 MBA 网上报考及现场确认通知》。联考时间：2015 年 12 月 26-27 日。
复试与录取
参加全国 MBA 联考成绩达线的考生获得复试资格，复试包括创业素质面试与测
评、政治思想理论考试。新华都商学院将安排提前面试(包括综合素质面试和商
业路演两种方式)，面试成绩作为复试成绩的一部分。请查询网站获取具体提前
面试的时间安排。考生通过初试与复试即可获得预录取资格，预录取考生在申请

材料真实性复查和档案审查通过、政审通过、体检合格后并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后获得正式录取资格。
毕业及学位授予
学生在规定年限之内，按照培养方案要求，完成必修环节，修满应修学分，通过
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授予国家承认的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研究生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
2016 年 MBA 招生时间表
流程
申请

时间
全年

操作事项
提交入学申请材料

MBA 联考报 2015 年 10 月

请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

名

http://yz.chsi.com.cn<公众网>、
http://yz.chsi.cn<教育网>

管理类联考

管理类联考

2015 年 12 月 26-27 全国管理类联考（英语二、管理类综合能
日

力）

2016 年 2 月

请考生关注新华都商学院 MBA 招生网站：

成绩公布
国家线公布

http://mba.nbs.edu.cn/
2016 年 3 月

请考生关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yz.chsi.com.cn<公众网>、
http://yz.chsi.cn<教育网>

复试

2016 年 3 月-5 月

公布预录取名 2016 年 5 月初

请考生关注新华都商学院 MBA 招生网站：
http://mba.nbs.edu.cn/

单
录取复核及政 2016 年 5 月-6 月

申请材料真实性核查/发放政审函

审
发放录取通知 2016 年 7 月

录取复核及政审通过，体检合格，寄发录

书

取通知书

新生入学报到 2016 年秋季

正式注册入学

提前面试安排

(七) 联系地址：
福州：福州市闽侯上街文贤路 1 号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
北京：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盘古大观 26 层
上海：上海市浦东世纪大道 100 号环球金融中心 65 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