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学 2016 年秋季 MBA 招生简章
江南大学坐落于风景如画的太湖之滨、雪浪山麓——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九五”首批入选)。
学校涵盖理、工、农、医、文、法、经济、管理、教育、艺术等学科门类 10 个;
建有博士后流动站 6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5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24 个，国家一
级重点学科 1 个、二级重点学科 5 个; 学校现有各类在籍在册学生 8 万人，其中
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19907 人、博硕士研究生 7374 人、留学生 803 人;在全球建
有校友分会 69 家，拥有海内外校友 15 万名。
一、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坐落于风景如画的太湖之滨、雪浪山麓——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九五”首批入选)。
学校涵盖理、工、农、医、文、法、经济、管理、教育、艺术等学科门类 10 个;
建有博士后流动站 6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5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24 个，国家一
级重点学科 1 个、二级重点学科 5 个; 学校现有各类在籍在册学生 8 万人，其中
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19907 人、博硕士研究生 7374 人、留学生 803 人;在全球建
有校友分会 69 家，拥有海内外校友 15 万名。
江南大学以“笃学尚行，止于至善”为校训精神;以“彰显轻工特色，服务国计
民生;创新培养模式，造就行业中坚”为办学理念;以“建设特色鲜明的研究型大
学”为战略目标;被誉为“轻工高等教育明珠”。
二、MBA 教育中心
2007 年 6 月，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江南大学成为无锡本土唯一一所 MBA 培
养院校。MBA 教育中心是江南大学成立的 MBA 教育部门，挂靠在商学院。自

2008 年招生以来，已累计招收 MBA 学员 761 人，江南大学 MBA 项目的社会
影响力正逐日提升。
以国际化视野传授最前沿工商管理核心知识，以开放性思维研究创新理论和技
能，以战略性高度践行企业家精神，以专业化标准培养优秀工商管理精英，以前
瞻性理念打造江南大学 MBA 品牌，我们永远追求卓越!
三、江南大学 MBA 项目
1、专业方向
中小企业成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企业管理、金融与资本市场管理、创业
与创新管理、市场营销与策划、财务管理
2、项目优势
★强大师资
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与知名企业家联合授课，管理前沿理论与商战实践经验零距
离激情碰撞，深度透视企业管理体系核心内涵，详尽解读工商管理学科实质精髓。
★多彩课堂
课堂讲授、案例分享、情景模拟、企业考察及国内外游学等多种教学模式相结合，
全方位打造精彩移动课堂。
★课程特色
科学设置培养方案，核心课程构建系统管理思维，选修课程提升综合管理技能，
人文软技能课程丰富管理素养，融汇权威管理资源，密切联系时事热点，与时俱
进优化课程，引领学科前沿方向。
★专业管理
敬业的管理团队，严格的教务流程，规范的教学保障，温馨的服务作风。

★优良环境
钟灵毓秀的生态校园，先进完备的教学设施，平等交流的师生关系，互助进取的
学习氛围。
★延伸价值
学术讲座、主题论坛、沙龙酒会、公益慈善、体育娱乐、国学太极等精彩活动不
断，终身享受 MBA 教育资源，牵手精英校友人脉圈，共享事业发展新机遇。
四、MBA 报考条件和报考流程
班 级
报考
条件

秋 季 班
2011 年 7 月底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专科毕业；或 2013 年 7 月底前本科毕业；
或 2014 年 7 月底前研究生毕业并取得学历证书（一般应有学位证书）的在职
人员。

2015 年 10 月 10 日-31 日
网报时间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和网址

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
教育网网址：http://yz.chsi.cn

现场确认

2015 年 11 月 10 日-14 日

时间和地点

无锡市高校招生办公室

初试时间

2015 年 12 月 26 日

和考点

江南大学研究生考点

报考江南大学 MBA 的考生，采取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未网上报
名的不能参加现场确认;只在网上报名，未在规定时间内现场确认的，报名无效。
所有考生均需在规定时间分别完成网报和现场确认环节，逾期不再补报。
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供相关材料证明(身份证、相关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
复印件)表明其符合报考条件，同时现场审核报名信息并由考生本人签字确认。
报名信息一经签字确认，不得更改，因报名信息有误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负。

现场确认时，境外学历考生，须提供教育部学历认证报告原件。
国内获得学历的考生，请提前登录学信网进行学历验证，任何原因不能在线查询
到本人的《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的，请按照学信网提示，尽快提前于 10
月底前办理好纸质的教育部学历认证报告方便顺利报名。
五、MBA 考试
江南大学 MBA 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
1、初试：参加全国管理类联考，确切考试时间和安排见准考证。
(1)204-MBA 英语二，满分为 100 分。
(2)199-MBA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包括数学、逻辑和写作)，满分为 200 分。
2、复试：
江南大学 MBA 秋季班复试资格线将参考当年管理类联考国家确定的东部地区工
商管理硕士(MBA)初试分数线确定。
通过江南大学复试资格线的考生，再参加江南大学组织的 MBA 复试。
复试科目：政治理论(闭卷，满分 100 分，经济时政综合性主观分析评述);英语
听力(闭卷，满分 50 分);综合面试(满分 150 分，单人面试+小组面试)。
根据教育部、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和江南大学制定的复试方案，将全面、
准确地考核学生管理能力、沟通能力、分析能力、应变能力、协作精神等综合素
质，判断其在管理领域是否具有发展潜力。
3、全国 MBA 联考命题依据
《2015 年 MBA、MPA、MPAcc 入学考试英语辅导教材》(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年 MBA、MPA、MPAcc 入学考试综合能力辅导教材》(机械工业出版
社)

六、MBA 录取原则和入学时间
1、录取原则
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录取工作由江南大学自行组织。江南大学将根据考生入学
考试成绩、综合复试成绩及职业背景、从业经历等情况，本着公正、公平、公开
的原则择优录取。
江南大学原则上不接受 MBA 调剂。
2、入学时间
2016 年 9 月
七、MBA 秋季班学制与学位授予
1、学制：2.5 年，周末集中上课。
修学分制，课程学习共四个学期，其中第二学期选导师，第三学期论文开题，第
五学期答辩。
2、学位授予：学员攻读 MBA 学习期满、修满培养方案规定课程，成绩合格，
完成硕士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经过江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
予江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和研究生学历证书。
八、MBA 学费
2016 年工商管理硕士(MBA)秋季班学费总额为人民币 8.9 万元(学费按年收取，
不含教材费)。
九、MBA 奖学金制度
对第一志愿报考江南大学 2016 级 MBA 秋季班成绩优秀的考生设立奖学金制
度。按管理类联考初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其中一等奖 1 名，奖励人民币 10000

元;二等奖 3 名，每人奖励人民币 5000 元;三等奖 5 名，每人奖励人民币 3000
元。
此制度仅适用 2016 级 MBA 秋季班在籍学员，奖学金申请提交时间为自录取当
年的入学报到日起一周内。
十、MBA 招生咨询
1、江南大学 MBA 教育中心
2、江南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