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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歡迎辭

江西財經大學已具有九十多年的辦學歷史，學校被譽為“經濟管理類人才

培養搖籃”。經濟學院是江西財大具有悠久歷史的學院之一，已培養出.

許多優秀的具有本科、碩士和博士等學位的經濟管理人才。

我們學院教學師資豐富，條件優越。學院現有 41 位專任教師，50 餘名.

國內外著名經濟管理方面的專家學者和企業家受聘為我院客座教授。除了

本學院師資，在這裏，您還能領略到學校其他一流師資的教學風采。重要

的是，在這裏，您將能夠和無數事業成功校友進行交流和合作。

在四季景色宜人的江財校園裏，我們有舒適寬敞的教室，便捷的互聯.

網絡，豐厚的圖書資源。

我們有完善的國家正規學位授予點。目前，學校具有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

博士點，經濟學院擁有理論經濟學國家一級學科博士點、一級學科碩士

點，理論經濟學博士後流動站，以及經管類在職研究生和專業學位研究生

培養資格。

除了全日制辦學外，我們具有豐富的在職教育辦學經驗。進行經濟管理類

在職研究生培養已有十餘年，專業課程體系完善，應用性強，靈活性高。

結合國家規定，我們設置多種形式的課程，學員可根據自己工作需要和.

學習興趣選擇學習。

最後，期待您來我們學院交流學習，一起來踐行“經世濟民、立志創業”

的院訓，勇攀高峰，大展宏圖。

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校長

盧福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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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內地人數激增

隨著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區與中國大陸經濟關係越來越緊密，北上就業與拓

展的香港及海外機構以及香港居民與其他人士越來越多，取得大陸認可的

專業學位，已成為很多香港及海外華人的迫切需求。自 2006 年起，參加

中國政府在香港舉辦的中國重點院校碩士、博士入學考試人數激增，但由

於缺乏推廣與專業輔導以及對中國國情及高等教育制度的不熟悉，讓不少

有志報讀人士止步不前。因此，為緩解社會上這一需要，江西財經大學及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充份利用自身優勢，合作在香港、澳門、台灣地區招收

江西財經大學碩士、博士研究生。

中國大學研究生學習的特點

中國高等教育體制，對收生、培養以至畢業都有比較嚴格的規定，國家高

等教育主管單位在其中擔當重要的協調及監管任務。首先在入學之前，所

有報讀博士、碩士的研究生，包括港、澳、台居民，必須參加每年一度的

國家統一入學考試，通過後才由報讀大學正式錄取，進行學習。

近年來，為了配合社會對人才的需要及不同學校收生的要求，入學考試趨

向靈活處理。報讀研究生仍必需通過入學統考，但考試由過去的中央統

籌，傾向在國家宏觀規管下，由個別大學自行命題，錄取線也由各別大學

按自己的收生要求而決定。所以考前參加輔導，認真學習，實為修讀中國

研究生學位的一個關鍵起步點。

入學之後，由於中國大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培養計劃比較明確，學習內容

及指引也有較強的結構性，畢業要求也比較具體，而且中國傳統，師生關

係會比較密切，學生經正式錄取後，在學校及老師的引領下，一般都能按

步就班、完成學習、取得學位。相對來說，西方國家的研究生學習，雖然

入學一般沒有通過統考的規定，但學習結構性比較低，往往需要費時摸

索，師生關係也比較鬆散，特別是在職學員，同時要兼顧工作、家庭與生

活，一旦適應不來的話，就可能會被迫半途而廢。

中國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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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財經大學歡迎港、澳、台在職人員報讀《企業管理學 / 產業經濟學博士研究生

班》及《企業管理學碩士研究生班》。這兩個班有下列的特點：

江西財經大學學術地位崇高，師資優秀。頒授的學位國際承認。

港、澳、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同步招生。彈性務實在職學習，香港班

利用週末時間在深圳或廣州上課，同時安排到各地交流考察，全國財脈，亞洲

連袂，讓你的工作、學習、生活更上一層樓。

配合國家研究生錄取制度及大學入學要求，提供免費入學考前輔導，協助考

生取得正式錄取入學的資格。考前輔導針對香港考生要求，去年通過率超過

90%。

正式錄取前可開始學習，學分算入總成績內，以爭取時間，早日畢業。入學後，

港、澳、台生由大學專門定向培養，按步學習，順利考取博士、碩士學位。

收費合理。博士班全部學費人民幣 180,000 元，碩士班人民幣 88,000 元。

通過學習交流及參加學校校友活動，廣交各方政、商、學界高層人員，擴闊.

人際網絡，開拓無限商機。

課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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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專業

1.. 企業管理學博士.Doctor.of.Philosophy.(PhD).in.Management

2.. 產業經濟學博士.Doctor.of.Philosophy.(PhD).in.Industrial.Economics

3.. 企業管理學碩士.Master.in.Business.Administration

( 學習詳情，請參閱本章程附頁。)

報考資格

1.. 香港、澳門或台灣地區的永久居民。

2.. 報考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須具有與內地 ( 中國大陸 ) 學士學位相當的

學位；報考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須具有與內地 ( 中國大陸 ) 碩士學位

相當的學位。同等學歷者須事先向江西財經大學提出申請，經學校審

查同意後才可報考。

3.. 可以聽、說普通話及閱讀、書寫中文。品德良好、身體健康。

4.. 有兩名副教授以上或相當職稱的學者書面推薦 ( 可由香港管理專業協

會協助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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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領袖：
鄭躍文.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科瑞集團董事局主席
王文京.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用友軟體董事長
王志雄.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上海總商會會長
毛裕民. 建設銀行（亞洲）行長
袁臨江. 中投集團（香港）總經理
豐　羽. 港中旅集團執行董事
程　渝. 華贛集團常務副總裁
易雪飛. 廣州農商行行長
李　明. 中海重工董事局主席
周錦鴻. 山東高速投資部總經理
劉令德. 宏海控股集團執行董事
陳茂盛. 建滔化工執行董事
陳曉明. 江西銀行董事長
潘　明. 九江銀行行長
朱星河. 大高新董事長
馮　康. 奧飛數據董事長
溫中華. 鵬博士集團副總裁
胡浩華. 天健集團董事
王偉旭. 上海新黃浦置業董事長
谷　濤. 廈門金龍汽車董事長
符念平. 華意壓縮董事長

江財校友

江西財大校友網絡廣闊，遍佈全國工、商、政及高等教育界，以下為部份校友簡介：

鄭躍文

全國政協

常委

王文京

用友集團

董事長

陸俊華

國務院

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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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保上. 中原證券董事長
顧慶偉. 鼎漢技術董事長
羅小勇. 鳳凰光學董事長
廖晰晰. 博雅生物董事長
徐可仁. 沃森生物創始人及董事
陳武峰. 蘇奧傳感董事
邱碧開. 鴻特精密董事

學界校友：
安學平. 香港中聯辦辦公廳副主任
盧金榜. 香港中聯辦科教部處長
陸宏廣. 香港大學榮譽院士
魏明海. 廣州大學校長
秦榮生.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院長
張　軍. 廈門國家會計學院院長
劉賢方. 美國紐約理工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孫　鴻.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員
梅國平. 江西師範大學校長
吳曉求.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馬海濤. 中央財經大學副校長
夏冬林.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校友：
苑廣睿（天津）、甘榮坤（黑龍江）、餘瑞玉（江蘇）、胡強（江西）、陸俊華（雲南）等。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校友：
王志雄、秦榮生、鄭躍文、彎海川、謝茹、孫菊生、湯建人、梅國平等。

更多知名校友請見 :.http://www.jxufe.hk/alumni.asp

5



師資簡介

江西財經大學集聚諸多名師，其中包括各個學院的院長和知名教授，以下為部份負責香港班的師資簡介：

王喬教授

江西財經大學黨委書記、博士生導師、國家社會基金學科評審組專家

盧福財教授

江西財經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博士生導師、財政部跨世紀學科帶頭人

廖進球教授

江西財經大學校友會總會會長、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袁紅林教授

江西財經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

胡宇辰教授

江西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常務理事

王自力教授

江西財經大學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規制與競爭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春根教授

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全國政府預算研究會副會長

*.導師名單僅作參考，詳細師資簡介將於錄取後另行通知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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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及程序

1. 課程報名.(10 月截止報名 )

填妥本章程附同的「江西財經大學博士及碩士研究生入.
學」申請表格，在截止日期前交回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 管
協 )。

3. 統考報名.(11 月至翌年 1 月上旬 )

在管協協助下，親身向「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報名參加內
地大學研究生統一考試。第一部份：網上報名日期通常為
11月至 12月中旬；第二部份：現場確認日期為翌年１月上
旬；考試通常在翌年4月份在香港舉行。詳情屆時另行通知。

4. 考前輔導.( 翌年 2 月 )

參加由江西財經大學與管協合作在香港 / 深圳開辦考前
輔導班。

5. 參加統考.( 翌年 4 月 )

報考博士及碩士研究生均考二門業務課 ( 企業管理、經濟
學 ) 及一門外國語 ( 英語 )。

6. 學校錄取通知 ( 翌年 7月及 9 月 )

考試合格者由學校正式錄取，於當年 9 月報到。錄取名單由學校

報教育部和國務院港、澳、台辦公室備案。

註：1..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是一個非牟利的教育科技交流服務機構，自 1988 年起.

. . 受國家教育部委托，辦理招收港、澳、台人士報考內地100 多所高等院校研究生。

. .2.. 各項日期可能稍有改動，以「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及大學容後公佈為準。

2. 安排入學.(11 月 )

在管協安排下，預先入讀博士及碩士班。修畢的課程，將
在正式入學後計算相應學分。

江西財大博士及碩士研究生港澳台班，通過特別安排，在今年底
的一年內讓學員同時修讀課程、接受考前輔導及參加國家入學統
考，以爭取時間，在正式入學後即展開論文研究工作，儘早畢業
取得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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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港、澳、台博士及碩士研究生均以自費兼讀 ( 在職 ) 形式修讀。

博士研究生學習年限 3-6 年.( 一般 3年畢業 )

碩士研究生學習年限 3-4 年.( 一般 3年畢業 ).

博士及碩士研究生在學習期間，修足規定的課程學分，學位論文答辯通

過，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者由大學授予相應學位。

授課及學習方式

博士及碩士研究生班學習採用靈活的兼讀形式。上課研討於週末及週日在

深圳或廣州舉行，由學校指派副教授級以上的資深老師授課。學生另須定

期到大學參加集中學習及接受導師指導。學習的時間及地點安排詳情，將

另行通知。

博士及碩士班論文工作實行導師負責制。研究生在導師的指導下進行研究

工作及撰寫論文，並在導師的指導下參加一定的企業管理諮詢或項目調研

等活動，以熟悉科研活動的運作和管理，培養獨立從事科研的能力和合作

科研的協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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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標準

博士研究生：人民幣 180,000 元

碩士研究生：人民幣 88,000 元

上述費用包括全部學費、論文指導及入學考前輔導費。

到深圳及廣州上課及參加研討、到大學參加集中學習及與指導老師討論研

究工作期間的交通、食宿費用由學生自理。

繳費辦法

11 月中旬開課前繳交第一期學費 ( 博士班人民幣 45,000 元 / 碩士班人民

幣22,000元 )，考不上全額退還；不出席考試或考上而不入學者全不退還。

博士班：. 在三年學習期間分六期繳交，每學期開始前繳交一次。

. 每期繳費安排如下：

. 第一期：開課前 (11 月 )，繳費人民幣 45,000 元

. 第二期：統考成績公佈後 ( 翌年 6 月 )，繳費人民幣 45,000 元

. 第三期：第三期開始前，繳費人民幣 22,500 元

. 第四期：第四期開始前，繳費人民幣 22,500 元

. 第五期：第五期開始前，繳費人民幣 22,500 元

. 第六期：第六期開始前，繳費人民幣 22,500 元

碩士班：. 在三年學習期間分六期繳交，每學期開始前繳交一次。

. 每期繳費安排如下：

. 第一期：開課前 (11 月 )，繳費人民幣 22,000 元

. 第二期：統考成績公佈後 ( 翌年 6 月 )，繳費人民幣 22,000 元

. 第三期：第三期開始前，繳費人民幣 11,000 元

. 第四期：第四期開始前，繳費人民幣 11,000 元

. 第五期：第五期開始前，繳費人民幣 11,000 元

. 第六期：第六期開始前，繳費人民幣 11,000 元

博士及碩士生申請延長學習年限須經大學批准，延長期間按學校收費規定

繳交費用。

99



江西財經大學.-.學校介紹

國家重點大學
江西財經大學 (Jiang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英文縮寫 JUFE) 創立於 1923 年，1980

年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直屬重點大學。2000 年進一步發展為中央教育部、財政部與江西省三部

聯合共建，以經濟、管理類學科為主，法、工、文、理、農、教育、哲學、歷史等學科協調發展的重點

大學。

江西財經大學在近現代中國大學發展史上是一所具有重要影響的財經類學府，在發展共和國經濟的歷史

大潮中應運而生。過去八十多年來，它始終與國家財政部的經濟建設和發展的宏偉事業息息相關。2008

年 2 月 6 日，前總理溫家寶同志與江財師生共度除夕，發表了重要講話，並稱讚說：“你們學校是一所

很好的學校”，激勵著學校永保奮鬥精神，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1923 年創校
江西財經大學的前身為 1923 年秋創辦的江西省立商業學院，1958 年成立江西財經學院，1996 年和江

西財經管理幹部學院合併，組建為江西財經大學。學校坐落江西省會、中國共產黨革命起源地、有“英

雄城”之稱的南昌，涵廬山之氣，揚井岡之魂，臨贛江碧水，接梅嶺煙霞，有蛟橋園、麥盧園、楓林園、

青山園四個校區，佔地面積2,260餘畝，建築面積近90萬平方米。校園依山就勢，錯落有致，層重疊眾，

潮光瀲灩，是全國綠化 300 佳單位之一。

全國財經院校前三位
學校設有工商管理學院、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會計學院、國際經貿學院、經濟學院、金融學院、統計

學院、信息管理學院、旅遊與城市管理學院、軟件與通信工程學院、外國語學院、人文學院、法學院、

藝術學院、體育學院 ( 國防教育部 )、馬克思主義學院等十六個教學學院，MBA 學院、國際學院、職業

技術學院、繼續教育學院等四個管理型學院，以及一個獨立學院現代經濟管理學院。並設有產業經濟研

究院、金融發展與風險防範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等十二個專門的科研機構。

在 2014 年取得國家社科基金年項目共 26 項，第 17 次居江西第一，在全國高校中排名第 26 位；2009

年國家自然基金項目立項13項，居全國財經院校第2位；重點高校創辦上市公司校友人數排名全國第六。

校友政企人才輩出
學校現有各類在籍學生四萬餘人，其中全日制在校生三萬人，教職工 2,200.多人。學校從 1985.年起開

始培養研究生，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研究生辦學規模不斷擴大，已經形成了一個從碩士到博士、學術

型到應用型等多層次、開放式的研究生培養體系。目前，學校有各類在籍研究生四千多人。培養的研究

生中，湧現出了大批優秀人才，包括知名學者、省部級領導以及大企業的技術或管理負責人，他們以民

族復興為己任，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腳踏實地、開拓創新，為國家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做出了突

出貢獻。江西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獲得CAMEA認證（中國高品質MBA教育認證），是全國第 21 所

高校取得該認證的單位。另根據《中國科教評價網》（權威的高校即時排名）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資料

顯示，江西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的人力資源管理（全國第 2 位），市場行銷（全國第 9位），物流管

理（全國第 15 位），均進入全國前 20 強。

學校堅持開明辦學、開放辦學，國內外三百餘位著名學者、官員和企業家受聘為學校客座教授，並與奧

地利維也納經濟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美國紐約理工學院等十八個國家和地區

的八十五所名校建立了穩定的合作與交流關系。現有研究生、本科、高職等各層次學生境外交流項目

八十多個，江西財經大學與美國紐約理工大學的中美MBA合作專案，獲得AACSB認證（國際高等商

學院協會認證），不同項目的質素獲得多方肯定。

學校詳細資料，請查閱學校網址：oec.jx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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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協辦單位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The.Hong.Kong.Management.Association) 是－個非

牟利的法人團體，在香港政府支持下於1960年成立，在過去五十多年來，

一直積極推廣現代管理知識和技巧應用，致力參與香港工商管理人才的培

訓及發展工作。香港管協是這個博士及碩士研究生班在港、澳、台的協辦

及招生機構。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為香港最具規模的專業管理培訓機構之一，每年開辦各

類型管理培訓項目二千五百多項，修讀者超過五萬多人，每年共有一千多

家香港本地、中國內地及海外機構贊助他們的員工修讀管協的培訓課程。

為了讓本地管理及專業人員有更多持續進修發展的機會，管協與中國內

地、澳大利亞、英國及其他海外地區的大學和教育機構合作開辦一系列由

文憑、本科、碩士以至博士研究生程度的持續高等教育課程。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詳情請查閱管協網址：www.hkm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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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及查詢

有意報讀請填妥附同本章程的「江西財經大學博士及碩士研究生入學」報名表格。在截止日期

前郵寄或送交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 管協 ) 辦事處：

香港黃竹坑業興街 11 號

南匯廣場B座 16 樓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管協收到報名後會諮詢學校，符合資格者由管協協助向「京港學術交流中心」辦理正式報考

手續。中心按國家規定收取的報考費用，由報名者直接向該中心支付。

對本課程有進一步查詢，請聯絡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江西財經大學課程秘書處〉。

電話：.2774.8565.鄧海柔小姐./.2774.8582.梁雪 琼琼琼小姐

傳真：.2365.1000

網址：.www.hkma.org.hk/jufe

由於本課程之課堂只於香港以外地區舉行，故並不涉及《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 ( 規管 ) 條例》的規範。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這些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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