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長致辭

旦复旦兮 日月光华
传东方文化之道
授中国管理之业
解内地营商之惑
扎根復旦百年人文底蘊，借助上海建設國際金融航運中心的東風，順應全球化潮流的脈動，承載國內外企
業和社會各界的厚望，匯聚一流的師資和專業管理團隊，復旦 MBA 項目自誕生以來就肩負著歷史的使命、
蘊涵著光榮的未來。
復旦 MBA 二十多年的發展歷程，是一條博採眾長、兼收並蓄，將世界優秀工商管理教育經驗薈萃於復旦
的創新之路。建設亞洲一流、國際著名的 MBA 項目，造就既具有國際競爭力又深諳中國國情的工商業青
年精英、未來領袖，是復旦 MBA 不懈追求的奮鬥目標。
在經濟全球化飛速發展的今天，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已越來越移向以中國為中心的亞太地區，上海已成為
中國經濟增長最強勁的引擎和最具世界性的部分。騰飛的中國迫切需要大批濤頭弄潮、具有卓越領導才能
的高層次管理人才。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只有努力學習世界先進管理思想與知識、吸納國際前沿管
理理念與方法，才能遊刃有餘地應對挑戰、攫取機會、成就理想。
復旦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復旦是保守的，又是前衛的；復旦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我們期待那些有
願景、有激情、有潛質、敢思想、敢擔當、敢作為的青年英才，匯聚上海，加入復旦，接受復旦 " 博學篤志、
切問近思 " 的文化薰陶，完成具有國際水準的、系統化的工商管理教育和訓練，這無疑將使你們面向未來
躊躇滿志、開拓事業如虎添翼。
真誠地期待你們加入復旦 MBA 的大家庭！
陸雄文 教授
院長
復旦大學管理學院

復旦 MBA 項目簡介
復旦大學創建於 1905 年，原名復旦公學，是中國人自主創辦的第一所高等院校。一百多年來，學校在人才
培養、創新科技、文明傳承、服務社會等方面為國家作出了突出貢獻。復旦歷史上擁有一大批學術大師和
著名學者，在中國學術和教育史上產生了深遠的影響。走過一個世紀的復旦大學是我國最早設立工商管理
教育體系的高校，早在 1917 年就創設了商科，並在 1929 年正式立了商學院。改革開放之後，復旦大學率
先恢復管理教育，1977 年開始招收管理學科專業學生，1979 年成立管理科學系，1985 年恢復組建管理學院。
學院於 2009 年至 2010 年連續通過了 EQUIS 認證（歐洲質量發展認證體系）和 AACSB 認證（國際精英
商學院協會）。至此，復旦大學管理學院成為全球範圍內以最快速度通過 EQUIS 和 AACSB 兩大國際認
證的商學院。這是中國商學院辦學能力和成績獲得國際最高標準認可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邁向世界一流、
拓展世界影響力的一個重要成就，同時也進一步鞏固了復旦管院在中國管理教育領域的領先地位。
復旦大學 MBA 項目於 1991 年開設，是中國教育部首批授予工商管理碩士（MBA）學位的九所院校之一。
歷經二十年多的實踐和探索，並吸收歐美工商管理教育的先進理念，復旦 MBA 已經形成了自身的獨特優
勢和品牌價值。
復旦大學 MBA 項目於 2013 年在香港開設在職課程，依托百年復旦綜合性的學科優勢和深厚的人文底蘊，
緊貼滬港兩地的經濟優勢，分享東方文化傳統，傳播獨到管理實踐，立足亞洲，放眼世界，為港澳台地區
及周邊國家經濟發展培養既具國際視野又深諳中國國情的管理精英、未來領袖。

課程特色
UTD 2017-2019 年全球商學院科研五十強榜，復旦管院持續穩居中國大陸第 1 名，
亞洲前 10 位
在 2019 年英國《金融時報》（FT）MBA 排名位列全球 34 位，六年排名持續
進步，多項國際化排名位列大陸商學院第一
全中國最快取得 AACSB、EQUIS 雙認證的管理學院
唯一獲得國家教育部批準的中國頂尖大學在港設班授課的高端項目

課程結構
學制學位
學制為 2.5 年，學習期間實行全業餘模組式教學，上課時間為每月兩天半，從週五晚至週日。學生修滿規定學分，成
績合格並通過學位論文答辯者，頒發復旦大學工商管理碩士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

課程時間表
開學典禮
入學迎新活動（上海）

第一和第二學期
- 必修課：11 門 /25 學分

實地學習考察
第三和第四學期

Orientation 入學導向課程

1 學分

* 管理經濟學 ( 含 1 分在綫預修課程模塊 + 2 分綫下課程 )

3 學分

* 會計學 ( 含 1 分在綫預修課程模塊 + 2 分綫下課程 )

3 學分

* 數據、模型與决策 ( 含 1 分在綫預修課程模塊 + 2 分綫下課程 )

3 學分

管理資訊系統

2 學分

管理溝通

2 學分

組織行為學

2 學分

行銷管理

2 學分

企業戰略管理

2 學分

運營管理

2 學分

公司財務

2 學分

宏觀經濟學

2 學分

赴上海進行企業參訪考察
公共課 1：商務英語

2 學分

公共課 2：中國概論

2 學分

- 公共課：2 門 / 4 學分
- 選修課：9 門 /18 學分

專業方向選修課：9 門

18 學分

第五學期

學位申請與論文答辯

論文開題與寫作

畢業典禮（上海）
＊ MBA 專業方向選修課分為六個專業方向（財務金融方向、市場營銷方向、創新與創業方向、電子商務與大數據
方向、產業分析與投資管理方向和企業决策與領導力方向）和綜合選修課，具體課表以當年實際開課列表為准。
＊ 香港班已開設過的精品選修課程有：
財務金融方向：《財務戰略管理》、《金融衍生工具》、《兼并與收購》、《金融機構和市場：理論與實務》；
市場營銷方向：《消費者行為學》、《時尚與奢侈品品牌管理》、《創業企業營銷》；創新與創業方向：《商業
模式設計與創新》；電子商務與大數據方向：《互聯網平臺與生態：戰略與設計》、《互聯網新技術與新業態》；
產業分析與投資管理方向：《產業發展與金融創新》；企業决策與領導力方向：《企業國際化經營與决策》；綜
合選修課：《系統思考》、《中國稅制》、《博弈論與經營策略》、《中國資本市場與證券投資》等。
＊ 本工商管理碩士生課程學習需修滿至少 48 學分。其中公共課 2 門 /4 學分；學位必修課 11 門 /25 學分；專業方
向選修課 9 門 /18 學分，實踐課 Orientation １學分。（基本課程學習年限二至三年，最長不得超過五年。）
＊ 本課程方案自 2017 年 7 月 1 日起執行，實際課程內容以學院當年寄發課程資料為準。

復旦師資
管理學院擁有一支既有深厚學術造詣又有豐富管理實踐經驗的教師隊伍。近幾年來為了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學院採取
「派出去、引進來」的人才政策，MBA 項目出國深造或進修的教師比例超過 85%，同時從國外引進高級教學人才多名，
並聘請了 80 多名國內外著名的經濟學家、管理學家和企業家為名譽教授、特聘教授或訪問教授，還邀請了來自麻省
理工學院斯隆管理學院等國際頂尖學府的教授開設課程和講座。
依托復旦大學管理學院雄厚的師資力量，在港中文 MBA 課程得以配備強大的教師陣容。以下是部分授課教授的簡介：

公司財務

黃建兵
副教授
財務金融系

管理信息系統

凌鴻
教授 / 系主任 /
工會主席
信息管理與
信息系統系
組織行為學

研究方向：
金融市場、金融工程
教育背景：
博士 , 企業管理 , 復旦大學
碩士 , 運籌學與控制論 , 復旦大學
學士 , 運籌學 , 復旦大學
學術經歷：
2010.08--2010.12, 訪問學者 ,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斯隆管理學院
2008.10--2008.12, 訪問學者 ,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斯隆管理學院
2003.10--2003.12, 訪問學者 ,
美國俄勒岡大學商學院

營銷管理

研究方向：
管理信息系統、智慧城市、
電子商務、ERP、知識管理
教育背景：
博士 , 管理科學與工程 , 復旦大學
學士 , 計算機應用 , 清華大學
學術經歷：
2001.08--2002.01, 訪問學者 ,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斯隆管理學院
1998.08--1999.02, 副研究員 ,
香港城市大學
1994.06--1996.06, 助理研究員 ,
香港城市大學

管理溝通

研究方向：
組織行為與人力資源；
中國本土管理
教育背景：
博士 , 產業經濟學 , 復旦大學
碩士 , 應用心理學 , 華東師範大學
學術經歷：
2012.03--2013.03,
訪問學者 ,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會計學

彭賀
副教授
企業管理系

企業戰略管理

余光勝
副教授
企業管理系

羅殿軍
副教授
企業管理系

宏觀經濟學

研究方向：
財務管理、投資理論、資本市場、
資產定價、宏觀經濟
教育背景：
博士 , 外國經濟思想史 , 復旦大學
學士 , 半導體物理 , 吉林大學
學術經歷：
2006.07--2006.12, 訪問學者 ,
美國華盛頓大學

孔愛國
教授
財務金融系

蔣青雲
教授 / 系主任
市場營銷系

祁新娥
副教授 /
MBA 項目執行主任
會計學系
研究方向：
公司戰略與治理 ;
知識理論與企業理論
教育背景：
博士 , 產業經濟學 , 復旦大學
碩士 , 企業管理 , 復旦大學
學士 , 管理工程 , 中國煤炭經濟學院

研究方向：
營銷渠道，組織間營銷，
市場營銷理論，中國企業營銷戰略
教育背景：
博士 , 產業經濟學 , 復旦大學
碩士 , 工業經濟 , 復旦大學
學士 , 經濟管理 , 南京大學

研究方向：
組織行為，市場營銷
教育背景：
博士 , 產業經濟 , 復旦大學
碩士 , 經濟管理 , 復旦大學
學士 , 經濟管理 , 復旦大學
學術經歷：
2000.09--2001.01, 訪問學者 ,
美國華盛頓大學奧林商學院
2000.01--2000.02, 訪問學者 ,
香港中文大學

管理經濟學

研究方向：
公司財務會計、養老金制度
及其財務會計問題、經濟統計
教育背景：
博士 , 會計學 , 復旦大學
碩士 , 會計學 , 復旦大學
學士 , 統計 , 上海財經大學
學術經歷：
1998.09--1999.02,
訪問學者 , 香港中文大學

運營管理

數據、模型與決策 研究方向：
生存分析、經濟統計中的
計量方法、抽樣調查等
教育背景：
博士 , 概率統計 , 復旦大學
碩士 , 概率統計 , 復旦大學
學士 , 概率統計 , 復旦大學
學術經歷：
2008.03--2008.08, 訪問學者 ,
美國哥倫比亞大學
鄭明
2002.08--2002.12, 訪問學者 ,
教授 / 副院長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斯隆管理學院
統計學系
1998.07--1998.08, 訪問學者 ,
香港城市大學

駱品亮
教授 / 副系主任
產業經濟學系

研究方向：
產業組織理論 , 網絡競爭與規制 ,
創新動力學
教育背景：
博士 , 管理科學 , 復旦大學
碩士 , 數學 , 華東師範大學
學士 , 數學 , 華東師範大學
學術經歷：
2003.08--2003.09,
訪問學者 , 香港大學

研究方向：
運籌學的理論與應用，
作業計劃安排和配送路線調度
教育背景：
博士 , 運籌學與控制論 , 復旦大學
學術經歷：
2001.02--2001.03, 訪問學者 ,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斯隆管理學院

殷志文
副教授 / 副院長
管理科學系

商務英語

趙偉韜
講師 / 黨委副書記
市場營銷系

研究方向：
跨文化管理，管理溝通
教育背景：
博士 , 英語語言文學 , 復旦大學
學術經歷：
2013.07--2013.09, 訪問學者 ,
美國佛羅里達大學
2012.08--2012.12, 訪問學者 ,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斯隆管理學院
2009.01--2009.03, 訪問學者 ,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斯隆管理學院

更多有關復旦教授的資料，可瀏覽網頁 http://www.fdsm.fudan.edu.cn/aboutus/shizi.aspx。

復旦 MBA 課程以課堂講授和案例教學並重，資深教授與企業家連袂，西學精英與本土經驗融合，加強學員務實能力
的培養和專業化理論素養的提高。將複雜艱澀的理論於真實生動的案例中細膩地展開，通過互動式教學模式，有效提
高學員領悟能力，全面提升學員實際技能。
MBA 課程設置充分考慮課程廣度和深度，及課程對中國市場的適應性，對全球市場發展的前瞻性，對專業領域的實
用性的和課程間的銜接性，設置出既符合中國市場發展需求，又滿足國際化長遠發展趨勢的課程。通過復旦 MBA 課
程的學習，學生不僅可以增加理論知識，提高軟性技巧，而且可以改變思維模式，增強對工商管理各領域的融會貫通。

金融衍生工具

研究方向：
金融工程、數量經濟
教育背景：
博士 , 原子核子物理 , 復旦大學
碩士 , 核子物理 , 復旦大學
學士 , 應用物理 , 復旦大學

王克敏
教授 / 副系主任
財務金融系

胡畏
副教授
財務金融系

系統思考

兼併與並購

研究方向：
博弈論與經營策
可持續發展與創新管理；技術經濟與 略、商業模式設計
管理；運營管理；供應鏈管理
與創新
教育背景：
博士 , 都市地域計畫學 , 日本築波大學
碩士 , 管理工程 , 哈爾濱工業大學

李旭
教授
管理科學系

中國資本市場與
證券投資

陳超
教授
會計學系

李遠鵬
副教授
會計學系

錢世政
教授
會計學系

產業發展與金融政 研究方向：
產業發展與金融、貨幣理論與政策、
策
計量經濟模型
教育背景：
博士 , 管理科學與工程 , 復旦大學
學術經歷：
2014.01--2014.12, 訪問學者 ,
美國哥倫比亞大學
2006.01--2006.06, 訪問學者 ,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斯隆管理學院
李治國
副教授
產業經濟學系

研究方向：
商業模式創新；競爭與合作策略 ;
宏觀經濟分析
教育背景：
博士 , 管理科學與工程 , 復旦大學
碩士 , 數量經濟學 , 復旦大學
學士 , 工業管理工程 , 同濟大學
學術經歷：
2007.01--2007.06, 訪問學者 ,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斯隆管理學院

互聯網平臺與生態： 研究方向：
戰略與設計
資訊技術經濟學，電子商務
教育背景：
博士 , 執行資訊系統 ,
加拿大卡爾加里大學
碩士 , 執行資訊系統 , 武漢理工大學
學士 , 管理科學與工程 ,
武漢理工大學
學術經歷：
2010.08--2010.12, 訪問學者 ,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斯隆管理學院
衛學啟
副教授
資訊管理與資訊系
統系

研究方向：
會計與資本市場分析、公司財務
教育背景：
博士 , 會計學 , 復旦大學
學術經歷：
2005.08--2005.11, 研究助理 ,
香港城市大學

中國稅制

王安宇
副教授
管理科學系

金融市場與機構： 研究方向：
公司財務、資本市場、風險管理
理論與實務
教育背景：
博士 , 金融學 , 美國馬里蘭大學
碩士 , 商學 , 臺灣國立政治大學
學士 , 統計學 , 臺灣國立政治大學

財務戰略管理

研究方向：
公司財務與資本市場、公司資訊披
露、市場異象、兼併與收購
教育背景：
博士 , 世界經濟 , 吉林大學
學術經歷：
2007.06--2007.08, 訪問學者 ,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Yale SOM.
2004.09--2005.09, 訪問學者 ,
Department of Finance,
UCLA Anderson School of
Management; The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t CSUN.

研究方向：
財務會計、管理會計、財務管理
教育背景：
博士 , 管理科學與工程 , 復旦大學
碩士 , 企業管理 , 復旦大學
學士 , 會計學 , 上海財經大學
學術經歷：
1996.09--1997.05, 訪問學者 ,
美國南加利福尼亞大學
1995.07--1995.08, 訪問學者 ,
香港科技大學
1993.09--1994.06, 訪問學者 ,
香港中文大學

消費者行為學

金立印
教授 / 副系主任
市場行銷系

研究方向：
財務會計、稅務會計、稅收制度
教育背景：
博士 , 會計學 , 復旦大學
學士 , 會計學 , 上海財經大學

婁賀統
副教授 /
復旦 MPAcc 專案
執行主任
會計學系
研究方向：
消費者心理與行為
教育背景：
博士 , 經營學（市場行銷方向）,
韓國培材大學

時尚與奢侈品品牌 研究方向：
高端消費者行為，時尚與奢侈品牌管
管理
理，高端零售
教育背景：
博士 , 市場行銷 ,
法國巴黎高等經濟與商業學院
碩士 , 管理學 , 對外經濟貿易大學
學士 , 經濟學 , 對外經濟貿易大學
學術經歷：
2012.01--2012.06, 訪問學者 ,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斯隆管理學院
盧曉
講師
市場行銷系

更多有關復旦教授的資料，可瀏覽網頁 http://www.fdsm.fudan.edu.cn/aboutus/shizi.aspx。

第一屆復旦 MBA 香港班學生分享
陸嘉琳 2013 年香港班班長
夏里法斯投資有限公司
合夥人

2013 年，很榮幸能夠成為復旦大學一份子！對於香
港土生土長，到外國讀大學的我，就讀復旦大學中
文碩士學位，是一件非常新鮮而又有意義的事情。
透過就讀這課程，令我普通話溝通方面有明顯進步
和書寫方面更符合專業標準。教授透過生動的商業
案例，令我更了解中國國家經濟情況，有助來往內
地生意發展。重要的是，令我認識到一群志同道合、
熱愛生命、大有作為的同學。
無可厚非，香港在珠三角和中國的優勢已漸漸稀釋，
作為香港年輕人的我們與其自怨自艾，埋怨社會的
不公義，倒不如不斷增值自己，在中國的發展中尋
到機會，並獲得巨大舞台，從而成為新貴。
就讀復旦管理碩士是一個很好的踏腳石讓我們踏上
中國和世界絢麗的大舞台。

全德奕 2013 年香港班學生
國培中國商務顧問有限公司
顧問 / 董事

2013 年國慶月，我有幸加入了復旦大學 MBA 香港
班成為其首屆學員。
課程涵蓋眾多商業知識，注重培養基本專業技能，
透過實例引導同學發揮想法和理解空間。課程內容
豐富，涉及範圍廣泛，老師傳授知識，同學間思維
碰撞、信息交滙，在課堂分享中得到淋漓盡致的發
揮。不管應付小組作業或考試，同學間齊心協力備
考，資料共享，也是這種團隊精神推進大家共同進
步。課外活動豐富多彩，維港欣賞聖誕燈飾、農家
樂、興趣油畫、校友聚會等等，既聯絡感情又陶冶
性情。
經歷了忐忑和彷徨，現在的我很享受這種工作之後
讀書考試的生活，享受和老師同學相處的周末，也
期待著匯聚精英的 MBA 課程帶給我衝擊和蛻變。

第二屆復旦 MBA 香港班學生分享
袁凱雷 2015 年香港班班長
菱華有限公司
部門經理

復旦，國內翹楚的百年學府；復旦 MBA，享譽國內
外的管理教育品牌。來港工作生活十多年後，有幸
於 2015 年秋入讀心儀已久的復旦 MBA 香港班。
對我而言，MBA 香港班強大的師資陣容，涵蓋全面
的課程設計，以及靈活的上課時間，既能讓我授業
於國內頂尖教授，系統優化我的知識結構，又能使
我兼顧工作生活和學習。重返校園，參加一場氣勢
磅礡的 Orientation, 結交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學，尤其
是同學間不分彼此的互幫互助，讓我找回久違的學
生時代激情。在課堂上，教授們通過精心設計的課
程講義，在有限的時間內深入淺出地傳授各科知識
點，並結合最新的實際案例，講解這些知識又是如
何運用在現實管理當中；同學們的專業和職業背景
各異，案例的小組討論往往能引起大家的思想激蕩，
而老師的案例點評，也總能令人豁然開朗。通過第
一學期的學習，我切切實實地感覺到了自身的變化。
有人說“投資自己是最好的投資＂，我覺得把自己
的時間投往哪裏更關鍵。很慶幸我當初的選擇。登
上復旦 MBA 這艘“大船＂，相信我們定能 長風破
浪會有時！

陳頌基博士 2015 年香港班學生
禮諾信有限公司
董事

中國經濟的發展，吸引了世界的注目，亦為緊握這
機會的企業帶來了龐大的發展機會。若要全面把握
這些機會以至能於市場中佔據優勢，企業的管理者
必須認識中國的營商環境及其制度與文化。同時，
除了要懂得用世界的角度看中國，也要懂得從中國
的角度看世界。復旦 MBA 課程正正具備了這些重要
的理念，也是我選讀復旦 MBA 的主要原因。
我非常榮幸能成為 MBA 香港班的一份子！課程除了
給予我商業管理中各個範疇的重要知識外，教授們
高質量的講學令課堂極具趣味性。這課程的另一特
點，是選用的案例包括了許多針對國內市場而非常
近期的案例，令整個學習更緊貼中國市場發展的脈
搏。來自各行各業的同學不但互助，大家積極的分
享和討論更使每次上課氣氛非常互動。
雖然參與課程還不到一年，但所學到的已為我在工
作上帶來許多的幫助。

第三屆復旦 MBA 香港班學生分享
穆凱 2016 班香港班班長
中國浙江建設集團（香港）
有限公司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項目經理
“生命不息，學習不止＂，當我們離開校園，步入這個浮躁
的社會中，雖然每一天都經歷著忙忙碌碌，但我們自問又有
多少時間學習和總結？在香港工作了八年後，一直在尋找繼
續深造機會的我，正躊躇擇校問題之時，復旦大學 MBA 香港
中文班進入了我的視野。一句“博學而篤志，切問而近思＂
的校訓切切實實的讀出當下我的心思，2016 年我順利加入復
旦 MBA 香港班的大家庭。
復旦 MBA 作為中國大陸最具實力的 MBA 課程，無論是從課
程設計到師資力量，無時無刻都在給予我們驚喜。每一次上
課都恍若時光飛逝，每月課程的結束都有一絲的意猶未盡，
而且對下一次的課程充滿無限期待。在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
高速發展的背景下，復旦大學 MBA 課程背靠祖國傳統文化，
結合西方發達國家真實案例分析，以獨到的角度給學生們闡
述了背後管理學的奧妙和精華，讓我們這些再次回歸校園的
莘莘學子們大呼過癮。課堂上，教授教予我們學習利用工具
在這個大資料時代中，尋找一條幫我們做出決策的關鍵路徑；
教授啟發我們通過“方法論＂在這個繁雜的社會中，謀求一
個與人交往的溝通方式；教授引導我們借助不同的媒介，來
行銷我們的品牌印象。雖然只經歷了一個學期的課程，但是
我為我當初選擇復旦 MBA 香港班而自豪。
兩岸三地的同學們彙聚復旦 MBA 香港班，如校歌所唱“交相
勉，前程遠，向前向前向前進展＂，裝備著復旦 MBA 香港班
授予給我們的知識，迎風起航。

皮婉琳 2016 班香港班學生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品牌與文化部副主管

很榮幸能加入復旦大學，百年老校背景下的國際化
新平台，這也是我們未來的新起點。在剛剛揭曉的
UTD 2012 年 -2016 年全球商學院科研排名百強榜
中，復旦管院位列亞洲第九，中國大陸第一。我這
個新晉復旦人深感自豪，與有榮焉。
選擇復旦 MBA，是工作多年後持續進修的一次慎重
選擇，在多方比較後，其彈性的學習時間、線上線
下多渠道學習方式都很吸引我，這對於學習、工作、
家庭生活的平衡很有必要。最重要的是學校對香港
班師資編排的重視和投入，令我們非常有幸地能夠
聆聽到各學科王牌教授的教誨。
復旦大學許校長曾鼓勵學生們「力當先行者」，我
想我們就是一批在港享受國際一流中文商科教育的
先行者和受益人，我願用切身的學習體會感召更多
的朋友同仁，歡迎加入復旦的大家庭，好學力行，
在這個卓越的平台上，拓展更廣闊的視野、汲取更
豐富的知識、收穫更激越的人生。

學生活動

與上海 MBA 同學進行“我是復旦人＂融合活動

上海陸家嘴金融區參觀訪問

上海陸家嘴校友企業參訪交流

上海自貿區參觀訪問

獲取錄學生的背景

入學前工作年限
入學前工作年限

所屬行業

7%
10%

金融、諮詢

3-5年

37%

貿易

10%

6-9年

運輸

57%

16%

45%

10年及以上

其他
工业品
18%

入學前職位

8%
8%

經理、主管

47%

12%

香港

高級經理、總監

大陸

副總裁、董事

51%

助理經理
專業人員
25%

學生構成
學生構成

18%

31%

臺灣

復旦大學中文工商管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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