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商学院	(CKGSB)	成立于2002年11月，是由李嘉诚基金会捐资建立

的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为国际管理教育协会	(AACSB)	

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	成员，并通过了EFMD的综合评估获得其	

EQUIS认证，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工商管理硕士授予单位”(含

EMBA和MBA)。学院总部位于北京，	现设有工商管理硕士项目(MBA)、

金融MBA项目	(F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项目	(EMBA)、企业家学者项

目	(DBA)	和高层管理教育项目	(EE)。

长江商学院以“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与全球资源整合能力、

人文关怀与社会担当，以及创新精神的	世界级商业领袖”为己任，致力

于通过新视野、新思维、新格局、新境界与新价值取向，打造全球新一代	

商学院，	并积极推动与引领新商业文明。

长江EMBA是长江商学院启动的第一个学位教育项目，旨在为中国及大中华地区最

受尊敬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提供世界一流的系统管理教育，目标是“为中国乃至世界

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世界级企业家”。	目前，长江EMBA已招收6000余位来自各行

各业的海内外学员，90%以上来自企业最高决策层，无论从地理分布、行业分布还

是公司类别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高层面的特点。

长江商学院差异化的发展战略造就了EMBA项目的创新精神与独特优势：“开天窗”

式的原创管理思想，针对新兴市场潜心开发的创新课程，全球化的高端学习平台，最

具影响力的终身校友网络⋯⋯长江EMBA超越中西之分与体用之争，融入历史底蕴

与人文精神，构建了一个整合全球最佳教育资源的学习与交流平台。

长江EMBA倡导“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希望学员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

者，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之集大成者。

在个人修为上，长江商学院鼓励学员坚守诚信、正直、包容、胸怀天下的“儒商”特

性，勇于承担“小我”之外的责任，乐于回馈社会，以身作则践行公益，重铸中国商

业文明。



依托于长江教授的全球视野和领先学术实力，长江商学院深

刻洞见中国管理与研究，着重探讨民企和跨国公司如何在中

国市场进行有效的竞争与合作，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全球化，

跨国公司如何整合中国市场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以全球应

对全球”等一系列课题，并已取得丰硕成果，成功的打造出

引领全球商学院创新模式的极佳典范。

长江EMBA拥有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的校友网络，为校友

搭建了极具影响力与价值的全球精英学习交流平台。相较于

其他商学院，长江EMBA学员的高端性及广泛代表性远超

同侪，一万余校友企业年销售额约一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

第十六大经济体，其中50%以上校友担任企业的CEO或总

裁。校友担任一把手的企业营业收入合计相当于2015年中国

GDP的六分之一。

面向未来，革命性的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将会重构诸多行业

的商业版图，进而对企业领袖提出了新的要求，唯有具备全

球视野、全球学习和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才能持续不断引领

企业前进。长江商学院经过多年努力，已与全球近40所顶级

商学院和学术机构开展合作，为正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外企业

领军人物提供了一个无可比拟的全球学习与交流平台。



朱睿

博士 / 明尼苏达大学

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EMBA项目副院长，明尼苏达大学商业管

理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消费者信息处理与心理学、物理环境的设计

与结构效果、自律、认知等。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清华

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意大利Bocconi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他是

被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定为世界十大资产指数之一的梅/摩西艺术

品指数的联合创建者。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国际资产定价、房地

产金融和新兴市场等方面。

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欧洲市场副院长，纽约市立大学博士。乔治华

盛顿大学战略学副教授、博导、享有终身教职。他的研究与教学领域集

中在战略联盟、收购与兼并、创新与创业以及企业的跨国经营。

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高层管理教育项目副院长，曾任教于美国伊

利诺伊理工斯图沃特商学院，享有终身教职。主要研究领域：技术创

新管理、创业过程研究、企业成长战略等。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教授，副院长。明尼苏达大学终身教

授。他的研究领域为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和制度设计、中国经济等。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博士。他的研究领域

主要为财务金融、应用经济、风险管理。他提出的信用风险分析模

型和开创性工作得到了巴塞尔委员会的高度重视，并被其录入了官

方文件。

欧阳辉

博士 / 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杰出院长讲席教授、EMBA项目学术主任、互

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创新和财富管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美国杜兰大学博士。欧阳教授曾被美国北卡大学

授予终生教职并任杜克大学副教授，曾被评选为杜克大学2004级全球企

业高管EMBA最佳教授，曾任雷曼兄弟、野村证券和瑞士银行董事总经

理，负责资产配置、信用衍生品定价以及alpha-beta	结构性产品等。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麻省理工学

院博士。长期从事公司金融及中国资本市场研究，研究成果多次发表

在顶级学术刊物上。2011年，独立获得美国学术界最高荣誉之一的

“迈克尔·布鲁南奖”最佳论文奖。她还拥有广泛的行业经验，曾任

职于美国最大的金融和经济咨询公司之一的CRA国际。



长江EMBA率先在管理教育中系统引入人文课程，成为首个提出培养企业家“人文精神”的商学管理项目。

长江EMBA将公益学时纳入学分体系，所有EMBA学员必须完成48小时公益学时才能毕业。

长江EMBA在开学模块中增设“公益第一课”及“人文第一课”环节，倡导强者的有为。

2004年

2010年

2014年

745
26

自2010年4月截至2015年7月

通过和当地志愿者及草根组织为主

导的多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推动中

国经济欠发达且生态脆弱地区的减

贫和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自2006年

以来持续在四川卧龙大熊猫自然保

护区开展绿色扶贫工作，数以千计

的当地人从中受益。

长江戈友发起的公益项目，通过长江

校友善购和电商平台营销的方式，帮

助甘肃瓜州银河长江新村销售枸杞，

推动产业发展。

2016年长江校友电商平台联动，推

动善果社会化营销。

由长江EMBA18期校友发起设立，

旨在通过社会企业的公益思维设计，

就农村发展面临的经济贫困、环保、

教育和卫生等主要问题，为中国贫困

乡村，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农村发展提

供全面的解决方案，逐步切实地帮助

村民圆梦他们的“美丽村庄”。

长江公益• 美丽村庄
行动计划

长江公益基金“自然·人”
子基金

长江公益
善果枸杞项目

48 小时公益学时制度

迄今已有超过

完成义工时间逾

2,500

12,0000

名学员

小时

万余人



梁信军

沈亚

毛继鸿

韩小红

于东

赵瑞海

赵迎光

林奇

钱学锋

蒋志祥

潘江雪

田沁鑫

魏明

林秀浩

潘昊

5期	

8期

10期	

11期

12期	

19期

21期

23期

24期

25期

25期

26期

27期

28期		

28期

由长江商学院学员、校友掌控

的企业品牌占整个中国企业

500强的20%。

	“2015十大年度经济人物”排

行榜中，半数来自于长江商学

院校友。

一万余校友企业年销售额约一万亿美元，

相当于世界第十六大经济体，其中50%

以上校友担任企业的CEO或总裁。校友

担任一把手的企业营业收入合计相当于

2015年中国GDP的六分之一。

35岁以下

35-50岁

50岁以上

22%

71%

7%

40

*来自2016年秋季班录取数据

董事长/总经理/总裁 

董事/副总经理/副总裁

总监/主管

64%

33%

3%

私营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

外资企业

非盈利机构

国有企业

其他

52%

34%

8%

2%

1%

3%

本科/学士

硕士/博士

大专

其他

42%

26%

13%

19%

5

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唯品会董事长

例外服饰公司董事长

慈铭健康总裁

保利博纳董事长

北京曲美家具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韩都衣舍董事长

游族网络董事长兼CEO

汉理资本董事长

分享通讯集团董事局主席

真爱梦想基金理事长

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

优酷土豆BG联席总裁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柴火创客空间创始人

年龄
分布

职务
分布

学历
分布

公司
性质

相当于中国GDP的

校友管理的企业营业收入

500强的

6分之1



长江EMBA课程立足中国、面向亚洲、放眼全球，开设大量新兴市场、全球化、行业聚焦等特色课程，

已经形成了独具长江特色的教育体系。课程分为通修课程与选修课程两个部分。通修课程旨在巩固企业

领袖的基础管理知识，培养和提升核心管理能力，开拓对中国及全球经济的视野，并加强企业在大环境

下的定位和战略。选修课程作为通修课程的纵向延伸与横向补充，同时引入国际顶尖商学院教育资源，

面向所有EMBA班级开放综合及金融、文创、健康管理等行业聚焦类课程。学员可根据兴趣及企业发展

需要进行选择。未来，长江EMBA将进一步整合全球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开设更多实用性课程。

人文管理
系列课程

公益课程

选修课程

通修
课程

管理核心课程
中国经济与
商务课程

金融综合

健康管理文创

通修课程

•	管理学概论

•	全球宏观经济概论

•	财务会计及分析

•	管理会计

•	组织行为学

•	领导力

•	信息技术与组织持续竞争力

•	人力资源管理

•	市场营销

•	公司战略

•	公司金融

•	商务谈判

•	风险管理

管理核心课程

选修课程

综合类选修课

中国经济与商务课程

凭借长江卓越的研究实力，通过整合全球最优

师资，旨在为学员提供具有前瞻性的管理思想

及最前沿的管理实践，全面提升学员的管理技

能及对全球经济格局及走向的了解与把握。

•	全球经济近况

•	全球金融架构

•	固定收入债券市场

•	固定收益衍生品

•	私募股权市场

•	行为金融学

•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金融专业课程是长江EMBA与在金

融专业排名位列全美前三的纽约大

学斯特恩商学院共同研发，全部课

程由NYU最优秀师资授课，旨在全面提升金融

领袖的管理创新能力、实体经济领导人的应用金

融工具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

•	社交媒体营销和商务

•	互联网金融与创新

•	创业过程中的组织设计

•	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

•	管理心理学

•	跨文化管理

•	风险投资与创业管理

•	东亚管理模式与儒家思想

•	公益创新

文创方向

•	影视制作与发行

•	全球电影融资

•	电影剧本创作

•	营销/市场调研和娱乐经济学

•	管理媒体流程及创意工具

•	数字发行新趋势

•	电玩游戏的开发与推广

合作院校：	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

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作为全美排名第一

的电影学府，在电影、电视、电影研究、动画、

纪录片、广告以及交互媒体方面都颇有建树。

文创专业课程师资全部由来自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的最

优秀教授资源及美国文创行业领军人物共同组成。

•	医疗战略	

•	医疗金融	

•	医疗服务创新

健康管理方向

•	医疗运营及效率管理

•	美国医疗体系

•	生物行业

健康管理课程由长江EMBA与全美健康管理教育

排名第一的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共同打造。课

程主任Thomas	Buchmueller	教授曾任奥巴马

政府白宫经济委员会成员，并作为主要政策的制定者参与美

国医疗改革。

•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	中国企业的创新战略与创新过程

•	中国商业模式创新与资本运作税务

•	应对全球化与全球资源整合

•	全球经济环境下的中国

•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

•	金融市场与投资

•	消费者心理与行为

•	中国创业创新

•	中国品牌管理

金融方向

合作院校：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

合作院校：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

*	长江EMBA保留对于实际课程调整的最终解释权



扫描二维码关注
长江EMBA

微信公众平台

您在提交全套申请资料后，请耐心等待长江商学院的申请资格审

核及面试资格审核，通过后招生部将会通知您进入面试环节。

EMBA 入学考试以面试为主，笔试为辅，重点考察申请人的综合

素质和管理能力。其中笔试内容涵盖商务、管理和个人综合情况

三部分，以简答和选择形式作答。

在笔试、面试基础上，录取评审委员会全面评审申请人的综合情

况包括管理经验、工作成就、企业走访及推荐人意见等，择优录取。

无论录取与否，您在考试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将会获得考试结果

（电话或短信方式），随即收到正式书面通知。

入学录取

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按照长江商学院有关规定进行付款和办

理入学手续。

申请流程 

网上报名

在线填写正式申请表

推荐信模板下载

申请资料准备 资料审核

入学考试

综合审核

请登录长江EMBA在线申请平台

或直接扫左侧二维码进入申请页面

http://embaenroll.ckgsb.com 

·请申请人在线下载推荐信模板
·请推荐人填写完成后，以邮件形式发送至
 applyemba@ckgsb.edu.cn

上传电子文档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
·名片

·照片
·在职证明
·公司营业执照

班别	 长江EMBA2017春季班	 长江EMBA2017秋季班

开学时间	 2017年5月	 2017年10月

报名截止	 2017年4月7日	 2017年8月31日

考试时间	 2016年12月-2017年4月	 2017年6月-9月

结果通知	 入学考试后15个工作日内	 入学考试后15个工作日内

地址：中国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888号

东海国际中心A座31层

邮编：518040
电话：＋86-755-8283 5188
传真：＋86-755-8283 5122

地址：中国上海市虹桥路

 2419号2号楼

邮编：200335
电话：＋86-21-6269 6677
传真：＋86-21-6269 6255

招生热线：＋86-10-8518 1050
地址：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3座3层

邮编：100738
电话：＋86-10-8518 8858
传真：＋86-10-8518 1051

北京 上海 深圳

所有班级均开放综合、金融、文创、健康

管理等行业聚焦类课程可选。了解最新招

生信息，请登陆长江商学院EMBA官方网

站或关注长江商学院EMBA官方微信。

· 学制两年，每月集中授课一次，

每次连续四天（周四至周日）；

· 具有国民教育本科或以上学历

（大专学历可申请，但录取比例

不超过10%）；

· 具有八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

五年的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