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SKEMA商学院
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项目

在职教育项目



当前全球商业环境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

当今的企业与社会都面临着一系列历史性的挑战与突
破：持不同价值观与期望的新生代、蓬勃发展的数字经
济、全球生态的核心问题及可持续发展、复杂的政治平
衡……因此，我们的社会需要洞察力强、品德出众、能
做出决策并为其负责的领导者。

拥有全球化视野的优秀人才成为企业的最重要的资产。

法国SKEMA商学院EMBA项目旨在向学员教授适用于
瞬息万变复杂商业环境的全新组织模型。基于其深厚的
研究专长及高级咨询领域的丰富经验，SKEMA卓越的
教师团队为学员精心设计了世界一流的教学内容。

学员们将在提升领导力、管理能力与财务金融知识的同
时，真正地拥有国际化教学体验，这将对他们职业生涯
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我们的项目围绕全球知识经济展开，通过多模块学习，
引导学员深层次地理解全球化、多元文化、数字化和可
持续发展的相关知识。

作为一所全球领先的商学院，SKEMA商学院为本项目
的发展提供全面支持：学校在全球共设立了6个校区，
拥有16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教授和由来自于全球
140个国家的37000名精英校友组成的校友网络。以及
面向EMBA学员开放的诸多国际商务机遇。

作为法国最大的精英商学院之一，SKEMA商学院是全
球1%同时获得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AACSB、欧洲管理
发展基金会EQUIS、英国工商管理硕士AMBA三皇冠认
证的顶级商学院之一。 

学校与学员之间构建了紧密的联系。来自不同国家的学
员可以构建庞大的关系网络并推动项目的发展。学员的
成功就是SKEMA的成功，学员对于卓越的追求就是使
本项目卓尔不群的关键。

我们的使命  
培养
以道德为准绳
的决策者

 02 培养以道德为准绳的决策者

Carole Daniel博士

SKEMA商学院
EMBA项目教务主任
项目管理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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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MA“精英高商”文凭为法国国家认可
的硕士学位。SKEMA专业硕士MS文凭及
国际硕士（理学硕士）MSc文凭均获法国
高等精英商校联盟（CGE）认可。
SKEMA所有专业硕士MS项目均获法国国
家职业资格RNCP认证。SKEMA全球管理
BBA为法国教育部认可的国际本科文凭。

法国国家认可

国际学术认证 国际职业认证

SKEMA获得EFMD（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授予的EQUIS（欧洲质量改进体系）
最高级别5年期再认证，是全球极少数获此
认证的商学院。该认证极大肯定了SKEMA
优秀的师资队伍、卓越的科研能力、国际
化的发展策略和紧密的校企关系。

SKEMA于2014年2月获得AACSB（国际高
等商学院协会）认证。该认证认可了学校
的优质教育质量，尤其是学术教学水平、
师资力量及学校战略的实施。

学校也是项目管理协会认可的全球项目管
理教育认证中心。SKEMA于2005年获此
项认证，其认证期限已更新到2019年。它
肯定了学校在项目管理培训方面的辉煌成
就。在法国，SKEMA是第一所获得该国际
认证的商学院。全世界只有40家学术机构

国际学术认证
我校学生可在不同领域获得国际认可的
各类职业证书：

审计、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与咨询/ 金融领域
 特许金融分析师（CFA）
   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证书（CIMA）
   SAS学术证书
   国际造价工程促进会（AACE）的预备造价咨询师
（ICC）、注册造价工程师（CCE）和认证造价咨询师
（CCC）证书

   DPAI证书（由法国内部审计师协会颁发）

项目及项目集群管理——供应链管理与采购领域 
   项目管理协会（PMI®）颁发的项目管理专业人员资格
（PMP®）和项目管理专业助理师资格（CAPM®）

  PRINCE2® （受控环境下的项目管理）/ MSP®（成功项
目集群管理）初级及应用证书
  供应链委员会SCOR-S证书
  六西格玛研究院绿带和黄带证书
  美国运营管理协会APICS® （供应链管理BASICS）证书
  SKEMA商学院是PMI® 国际认证培训机构（注册号1435
）及PRINCE2®（受控环境下的项目管理）/ MSP® 
ATO（成功项目集群管理）认证培训机构

市场营销
  SASTM 认证的数据挖掘技术证书
 欧洲价值管理从业者（法国价值分析协会）认证的  
  PMV欧洲价值管理证书
  ASQ（美国质量协会）证书、注册质量改善协会、注册
质量经理或ASQ注册质量经理/优秀团体证书

PRINCE2® 是英国和其它国家政府商务部门的注册商标。

金融时报排名

   

SKEMA商学院EMBA项目获得英国工商
管理硕士协会AMBA认证。AMBA认证
是针对MBA教育最权威的国际认证，
仅有最卓越的项目方能获得此项认证。
同时，SKEMA也是全球1%同时获欧洲
管理发展基金会EQUIS、国际精英商学
院协会AACSB及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
AMBA三皇冠认证的商学院之一。

SKEMA



 04 项目优势

项目优势

精英项目
SKEMA商学院是全球1%同时获得 

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 AACSB、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QUIS、 

英国工商管理硕士 AMBA 
三大权威认证的顶级商学院之一。 

灵活教学 
线上教学模式，让你随时随地都能轻

松学习课程内容， 
并真正体验移动教学； 

通过横跨全球四大洲的访学模块，你
将与其他同学组建国际团队，学习并
实践世界各地的不同商业运作模式。

实用性强
基于“边做边学”的教学 

方法，你将随时 
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应用课堂学

习成果，即学即用。

全球视野
SKEMA商学院37000名 

精英校友是你的有力后盾

SKEMA在全球设有6大校区，分
别位于巴西、中国、美国、法国 
教学团队和学员高度国际化。

独一无二
项目管理专业为SKEMA商学院的
传统优势项目，学校在该领域拥
有极为丰富的研究与教学经验。

全新设置
仅用18个月或24个月 
便可修完EMBA课程。

“我希望拓展我的商业知识，从而在未来掌握更多机遇。
身为工程师，我希望掌握更多的经济知识，并学习运营企业。

越来越多的岗位要求申请者拥有硕士学位。
我需要通过在职学习持续获得收入，全日制EMBA并不适合我。

当我发现SKEMA商学院EMBA课程大纲时，
这种国际化的教学模式一下子就吸引了我。”   

Bo Espen Lobben
康斯堡汽车公司

美国项目办公室现场经理



教学目标

 加强在各管理领域的管理和战略技能； 
 深入解读全球知识经济挑战；
 从战略、战术和操作层面，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了解在全球环境中，开展管理实践的机制、结构与流程；
   在一个动态的全球化公司环境中，培养领导力与影响力； 
   培养全球知识经济人才；
  提高在复杂商业环境中的项目领导力及管理实践能力。

研究方向：项目管理 

本项目为全英文授课，致力于通过全新方式，提升学员管理
水平与领导力。该EMBA项目旨在培养学员的分析能力、主
动意识与敏捷思维，这些对于领导以项目为导向的企业至关
重要。企业的管理者需就基于结果的表现进行推论，创建可
持续孵化成功项目的环境，这要求他们驾驭那些可促成新盈
利机会的成本管理、有效项目管理和风险管理能力。类似组
织的成功正取决于员工开展项目时达到（或超越）客户期望
值的能力。

在职学习、时间灵活

SKEMA商学院EMBA项目学员均为职场人士。为最大限度得
帮助大家平衡学习与工作，本项目课程设置十分灵活，采用
创新平衡教学模式，即：将在线教学与顶级教授主持的互动
式研讨会合二为一。创新平衡教学模式充分利用了远程教学
与新技术（在线学习、博客、网络研讨会）提供的一切学习
机会，优化面授课程的教学质量。24*7全天候的在线学习架
构使得来自全球各地的学员通过互联网掌握所有学习内容。 

全球视野、国际体验

面对全球化的市场，未来的领导者需要了解世界各地的
商业运作模式并掌握跨文化交流能力。为了提升相关能
力，SKEMA商学院EMBA学员在学习期间，将奔赴欧洲、
亚洲、北美和南美进行深入学习，这种教学模式在全球屈指
可数。我们的学员将置身于不同的商业环境，接触不同的文
化，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员组建学习团队，与来自世界各地
的学术和客座教授进行深入探讨。访学模块将分别在里尔（
法国）、罗利（美国）、苏州（中国）和贝洛 · 奥里藏特（
巴西）进行，你将结识来自SKEMA商学院合作大学EMBA项
目的其他学生，参观跨国及本土企业，与企业首席执行官以
及高级管理人员对话，与客座教授（往往是业内专家）共进
午餐和晚餐，搭建你的全球人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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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

全球知识经济领袖
SKMEA商学院EMBA项目将帮助高级专业人才在项目管理领域进一步开拓眼界，全面提升领导
力，成为全球经济精英。



 

学习方式模块化，在线学习与课堂面授
相辅相成。在线学习既有利于学员灵活
安排日常工作及生活，又为面授打下坚
实基础。

我们的课程包括支持有趣互动的在线研讨会及为期数周的全球
访学课程（每次持续5天的课堂面授，在全球4个不同城市开
设）。在线课程旨在传授与项目管理主题相关的专业知识。针
对学员个人而言，在线课程模块可为工作繁忙的职场人士提供
灵活性，是个人自主学习的最佳方式。

EMBA项目将在第二学年开展“旗舰项目”，一种确保学员将
所学新知识与技能运用至某战略性议题的有效途径。该项目是
指学员针对所在企业的实践及应用的方法论制定改进措施，使
用严谨的研究方法论展开研究，并撰写个人书面报告。随后，
他们将在评审委员会上进行答辩。同时，我们鼓励学员向他们
所在企业的经理或合伙人展示研究成果。部分学员可利用该项
目，制定未来自主创业的商业计划。

EMBA学员还将受益于SKEMA商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帮助，中
心将为学员的职业发展提供建议，包括如何优化简历使其更具
竞争力、如何拓展个人职业网络等。在对学员进行职业生涯发
展教练的同时，SKEMA就业指导中心将持续帮助学员成长为卓
越领导者。

 

提升个人领导力，独一无二的教练式项目

本项目是全球唯一将个人发展课程建立在“领导力钻石模型®”
（由美国企业界哲学大师Peter Koestenbaum提出的商务哲
学）基础之上的EMBA项目。成为一名伟大的领导者意味着理解
自以及他人的改变与焦虑。能够有效管理由这种不确定因素引
发的困惑将使你脱颖而出。

SKEMA商学院EMBA项目为学员提供个人教练，引导学员掌
握最先进、最实用的领导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存在方式。学
员可全面可视化评估自身领导力现状，并使用“领导力钻石模
型”进行对标。在一个与众不同、深入辅导和相互扶持的环境
中，学员可以学习理论、付诸实践、进行案例研究和角色扮
演，并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课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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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参加SKEMA商学院的EMBA项目
是一次高水准，又十分有趣和有益的旅行。教授
们的教学水准高超，学友们也都知识渊博，经验
丰富。这真的是一次宝贵的学习经历。”Aud Tronvold
康斯伯格集团（挪威）
创新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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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概览

课程 学分 教学方式 授课教授 授课地点

商业基础与实践

组织动力学 3 在线研讨会 Stéphanie Chasserio博士

多元文化项目环境领导力 5 全球访学 Carole Daniel博士 法国

管理会计 3 在线研讨会 Laurence Ferry博士

企业金融 5 全球访学 Laurence Ferry博士 法国

市场营销、合同管理和商业意识 3 在线研讨会 Peter Spier博士

宏观与微观经济及社会影响 5 全球访学 FDC讲师 巴西

运营管理 3 在线研讨会 Régis Delafenestre博士

供应链管理 5 全球访学 Xavier Brusset博士 中国

商务政策与战略 3 在线研讨会 Eric Viardot博士

信息系统管理 5 全球访学 Chitu Okoli博士 美国

商务政策与战略 3 在线研讨会 Eric Viardot博士

管理和业务决策的复杂性 5 全球访学 Pierre Daniel博士 法国

在线课程，自主学习

领导力与沟通 3 在线课程

应用项目规划与控制 3 在线课程

组织和领导团队项目 3 在线课程

项目风险管理 3 在线课程

合同管理 3 在线课程

如何实现业务目标 3 在线课程

旗舰项目 & 跨学科课程

全球化商务 4 全球访学 Anke Middelmann

旗舰项目 20 教练项目 导师

总计 90

课程说明 *(非合同性文件/可能有变动)



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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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1

2

3

4

5

罗利
美国

6

7

8

9

10 报到入学

11

里尔
法国

12

13

14

15

里尔
法国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苏州
中国

SHAN-
GHAI

CHINA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 非合同性文件/可能有所变动

在线研讨会，每次90分钟 访学课程，每次5天 自主学习在线课程 旗舰项目

“在SKEMA商学院，你将沉浸在浓厚的国际化氛围中。这是一场互动式
的谈话。项目教学团队深入了解学员对项目的期待，并期盼你的成功。他
们非常关注你如何从课程中获益，以及他们传授的知识如何影响你未来的
职业发展。”Kylan Laxson
美国战略业务系统公司
业务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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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1

2

3 毕业答辩 

4

5

6

7

8

9

10

里尔
法国

毕业典礼

11

LILLE
FRANCE

12

贝洛 
巴西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SHANGHAI
CHINA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 非合同性文件/可能有所变动

每年仅15天
脱岗学习

“对我而言，这真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可以说它改变了我的生
活。通过本项目的学习，我不仅提升了领导和商业技能，还收获了宝贵的
多元文化与全球体验。SKEMA商学院的团队十分出色，为我们的个人成长
与职业发展打造了绝佳环境。”
Paul Bulmer
英国伦敦 Carrier and Mobile公司
产品管理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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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示例：
 运营领导人、资深项目经理、高级顾问、厂长、集团创新总监、合伙人总监等

同窗学友*

* 数据来源于2017年EMBA项目调查

助你事业腾飞

 10 助你事业腾飞

42岁
平均年龄

18年
平均工作经验

国籍
59%来自挪威
24%来自黎巴嫩
18%来自澳大利亚、印度、瑞典及
其它国家

性别比例
男性学员75%
女性学员25%

“ SKEMA商学院EMBA项目赋予我锐意创新、采纳新观点及构建成功
商业的能力。它让我从不同角度审视商业。其庞大的专家网络，让我能与
各专业人士深入探讨并收获宝贵建议。毫无疑问，SKEMA商学院的EMBA
项目可带你步入更辉煌的职业生涯，收获更高品质的生活。通过学习，我
掌握了在商界发展的必备知识、技能与工具，拓展了个人网络，访问了不
同国家，开拓了我的战略性视野。”Saleh el Khazen
黎巴嫩Sminds公司
执行合伙人

80%
学员获得升职

11.5万欧元
平均税前年收入



 

SKEMA校友会

知名校友
遍布全球（部分校友介绍）

SKEMA校友关键数据

30+
商业主题和各地校友俱乐部

37000
名精英校友遍布全球

 140个国家

您值得信赖的精英网络

90
位校友大使

8000
次职位信息发布/每年

150+
场年度活动

6
场校友盛典

GÉRALDINE
LE MEUR
（1995届）

旧金山The RefineRs 
联合创始人

MATHILDE 
THOMAS
（1994届）
香港欧缇丽
联合创始人

GARY BRAVARD
（2011届）

纽约AdoRe Me

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

JEAN-
PHILIPPE 

COURTOIS
（1983届）

微软执行副总裁， 
微软全球销售、市场

运营总裁

OLIVIER 
DUFOUR
（2001届）

PAge PeRsonnel

执行总经理，
sKeMA校友会主席

JULIEN CODORNIOU
（2002届）

伦敦fAcebooK AT woRK总监

DIDIER 
BONNET
（1983届）

凯捷咨询高级副总裁&
全球数字化项目负责人

JULIE 
BOURGEOIS

（2008届）
半岛销售有限公司- 

香港半岛酒店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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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申请者须拥有硕士或同等文凭，并拥有5至10年工作经验

  如申请者拥有本科学历和极为丰富的管理经验，亦可申请

  英语能力（雅思7分或同等水平）

  具备在远程虚拟环境中工作和学习的能力

  积极主动，能够持久努力学习

申请步骤

为了打造最佳团队，您将经历一个严格的筛选流程： 

1.  初审面试

2.  填写申请表，并提交如下材料： 

  两封可证明您适合参加本项目的推荐信；

  两篇论文 

  英语水平考试或英语口语考试* 成绩

  学位成绩单

3.  资料审核通过者将参加面试

4.  招生委员会审议后公布录取名单

* 已取得英语授课大学学位的学员无需提供英语考试成绩。

截止日期

由于名额有限，且申请者众多，我们建议您尽快申请。

入学时间

每年两期，入学时间分别为1月和9月

签证申请

学员需拥有赴各访学目的地所在国的有效签证。

您可以查询目的地所在国领馆网站，获取签证申请信息，并

尽早申请。

费用信息

您所缴纳的费用包括学费和SKEMA商学院校友会终身会员资

格（毕业后）

保证金

您需在收到录取通知后的30天内，支付4500欧元的注册费，

以保留名额。

付款时间

请您一次性支付学费（注册费将从学费中扣除），

或者您也可以选择按期支付如下费用：

  在课程开始前的1个月，支付25%的学费

  在课程开始后的6个月，支付25%的学费

 在课程开始后的12个月，支付25%的学费

  在课程开始后的18个月，支付25%的学费

个人开支

学员个人开支预计如下： 

  数周的全球访学所需旅行费和住宿费 

  自行准备笔记本电脑

住宿信息

SKEMA将提前为学员集体预订位于访学目的地的酒店，如若

您希望预订其它酒店，我们将提供备选酒店名单。

 12 申请指南

申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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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讯
奖学金
  我们为优秀申请者提供高达3500欧元的奖学金（具体金额
视学员面试成绩而定）：顶级（A类）大学毕业生、拥有
学术研究型博士学位（PhD）或其它博士学位（医学博士
MD、药学博士Pham D等）的申请者。

  GMAT考试获得高分的申请者有可能获取奖学金，或享受学
费减免2500欧元的待遇。部分特别优秀的申请者有望获得
全额奖学金。

助学减免
由SKEMA商学院某位校友推荐，并被录取的申请者可免费享
受为期一周的访学学费减免（不包括差旅与住宿费）。

早申优惠
4月14日之前申请的申请者可获10%的学费减免。对于法国
申请者而言，我们与银行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为他们提供
更优惠贷款利率。

活动 
sKeMA商学院eMbA项目在法国和全球各地组织多种活动，
欢迎您前来参加。请登录我们的网站，进入coMe And MeeT us

页面，查看更多活动信息。

索取申请表和学费信息
请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
Véronique Carresse:
  executive.mba@skema.edu 
  +33 (0)1 41 16 75 14 

巴黎校区地址
Pôle Universitaire Léonard de Vinci (PULV)
Esplanade Mona Lisa - Courbevoie 
92916 Paris La Défense Cedex 

更多信息 
  中文版 CN: 
www.skema-bs.cn/programs/executive-mba

  英语版 EN: 
www.skema.edu/programs/executive-mba

  法语版 FR:  
www.skema-bs.fr/programmes/executive-mba

关注我们

官方微信



 14 全球多校区的国际格局

SKEMA商学院目前全球已开设六大校区：法国（里尔、巴黎和索菲亚·安提玻利斯），中国

（苏州），美国（北卡罗来纳—罗利），和巴西（贝洛·奥里臧特）。

这些校区均坐落于著名的科技园或商业中心，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实践机会和广阔的就业前景。

SKEMA的海外校区有着共同的目标：融合国际学术和工作经验。在SKEMA，学生将获得真

正国际化经历。

未来几年内，我们将按照相同的模式，陆续创办其他国际校区。

  里尔   �巴黎-拉德芳斯   ��索菲亚·安提波利斯   �苏州  罗利   贝洛•奥里藏特

全球多校区 
国际格局

欧洲枢纽-里尔

北加来海峡区是法国最年轻、人口最密
集的地区。里尔是除巴黎以外法国最大
的和最繁荣的学生城。法国北部具有活
跃的商业环境，在里尔设有总部的领军
企业数量仅次于巴黎。另外，北加来海
峡区还是欧洲最大的邮购产业中心；该
地区吸引国外投资最多，其中保险公司
数量居全法第二和金融市场规模居全法
第三。里尔是大型零售业的摇篮，拥有
众多世界知名企业。

拥有20000平方米的现代多功能里尔校
园，位于城市商业中心的心脏地带，离
老城区和里尔大广场只有一步之遥。它
位于TGV（高速列车）两个站点之间，
距离巴黎仅1小时车程，布鲁塞尔38
分钟，伦敦1小时20分钟，交通非常便
利。

灯火之城-巴黎

作为文化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巴黎一直
是全世界上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城市之
一。优势产业、商业创新、高水平教育
和繁荣的旅游业使巴黎成为最受商务人
士和年轻毕业生青睐的城市。对于以就
业为导向的年轻人而言，巴黎是不二选
择。而SKEMA的巴黎校区则给学生提供
了在这座充满无限机遇和可能的城市工
作和学习的机会。

巴黎校区位于拉德芳斯区中心地带列奥
纳多·达芬奇路。从这个现代化校区乘坐
地铁到达香榭丽舍大道只需10分钟，到
达艾菲尔铁塔也只需20分钟。

拉德芳斯区拥有20000多人口，1500
家企业（其中15家为世界50强）
，150000名雇员。许多公司，尤其是银
行和保险公司，都已选择搬离旧址，到
这里重新落户。

法国蔚蓝海岸中心-索菲亚·安提
波利斯

索菲亚校区位于欧洲心脏地带最著名的
科技园。科技园的成功造就了学校的高
品质生活和独特的环境。该地区不仅以
自然风光著称，更具备高水准的文化和
社交网络。索菲亚·安提波利斯坐拥多所
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院校，学生数量超
过5000人，并拥有超过1300家信息通
信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企业。

在这里，21世纪的企业与占地30公顷的
SKEMA校园和谐相处，共同构建了一个
生机勃勃的知识社区。



    

美国 中国

法国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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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

SK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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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国）

苏州因运河众多，被誉为“东方威尼
斯”。它拥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传统园
林。这座古老的城市却同时也是全球最
先进的科技中心之一，全球500强中就
有118家坐落于此。

苏州距离上海仅1小时车程，它是中国
第二大工业中心，是外国投资的首选之
地。因此，对于寻求国际化工作的毕业
生来说，苏州是一个理想就业地。

罗利（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SKEMA罗利校区坐落在百年名校北卡罗
来纳州立大学内，占地约2500平方米，
毗邻美国最大的科技研究园 （三角研究
院）。SKEMA学生将有机会与美国学生
和国际生一起，融入地方经济。
学生可以享受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所提
供的各种服务：大型多媒体资源中心、
完善的体育设施、餐饮、住宿和医疗体
系以及便利的公共交通。

贝洛·奥里藏特（巴西米纳斯吉拉
斯州）

SKEMA商学院巴西贝洛校区坐落于巴西
著名商学院— 皇家FDC商学院内（距离
贝洛•奥里藏特20公里），内设阶梯教
室、教室、视频会议室及学生公共区。
同时，学生可使用FDC商学院所提供的
超过40000平米的图书馆、食堂及其位
于市中心的授课教室。

贝洛•奥里藏特是巴西第三大经济城市，
当地经济蓬勃发展。2015年9月，首批
100位选择攻读国际商务专业（南美方
向）的学生开始了他们在巴西的历险。

我们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面向未来的教育需要打破文化间的壁垒，主动了解及适应其它文化。未来的决策者不仅需要促进不同的文化交流，更应该因地制宜进行管理。

因此，在国际交换生的基础上，SKEMA创建了一种全新的、更直接的教学理念—在未来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城市开设海外校区。



SKEMA 商学院项目总览 

国际本科
全球管理 BBA
  企业金融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与创业
  国际商务拓展
  会展管理
  电子商务
  海洋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
  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
  工程学与产品创新管理
  国际商务管理通用方向
国际商务 BBA

法语本科 ESDHEM
法国精英商校预科 + 法国公立大学本科文凭
 管理学
 法学

管理学硕士 — 精英商校项目
  全日制管理学硕士

管理学硕士 — 在职教育 
  在职管理学硕士

国际硕士
金融方向
  审计、管理会计与信息系统
  企业金融管理
  金融市场与投资

市场方向
  国际市场营销
  会展与旅游战略管理
  国际酒店管理
  奢侈品与时尚管理
  国际奢侈品管理
  数字营销

管理方向
  国际人力资源与绩效管理
  商务咨询与信息系统管理
  供应链管理与采购
  项目管理与商务拓展

商业与战略方向
  国际商务
  创业与创新
  国际战略与影响力
  数字商务 

工程学 & 管理学双硕士 
SKEMA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作项目 

专业硕士
  审计、管理会计与信息系统
  国际资产管理
  电子商务与直销
  供应链管理与采购
  项目管理
  企业税务管理

博士 
  与法国里尔二大合作
  学术型 PhD：公司财务
  管理学 PhD：知识科技与组织
  工商管理博士DBA：项目管理
  Digital DBA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

高级管理专业硕士

高管培训
 开放课程
 定制课程
 深度游学
 学位课程

短期项目
 夏令营
 冬令营

 
20

17
年

2月
，

非
合

同
文

件
。

咨询EMBA项目招生负责人

Véronique Carresse
+33 (0)1 41 16 75 14
executive.mba@skema.edu
www.skema.edu

欢迎登陆App Store及Google Play
下载SKEMA Experience
平板电脑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