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

到浙大来做什么？

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

竺可桢
浙江大学校长（1936-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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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教学研究的发轫之地

1980 年，率先成立科学管理系，招收改革开放后首批管

理类硕士研究生。1986 年，成为国内第一批管理类博士

学位授予单位，1999 年，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组建。新

时代，以两个率先获得的双一流学科为基础，踏上了建设

世界一流的中国管理学院新征程。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始航之地

20 世纪 80 年代，依托国内第一个创新人才培养的博士点，

学院开始了引领国内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新征途。先后建

立了国家首个 985 创新基地，成立了国内领先的全球浙商

研究平台，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探索出了以创

新为基础的创业人才培养 IBE 浙大方案。

全学科链高端人才的璀璨之地

学院以许庆瑞院士为旗帜，汇聚了包括国家级“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省特级专家、浙

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等 21 人次，以及一

大批在各学科领域开拓创新、继往开来的青年才俊队伍。

学院以双优的一级学科为依托，汇聚国际国内高端人才，

为中国的管理教学与研究开拓前行。

中国管理教学国际化探索之地

学院创建了中国首个全球创业管理项目——GEP，首个

制造与供应链领域双学位硕士项目——GMSCM，首个面

向一带一路的管理类项目——PIEGL，成为中国首家加入

QTEM（Quantitative Techniques for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硕士网络的管理学院，并与斯坦福、剑桥、

MIT 等建立了一批联合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SCHOOL OF
MANAGEMENT

3 60,000+
《经理人》2021 年度中国最佳 EMBA 项目排

行浙江大学 EMBA 位列第 3。

全球校友 

项目实力

4 5
2022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浙江大学位列国内

第 4 位。

3
2020 THE 世界大学排名中浙江大学“商业与

经济”学科位列全球第 50 位，国内第 3 位。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工

商管理学科两个一级学科均获评 A 类。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科连续入选教育部首批和第二批“双一流”

建设学科名单。

综合实力

学科实力

双
一
流

双    

类

大权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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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首家获得权威认证的管理学院，已通过包

括 AACSB、EQUIS、AMBA、IQA 在 内 的 国 际

认证和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



新加坡管理大学 (SMU) 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学，它拥有国际公认的世界级

研究和优质教学。SMU 创建于 2000 年 1 月 12 日，是新加坡政府立足于

二十一世纪的人才需求，精心打造的国际一流商科和社会科学类高等学府。

其目标是开展具有主导性的学术研究并培养具备全方位才能、创意和商业头

脑的领导者，藉此履行其为知识型经济创造并传播知识的使命。在 UTD 世

界知名商学院排名中，SMU 排名全球第 33 位。会计学院作为新加坡管理大

学第二大学院，在 2021 年度杨百翰大学（BYU）会计研究排名中，引用排

名、实证研究（所有主题）和实证研究（财务会计）三个领域排名全球第一。

全领域和全学科研究方面位居亚洲第一，在总体综合排名中攀升至世界第七，

领先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多伦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等名校。

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院

SCHOOL OF 
ACCOUNTACY

33 3
UTD 世界知名商学院排名，全球第 33 位。 会计学院获得 AACSB、EQUIS、AMBA

三大国际认证。

综合实力

大权威认证

1
2021 BYU 会计研究排名，亚洲第 1 位。 2021 BYU 会计研究排名，世界第 7 位。

学科实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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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寄语

作为亚洲排名第一的会计学院，新加坡管理大学会

计学院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影

响力的复合型思考者、领导者为己任，吸引了大批

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商业精英和领导者学习。伴随

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一带一路”下

中新两国关系的日益密切，我们积极探索创新，举

全院之力，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强强联手推出会计

和金融方向的 DBA 企业家学者项目。这个项目着

眼于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和发展趋势，立足于

新加坡在亚太地区独特的地理和金融优势，承载了

我们深厚的寄托，旨在成就全球新商业文明下兼备

踏实的学术研究与强劲的商界实战能力的企业家领

袖。我坚信，我们不仅会在这里收获知识与梦想，

结识志同道合的老师与朋友，更会站在新的高度开

启新的征程！

在此，我代表 SMU 欢迎您的加入！

改革开放史见证了浙江大学校友的辉煌成就，新

时代期待新的企业家精神！其核心就是创新精

神！我们过去走过的生存型创业、低成本创业、

外向型创业道路，正在进入全新的阶段——基于

科技创新的创业。毫无疑问，未来企业的核心战

略资产是科技，未来企业家的核心战略资产是智

慧，这种变化驱使我们的企业家校友必须以更高

远的视角、更前瞻的思维、更深邃的目光，去审

视未来的时代。

遵循广大校友的殷切期待，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一

如既往地秉承“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

的执着初心，创办了与国际一流大学、一流学科

紧密协同的管理思想家项目。该项目之所以被定

位为“企业家学者”，是因为它是在企业家、创

业家基础上，为你们赋能思想和智慧，成为实践

型博士；为你们赋能深层次学问，实现与世界高

端学府和智者链接；为你们赋能新的实践智慧，

共同追寻经济转型和战略升级新模式。

我们诚挚地欢迎富有梦想的校友、国际一流的理

论家、充满睿智的实践家，共同构筑智慧孵化器、

创新加速器和学习共同体。我期待您的加盟，让

我们携手走过一段难忘的学习之旅，再次分享人

生中最难忘的精彩时刻！

DEAN'S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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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管理实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家企业的最佳管理实践，为什么可能是另

一家企业的毒苹果？

●“突破认知边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究竟如何才能实现顿悟？让我们共同走出舒适区，

挑战自己的已有认知。

●“传播商学智慧”：修齐治平，度己度人。希望每一位同学在审视和突破的基础上，广

泛分享对商业规律与产业趋势的洞察，推动建立新商业文明。

浙江大学企业家学者项目致力于和学员共同研讨，携

手成长，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培养体系

管理哲学

管理前沿

研究方法

研究项目

本体论

知识论

方法论

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

混合方法

财务与金融

组织行为

战略

创新

营销

论文导读

论文导写

导师指导下的
博士学位论文

CURRICULUM
课程体系

浙江大学企业家学者项目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

培养体系包括四大模块：(1) 管理哲学；(2) 研究方法；

(3) 管理前沿；(4) 研究项目。

CORE VALUES
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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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COURSES
课程概览

（带 * 为必修课程，平均 1-2 个月上课一次，每次 3-4 天）

Harvard/MIT 科技赋能金融 创新引领变革

Cambridge/Oxford 顶级研究联动产业革命 重构经济新格局

全球课堂
（选修 )

导师一对一独立研究项目 *

博士论文写作工作坊学术能力训练 *

科学哲学与商学研究

研究设计与方法
基石课程 *

基于科技与商业模式的创新管理

企业战略研究

组织行为与全球领导力

企业成长管理研究

聚焦课程 *
会计与公司治理

企业风险管理

信息与资本市场

数据驱动下的金融与投资决策

全球金融市场与机构

会计与金融研究

核心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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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课程资源

PROGRAM OVERVIEW
学程概览

研究阶段课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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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PLUS ”
  EDUCATION ECOSYSTEM
“商学 +”教育生态系统

引领商学教育之趋势   “商学 +”人才培养体系新范式

SCHOOL OF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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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组织边界

网络型组织结构

学生主导型学习模式

人机共智型教学模式



新加坡交易所（SGX）
《信息与资本市场 Information & Capital Markets》课程带领学

生走进亚太地区首家集证券及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於一体的企业股份

制化交易所 - 新加坡交易所（Singapore Exchange Limited,，

SGX）：通过在新交所挂牌，中国公司可以从国际资本市场集资，

享有国际知名度并从全面与透明的条例框架获益。新交所不但是优

秀上市公司的大本营，在吸引国际发行商方面也位列全球交易所前

茅，并快速成为国际金融衍生品在亚洲的海外风险管理中心。

大华银行（UOB）
《 会 计 与 公 司 治 理 Accounting & Corporate Governance》

课程与新加坡银行业领导者大华银行（United Overseas Bank 

Limited, UOB）的企业学习深度融合，作为世界最佳银行之一，大

华银行是信用卡业务及私人住宅房屋贷款业务的市场领导者，同时

在中小企业贷款市场也扮演重要角色。大华银行植根东南亚，深耕

亚洲市场：了解这一区域的机会与挑战，更了解企业在国际化进程

中需要的专业服务，帮助他们连接区域市场。

舜宇光学
以“名配角”战略为指引，努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在为客户创造

价值的过程中发展自己。作为中国领先的光学产品制造企业，具

备全面的设计实力及专业生产技术，公司在光学非球面技术、AF/

ZOOM 和多层镀膜等多项核心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处于国内领先

水平。

中控技术
被业内形容为“可以与欧美抗衡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工业控制系

统信息安全领域的高科技企业”，代表了国内自动化领域科技的最

高水准，打破了跨国公司对中国工业自动化控制行业的垄断，连续

八年蝉联国内 DCS（集散控制系统）市场占有率第一。

伊芙丽
“从 2017 年双十一的 2.29 亿，2018 年的 2.83 亿，2019 年的 3.51

亿，2020 年的 5.53 亿到 2021 年的 7.57 亿成交额。” 伊芙丽通

过数字化技术应用，以贯穿商品企划、设计开发、产品生产、商品

运营、快反应链到商品流通的商品全链路数据化运营，利用客户分

析、PLM系统设计研发、产品生产实时数据在线、智能店铺流量分析、

供应链四方协同、库存共享等打通各个环节、提升运行效率，更精

准地为客户服务。

商汤科技
作为人工智能软件公司，商汤科技以“坚持原创，让AI引领人类进步”

为使命，“以人工智能实现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连接，促进社会

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并为人们带来更好的虚实结合生活体验”为愿

景，旨在持续引领人工智能前沿研究，持续打造更具拓展性更普惠

的人工智能软件平台，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并持续吸引

及培养顶尖人才，共同塑造未来。

PRACTICE-ORIENTED 
CLASS
原生课堂

原生课堂是课程架构以外、基于浙江大学创新创业大生态体系及身

处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加坡管理大学共同打造的产学研融合平台，同

学将在这里触达全球顶尖的新经济变革者和拥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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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英涛
紫光集团联席总裁兼新华三首席执行官

中国高科技产业之“痛”与“机会点”

INSIGHTS SERIES
“洞见”讲堂

在浙江大学企业家学者的课堂上，企业家、行业精英、学术

领军人物倾情做客，在课程架构师的引导下，向学生阐释古

今中外的行业动向、助力学生思考与洞见未来趋势。

李兰娟
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学防控疫情，护卫人民健康

王 阳
赛伯乐集团总裁
IBM 前全球高级副总裁

科技创新成为重塑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

张爱群
吉利资深副总裁 

持续创新变革 成就百年车企

陈威如
前菜鸟首席战略官
阿里巴巴产业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

企业应做“头牌”or“平台”？

宋志平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后疫情时代，
企业要有 5 大“升维”战略

王建宙 
全球移动通信协会高级顾问
中国移动原董事长 

为何整个世界都被 5G 迷住了？

TAN Kong Yam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 

中美贸易与科技斗争：
对中国、东盟与新加坡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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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S OF 
PRACTICE
实践导师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巴曙松

王建宙

全球移动通信协会高级顾问
中国移动原董事长

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英涛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水福

宋志平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中国建材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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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霞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会计学教授
ZJU EFP+SMU DBA 项目主任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会计学教授
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

张连栋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魏   江

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谢小云

吴晓波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邬爱其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ZJU EFP+SMU DBA 项目学术主任

ZJU PROFESSORS 
学术导师 学术导师

程   强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会计学讲席教授
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SMU PROF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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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务

管理年限

年 龄 24

19

%

%

%

%

%

%

%

%

19

24

43

29

14

28

>50

25 年及以上

46-50

20-24 年

40-45

15-19 年

<40

14 年及以下

% % %86 9 5
决策层 管理层 其他

% %81 19
华东 华南

地 域

% %9 3028%
新金融

%33
新制造 互联网及大数据 其他

行业分布

平均年龄

45
女性比率

29

STUDENT PROFILE
学生构成

%10%90
民营 其他

单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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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ZJU EFP+SMU DBA 企业家学者项目，让我深切感

受到使命、责任和担当，主导性的学术研究，以及全

方位才能、创意和商业头脑的培养、历练。在人生进

入做减法的时候，倍加珍惜这个学习和提升的机会，

倍加珍惜老师的教诲和同学的分享，作为“黄埔一期”，

努力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

当下，是世界转折和蜕变的关键时刻，我们每个行业

都需要思考，自己所做对于整个社会有怎样的影响？

这个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自古以来，以范蠡为代表

的中国儒商，始终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的精神，成为社会栋梁。

如今，站在时代的交汇点， “企业家学者项目”可以

帮助我们构建成熟的理论框架体系同时，更注重培养

学员成为创新、肩负社会责任，拥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

是 ZJU EFP+SMU DBA 课程让我找到心的方向，学

习中我将团队的使命调整为：“心中有爱，眼中有光，

为中国社会增效，为中华民族增光。” 

STUDENT TESTIMONIALS

朱剑敏

首届班同学
龙光集团  副总裁

董月英

2020 级同学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权益合伙人

做企业就是一场一辈子的修行，在这场商业修行中，

企业家的认知边界是企业真正的边界。而广见闻、多

学习、勤实践、敢突破是扩展企业家边界最有效的途

径，因此，不断地学习、实践、创新是我过去 20 多年

来一直践行的事情。ZJU EFP+SMU DBA 企业家学

者项目给我提供了一次深入学习和思考机会。在这里，

有国际顶尖的老师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在这里，

可以和深谙商道的企业家学者们一起碰撞智慧火花。

在如今这个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中，我更加珍惜这次

学习机会，努力做到“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

若金之在熔”。
徐志豪

2020 级同学
吉利科技集团 CEO

徐一俊

首届班同学
中晶科技（003026） 董事长 

我相信“学习与勤奋是一生的财富”，从业二十多年

身体力行。

 “企业家学者项目”，以企业家身份引领企业持续成

长及对社会贡献价值，以学者身份形成自我持续学习

习惯，我想我大抵因此而来。

 以时间去累积是最能克服聪明才智于一时一事的不

足， 我 相 信 勤 能 补 缺， 相 信 能 够 学 以 致 用。ZJU 

EFP+SMU DBA 为新起点，有在知识海洋中翱翔且

在企业实践中落地的时间及空间，坚定信念，面对未

来充满信心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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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S
入学申请

博士申请

在完成 2 年核心课程之后，需继续完成新加

坡管理大学（SMU）对课程研究和论文的

要求。最终由 SMU 颁发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证书，浙江大学颁发课程研修证书。

项目费用

项目学费标准为税前 8 万新币（学费需缴纳

7% 消费税）+42 万人民币，总计大约 85

万人民币。开学后学费不予退还；项目费用

不包含全球课堂模块费用（学术、交通、食

宿及保险等）

申请条件

行业领军企业创始人、董事长、CEO及高管；

拥有学士或者硕士学位；

10 年以上管理经验。

招生人数：25 人左右

开学时间：2022 年秋季（最终开课日请以实际为准）

报 名 费：人民币 1500 元    

授课地点：杭州及北上广深重点城市、新加坡、美欧合作院校

招生信息

请按照申请表如实填写信息，咨询及索要报名表请咨询浙江大学企业家学者（ZJU EFP+SMU DBA）项目办

公室，具体流程请参考：

申请流程

等待学院初步审核资料，通过初审后企业家学者项目办公室将安排您进入面试环节。

面试环节，将由企业家学者项目评审委员会考核申请人的综合情况。

在面试基础上，企业家学者项目评审委员会将全面评审申请人的综合素质，包括面
试成绩、工作成就、学术成果、研习能力及推荐人意见，择优录取。

面试后一个月内，您将获知面试结果（邮件、电话或短信方式）。录取学生随后将
收到正式录取通知书。

在收到通知书后，请您按缴费通知要求，浙大部分学费一次性缴纳，新加坡管理大
学部分学费分二期缴纳。之后项目运营团队将与您联系安排入学注册事宜。

填写过程有问题欢迎咨询项目办公室：余杭塘路 866 号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大西区
管理学院 B 楼 919，0571-88273523、0571-88273026。

综合审核

录取通知

学费缴纳

申请表填写

面       试

资料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