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管理硕士
物流工程方向

东华大学地处中国上海，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

东华大学于 2010 年成为我国第一批工程管理硕士 (MEM)

织大学，创建于 1951 年，是新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府，

程四个方向。其中“物流工程方向”以工程管理和物流学

程”、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东华大学原名中国纺

是中国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授予权的大学

之一。经过 68 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已成为工、理、管、文、

艺等学科协调发展的有特色的全国重点大学，致力于建设
“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

培养院校。设有项目管理、物流工程、信息工程、机械工
科为基础，培养既能掌握现代物流管理理论与技术、适应
国内外物流工程技术高速发展，又具有现代经营意识和国

际战略眼光，能独立担负物流技术和运作管理工作的能力
的高层次、复合型、跨学科的物流管理人才。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的前身是 1953 年建立的管理

工程教研室，汇集了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周世逑

教授和留苏博士张绮春、汤颖等新中国第一代管理专家。
1959 年设立工业管理工程本科专业，1979 年成为改革开
放后国内最早培养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单位之一。1993 年

扩建为经贸管理学院，1994 年由香港旭日集团捐资 1100
万港币，同时更名为旭日工商管理学院。2013 年入选光

明日报《中国最具价值 30 所商学院》。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徐寅峰担任院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著
名经济学家厉无畏担任名誉院长。

东华大学
2020 年工程管理硕士(MEM)
招生简章

MEM

MEM

东华大学物流管理学科拥有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与国内同类学科相比，起步较早，具备了完善的教学和实践体系，
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丰硕。近五年来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和企业委托项目近 200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近 20 项；省部级以上各类科研获奖 3 项；发表学术论文 330 余篇，其中近三年被 SCI、EI 和 CSSCI/CSCI 等检索收录 100 余
篇；出版专著、教材 10 余部；获得上海市精品课程 4 门；获各级各类教学研究成果奖 6 项。

物流工程方向 ( 招生代码 125604，全日制 )
冷链物流管理

培养特色

供应链管理

电子商务物流

多学科融合，培养应用型工程管理人才

学费

学费 12.8 万元

奖助学金体系

全日制非定向专业学位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

发挥多学科合作办学的优势，整合各工程领域的优势和管

理学科的强项，让学生在掌握坚实的工程管理基础知识、

国家奖学金
教育部统筹
20000元

一般工程管理理论基础上，能接触到各工程领域的专业技
术，真正实现工程和管理并重的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奖学金
推免奖学金
100%
100%
10000-20000元
10000元
推免奖学金
100%
10000元

校企联动，实践教学

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学生去企业

进行实践教学，与企业的现实问题相结合，和管理者共同
分析研究企业问题，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优秀学生
5%

与上海市物流协会、电子商务行业协会建立了良好的互信

合作关系，企业资源丰富，通过校企双方的资源整合，可

优秀学生干部
3%

以接触业内一流企业，强化学生对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

学生可申请符合相应级别的 ILT 证书，助力职业发展。
多层次的资源共享平台

增强 MBA、MPAcc、MEM、MF、MIB 学生、校友间的互动，

共同参与校园活动及学校建设。学校还将定期邀请资深学

者、业界精英、商界名流进行专题演讲，传递最新最及时
的政策动态，同时还将开设创新创业等系列专题讲座，有

意向创业的同学更有机会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基金的支持。

培养方式

全日制 ( 非定向就业 ) 培养，学制 2 年，最长学习时间不

超过 4 年。一般安排在周一至周五学习，人事档案和组织

荣誉
称号

尚实创业奖
国家助学金
学校统筹
100%
10000-20000元
12000元
国家助学金
100%
12000元

校优秀毕业生
6%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5%

具体评定办法与发放标准以

认识，拓宽行业视野。
国际资质认证

奖助
学金

社会奖学金
以社会奖学金捐赠协议为准
5000元

教育部及东华大学相关部门规定为准

报考及录取程序
考试报名

网上报名：2019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预报名为 9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 ( 报名网址：https://yz.chsi.com.cn/ ) 。现场

确认：2019 年 11 月上旬，
详见东华大学 MBA 教育中心官网通知。
初试

初试参加管理类联考，考试科目：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 204 英语二 /203 日语 /202 俄语。
复试

复试包含专业课笔试、政治笔试、英语测试和综合能力测试。

专业课参考书 ：《供应链设计与管理：概念、战略与案例研究》
( 第 3 版 )，大卫 · 辛奇 - 利维等著，季建华等译，中国人民大

关系转到东华大学，毕业后自主择业，校方提供就业指导。 学出版社，2010 年 2 月。
录取

报考条件

具体录取方案于 2020 年 3 月详见东华大学 MBA 教育中心官

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

初试、复试成绩择优录取。

招收对象为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 含普通高

科毕业生 ) 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2020
年 9 月 1 日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具有国

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 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

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 ；或已获硕士、博士学
位的人员。

本项目接受推荐免试硕士生，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网 (http://mba.dhu.edu.cn) 通知。学校将根据考生志愿填报及
如教育部政策有变化，以上信息将依据教育部政策进行修订。

推免考生预申请

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考生，即日起至 9 月 25 日期间，登录东

华 大 学 研 招 网 (http://yjszs.dhu.edu.cn)— 快 速 通 道 —“2020

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预申请”，进入“硕士推免报名系统”
填写并提交申请信息。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专业学位教育中心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882 号旭日工商管理学院新楼二楼

021-62378951 / 62708697/ 15121067010
021-62373788

200051

http://mba.dhu.edu.cn

17838883695 ( 董老师 )

MEM

丰富的行业资源

2010 年 4 月成为“第三批物流工程硕士与英国皇家物流与
运输协会 (ILT) 专业资质认证合作学校”，满足相应条件的

工程管理硕士

特色课程模块

mbazs@dhu.edu.cn

东华大学 MBA 教育中心

东华大学 MBA 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