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部批准在中国学习的国家承认学位项目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 – 中国江西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MBA）北京班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院校简介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 NYIT）成立于 1910 年，是经
美国纽约州教育部批准成立并经过全美六大区域性认证机构之一的 MSA（The Middle States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认证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位于美国纽约市，在美国本土
有曼哈顿和长岛两个校区，现有在校学生约 14,000 人，在美国北部地区院校中享有很高的
学术声望。NYIT 已连续多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 (US News & World Report) 评为
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2012 年的排名为第 68 名。
江西财经大学成立于 1923 年，学校坐落于英雄城南昌，占地面积 3300 余亩，拥有 4
个博士后流动站，30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02 个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4 个专业硕士学位
授权点和工程硕士 3 个专业领域及 48 个本科专业；迄今江西财经大学国家质量工程项目总
计 29 项，在全国财经院校中位于第 5 位，在江西高校中位于第 1 位。2011 年立项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25 项，立项数名列全国高校排第 18 位，全国财经类高校第 2 位，第 14 次名列江
西省第一。

项目概况
纽约理工大学与江西财经大学联合培养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是 1998 年经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并授予境外硕士学位的教育项目。学员完成课程后可获得纽
约理工大学 MBA 硕士学位，该学位与美国本土学生所获学位完全相同，是我国教育部承认
的正规学位。前 12 期合作培养的 MBA 项目已圆满结束，毕业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http://www.crs.jsj.edu.cn/index.php/default/approval/detail/318
◆ 权威认证学位 便捷随“心”而动
无需参加全国联考，无需中断工作，无需出国，即可获得国务院学位办认可的硕士学位，且
学费不及美国学费的一半。
◆ 正规美国教育 英语提高加速度
纯正美国 MBA 教育，美国教授英文授课，配备中文翻译，短期内迅速提高英语（尤其是商
用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使学员在国内也有机会接受正规的美国 MBA 教育。
◆ 纯正美国商学 提升优势竞争力
模拟美国课堂环境，NYIT 先进的商业理念和启发性思维模式，提升学员的策略管理、创意、
竞争力以及全面的商业思考能力。

◆ 大师精英汇集 聚拢高端人脉群
学习期间至少为学员组织一次拓展训练和五次专家或知名企业家专题讲座活动，聆听世界
500 强企业管理者的专题讲座。所有学员都拥有高级管理职位，具备丰富管理经验，建立高
端校友人脉。

学制学位
本项目为中英文授课，学制 2 年，课程学习 18 个月，共设置 12 门课程，其中 9 门由美
方教师授课，3 门由中方教师授课，采用美国最新原版双语教材，由美国纽约理工大学授予
MBA 硕士学位，并由中国教育部颁发《合作办学国外学位认证书》
。课程采用集中上课的形
式，在职学习，授课方式为每 1-2 个月集中授课一次。

课程目录
第一学年
•营销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公司金融 (Corporate Finance)
•商务统计 (Statistics for Management)
•管理经济学 (Managerial Economics)
•商业环境 (Business and Its Environment)
•管理会计 (Managerial Accounting )
第二学年
•国际商务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生产运作管理 (Operations Management)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国际市场营销 (Global Marketing Management)
•企业战略与管理 (Strategy Management)

招生对象
大学本科毕业或同等学力，有 2 年以上管理工作经验；大学专科（限三年制）毕业，有
3 年以上管理工作经验的在职人员，经单位或专家推荐均可报名。

部分师资
Dr. Scott X. Liu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首位获得国际商业学会
（AIB）最佳博士论文奖的华人学者；世界银行投资顾问、联合国开发总署(UNDP)国际教育
顾问。
研究及教学领域：跨国公司与国外直接投资
Dr. Kevin O'Sullivan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营销系主任，全球学术项目
主任。在加入 NYIT 前曾担任 Vistech Systems 公司的副总裁。

研究及教学领域：知识管理、组织行为学、信息管理
Dr. M. Tunc Ozelli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联合国经济顾问，曾主持制定土
尔其国家经济发展计划。
研究及教学领域：国际商学及组织行为学
Dr. Nitzan Weiss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华尔街资深投资顾问。
研究及教学领域：财务与数量分析
Dr. Peter Harris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MBA。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会计金融系主任，注册会计
师（CPA）
，注册金融分析师（CFA）及考试委员会委员。
研究及教学领域：管理经济学，国际金融
Dr. Abram Poczter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曾任院长，
曾任职于 NBC 和 Clairo
公司。
研究及教学领域：国际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顾客价值和满意度
Dr. Paul R. Kutasovic
美国罗格斯大学博士。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注册金融分析师（CFA）考试委员
会委员。
研究及教学领域：国际金融
Dr. Krishnamurti Chandrasekar
美国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博士。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长期担任联合国
经济顾问。
研究及教学领域：经济学及商业环境
Dr. William J.Lawrence
美国纽约大学博士。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及教学领域：管理经济学
Dr. Nicolas Scalzo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 MBA。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及教学领域：组织行为学
Dr. Irwin Gray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及教学领域：商业环境及国际金融
Dr. Rajendra Tibrewala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及教学领域：数量分析，运营管理
Dr. Gurumurthy Kalyanaram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及教学领域：市场营销
Dr. Maya Kroumova
美国罗格斯大学博士。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人力资源和工业关系专业，主
要研究领域包括员工持股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技术发展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等。
研究及教学领域：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
杨廷干教授

厦门大学博士。1997 至 1998 年获国家教委资助赴美国密西西比大学访问研究。代表著
作：
《投资决策量化方法研究》
、
《国民经济统计学》
余新培教授
江西财经大学管理学博士，江西财大会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
究，研究兴趣集中于财务报告问题。

申请资料
中英文申请表；毕业证和学位证复印件；大学成绩单复印件；专家推荐信 2 份；1 寸彩
色照片 8 张。

学费标准
本项目学费共计￥99,920 元，其中包含：学费￥90,000 元；教学管理费￥8,000 元（含
教室设备使用费、翻译费）
；书费及讲义资料费￥1,500 元；报名费￥300 元，材料翻译费用
￥120 元（申请者所持成绩单及其它有关材料均须统一翻译成英文后方可申请录取，翻译工
作由江财和 NYIT 两校组织有关专家进行）
。每年可能会有小幅变动!

申请流程

注：入学测试时间及地点将电话另行通知。

联系我们
梁老师
电话：010-51656461
邮箱：30989665 @qq.com
地址：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 18 号金贸中心 A 座
邮编：10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