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校介绍

EMBA项目简介

EMBA
经过两年的学习具有

GLIS的能力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及EMBA荣誉奖项 
 2013年 第十届 中国最具影响力EMBA 综合排名第十

 2013年 第十届 中国最具影响力EMBA 荣誉教授

 2013年 第十届 中国最具影响力EMBA 优秀学员

 2013年 获第八届商学院戈壁挑战赛沙克尔顿奖

 2013年 入选网易教育评选“金翼奖”十佳商学院

北京邮电大学建校于1955年，是新中国第一所邮电高等院校，1960年被
确定为全国64所重点院校之一，1998年成为全国首批重点建设的61所“211工
程”项目院校，目前是全国56所有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是一所
以信息科技为特色、工管文理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是我国信息科技、信息管
理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经济管理学院的前身是1955年建校时成立的工程经济系，经过50多年的发
展，现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具有突出信息通信学科优势和鲜明
信息通信管理教育特色的经济管理学院之一。学院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特
色求发展”，形成了“教学科研并重，以科研带动教学，以教学促进科研”的
办学理念，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信息通信领域的经营管理人才，被誉为“新一
代IT精英的摇篮”。

经济管理学院一贯重视加强与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在科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
培养方面的国际合作，目前已与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的多所大学建立了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等广泛的合作关系，双边互派和接受对
方教师作访问学者、客座教授，定期会参与国家高水平留学生项目。目前正在
实施的国际合作项目有与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合作的工商管理博士（DBA）教
育项目、与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和法国电信工程学院的研究生交流项目、与
法国里昂高等商学院合作举办全球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GEMBA）项目
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合作。这些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开拓学生视野，还让更多
学生更早近距离接触到世界上最新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为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能力创设了深造环境，国际合作的氛围对有效提高学生的国际意识和跨
文化交流的能力产生了深远影响。

EMBA教育模式是国际公认的培养高层管理人员最快捷有效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与教学组
织都不同于传统教育。此项目旨在针对优秀行政领导干部及企业高管，系统全面提升个人综合管
理能力，培养以企业系统管理和战略发展为出发点的思维能力，具备国际化视野能带领团队参与
国际市场竞争。

北京邮电大学EMBA项目自启动之日，一直以培养信息产业界领军人物，推动世界信息产
业进步为己任。北邮EMBA项目先后与信息产业及通讯行业内几十家具有影响力的优秀企业达成
了长期合作意向，已经为国内大型企业及政府部门培养了众多精英人才。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
学EMBA教育中心积极拓展培养领域，先后在广东、上海开办了教学中心，为更好的推广北邮
EMBA项目同时也能近距离与企业实际需求相结合，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服务。

项目愿景——培养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级管理人才，推动中国信息产业走向世界，以中国的发
展推动世界的发展。

项目使命——培养信息产业未来的领袖，推动世界信息产业的进步。
培养目标——以造就信息时代管理精英为己任，注重于学员基于国际竞争环境下经营管理

能力的培养，扩大业务视野，建立和拓宽人际与业务关系，全面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决策方
法，深入了解国内外企业的商业模式，具备国际战略思维和科学决策的能力。

原信息产业部吴基传部长为EMBA开办讲座

经管院吕廷杰院长领取
“2012学子心中最具成就商学院院长”

奖项 北邮杨放春副校长、经管院吕廷杰院长为
北邮经管院广东分院揭牌 09级首期EMBA学员向北邮经管院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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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EMBA项目借鉴并采纳了国际顶尖商学院的课程设计方案，同时注重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和北京邮电
大学优势学科，在符合EMBA教学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设计旨在达成我们培养目标的特色课程。

   2013年4月1日	 简约之美――北京邮电大学EMBA2013广东班开学典礼

   2013年4月10日	 创新成就梦想――北邮EMBA第二届商业模式创新大赛评选成功举行

   2013年4月11-13日	 四月芳菲　南下镇江――EMBA2012北京班镇江移动课堂

   2013年4月14日	 “微信争议”移动互联网产业变局下的理性思考――主题论坛成功举行

   2013年4月18-21日	 EMBA2012、2013广东班东莞移动课堂

   2013年5月22日-27日	 EMBA2012北京班、移动班、广东班敦煌移动课堂

   2013年5月22-25日	 应邀参加2013年第八届“玄奘之路”国际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并荣获“沙克尔顿”大奖

   2013年7月11-13日	 迎英雄归来，畅同学情谊2013年EMBA校友返校日系列活动在京成功举办

   2013年7月9日	 北京邮电大学EMBA2013北京班开学

   2013年7月9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前主任李荣融做客北邮EMBA课堂开办“我理解的管理”讲座

   2013年7月10日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3年DBA、EMBA、MBA毕业典礼、学位授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2013年8月22-25日	 品中原文化	学管理精华——北邮EMBA2012北京班郑州移动课堂

   2013年8月24日	 北京邮电大学EMBA联合会广东分会成立暨EMBA联合会产业联盟广东基地挂牌仪式成功举行

   2013年9月	 北邮EMBA联合会产业联盟参加2013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

   2013年9月27日	 欢迎EMBA2013北京班新同学暨“玄奘之路”戈九动员大会在京成功举办

   2013年10月20日	 北京邮电大学EMBA组队参加北京马拉松盲童伴跑活动

   2013年10月22日	 北邮EMBA第三届商业模式创新大赛成功启动

   2013年12月4日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一行莅临我校参观访问

课程设置

2013年北邮EMBA大事记

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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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打造了一支由海内外著名商学院教授、北邮品牌教授及行业内知名学者、北邮杰出校友组成的优
秀师资团队。名师们以国际化视角，将世界最先进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结合，为学员提供最前沿管理理念、最实用的商务
分析工具以及受用一生的思维模式及跨文化哲学观。

EMBA项目授课教师的教学资格将由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师资建设委员会认定。

吴基传			 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原信息产业部部长

赵厚麟			 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博导，国际电联副秘书长

陈小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朱晓明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张维迎			 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王方华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特聘顾问、教授、博导，原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袁志刚			 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院长

彭			龙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博导，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彭剑锋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导，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董事长

张昕竹			 法国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导

Serge	OREAL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博士，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教授、法国HEC教授

杨			杰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博士，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

李			刚			 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联通集团副总裁

刘			允			 丹麦科技大学电信学院博士，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奇虎360首席商务官

王志东			 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新浪网创办人、北京点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张朝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

部分讲席、兼职教授

*以下特聘导师按照姓氏拼音进行排序     ⋯⋯⋯⋯⋯⋯⋯⋯⋯⋯⋯⋯⋯⋯⋯⋯⋯⋯⋯⋯⋯⋯⋯⋯⋯⋯⋯⋯⋯⋯⋯⋯⋯⋯⋯⋯⋯⋯⋯⋯⋯⋯

蔡全根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陈志然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副总经理

戴				忠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政企分公司总经理

古伟中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局长

顾晓敏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公司运行维护部总经理

黄学敏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

李德明 贵州省通信管理局局长

李洪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公司总经理

凌				浩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纪检组长、工会主席

马				彦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公司物联网办公室总经理

买彦州 中国联合网通信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

戚其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副总经理

乔建葆 原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总经理

丘文辉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邵智宝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

苏少林 江苏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				达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副总经理

汤				淇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

童晓渝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工信部经济专家
委员会研究院副院长、委员

王红宇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数据部副总经理

王				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总经理

肖金学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总经理

谢飞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局长

徐				丛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副总经理

闫五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于英涛 中国联通集团公司浙江分公司总经理

翟一冰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张明天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政企客户部高级顾问

张				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张学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资深经理

张永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研究院党委书记

周承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建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技术部总经理

朱				评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通学院院长

部分特聘导师

师资队伍

茶洪旺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嫦娟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经济管理学院广东分院名誉院长

陈				慧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陈				岩 吉林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金永生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工商管理系系主任

阚凯力 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刘克选 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梁雄健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中国著名信息通信管理专家

齐佳音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

舒华英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现代服务管理研究所所长

孙启明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兼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理事

唐守廉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兼任教育部战略研究培育基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				洪 北京邮电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

忻展红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苑春荟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网络经济与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

张				彬 北京邮电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

曾剑秋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信息经济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郑大昭 长江学者、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

北京邮电大学部分授课教授

朱高峰			 教授、博导、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工程院首任常务副院长、邮电部副部长

王亚杰			 浙江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委员

周宏仁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吕廷杰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校长助理兼经管院执行院长

*以下教授按照姓氏拼音进行排序     ⋯⋯⋯⋯⋯⋯⋯⋯⋯⋯⋯⋯⋯⋯⋯⋯⋯⋯⋯⋯⋯⋯⋯⋯⋯⋯⋯⋯⋯⋯⋯⋯⋯⋯⋯⋯⋯⋯⋯⋯⋯⋯⋯⋯



一、院士讲坛
由院士领衔的权威性、前沿性讲坛。院士讲坛是以原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朱

高峰为代表的强大院士阵容，整合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等行业权威人士联合打
造的“学术饕餮盛宴”。讲坛将以“前瞻、引领和创新”为主旋律，旨在培养信息
领域具有前瞻性及创新性思维的高端管理人才。

二、双导师制
北京邮电大学EMBA采用教授与企业家相融合的双导师培养模式，选择国内外

著名的教授与行业内知名教授组建的师资团队，结合商界精英和行业翘楚组成的企
业家团队，分别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让学员体会学识的真谛，达到学术与实战的完
美结合。

三、商业模式创新项目
此项目由商界领军人物组成特聘导师团队，指导学员完成企业商业模式缔造或

改进的策划方案。该项目采用小组竞赛模式，每个小组由特聘导师予以辅导，小组
与特聘导师的配置为双向选择。最终结果由学院教授、业内专家、风险投资顾问组
成的评审团从多个层面进行评定，同时协助具有市场价值的研究成果进行实施。

四、移动课堂
北京邮电大学EMBA项目历来重视与区域经济相接轨、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

合，侧重产业发展和模式创新。为加深EMBA学员与地区政商界人士的沟通和交流，
除了常规的教学以外，根据教学需要和学员需求设计异地教学模式，即移动课堂，
采用多元化教学，增加与地方政府交流互动同时还可考察各地优秀企业，借鉴管理
经验。

五、信息产业高端平台
现在北邮校友会已经有国内及国外共计50多个校友分会，北邮EMBA项目充分

依托整个北邮的校友会资源平台，享受整个北邮的校友网络，在此基础上北邮EMBA
建立自己的联合会，旨在打造信息产业高端人脉平台，不仅代表EMBA学员利益，服
务EMBA学员，同时建立学员与社会以及企业界沟通交流的平台，最终实现学员个人
职业生涯与所在企业共同发展的目标。

一、招生对象
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人员和政府部门高级官员。

二、报名条件
（1）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对于国民教育系列大专学历的报考者，学校将按国务院学位办有关规定，	招		

	 		收不超过招生名额10％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高级管理人员；
（2）具有8年或以上(累计)工作经历，其中5年以上管理岗位工作经历。

三、报名程序
○  电话、传真、E-mail或直接到北京邮电大学EMBA办公室索取《北京邮电大学EMBA报名表》；
○  在线报名：登陆北京邮电大学EMBA网站www.buptsem.cn/emba；
○  提交《北京邮电大学EMBA报名表》时须交验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1寸蓝底彩色照片3张、个人名片2
						张、2封推荐信；
○  报名费：人民币500元。

四、考试录取
入学考试：参加EMBA入学考试（须带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件），采取笔试和专家面试结合的方式，以面试为

主，择优录取；
录取工作：根据入学考试结果，北京邮电大学EMBA招生委员会确定是否录取，并发放拟录取通知书，申请人按拟录取通知

书的要求缴纳学费后，北京邮电大学发放EMBA正式录取通知。

报名指南
项目特色

学位授予
北京邮电大学EMBA学员在修满学分且顺

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后，方可获得由北京邮电
大学授予的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
学位证书(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制发)。

学  制

学制二年，每月利用—个周末集中四天学
习(一般为周四至周日)。



校友网络
伴随着中国邮电行业50多年的沧桑巨变，北邮的校友已经遍布世界各

地，截至2010年6月，北邮校友会已在上海、广东、浙江、北京、云南、
吉林、辽宁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日本、悉尼、北美、新加坡等海
外成立了校友分会，各地校友会积极开展各项联谊活动，发扬着“厚德博
学、敬业乐群”的校训精神，凝聚“北邮一家亲”的力量，为推动中国信
息产业走向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

任何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的学员都可以直接加入北邮校友会，共享“北
邮一家亲”的温馨氛围，与各地杰出校友沟通交流，共同促进个人以及母
校的发展。

北邮EMBA联合会
北邮EMBA联合会是由北京邮电大学EMBA学员组成的学生组织，作为

学员与学院有效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密切学员之间的联系。联合会现已有
200余名会员，下设六个分会，围绕“理想、友情、奉献、坚持”的组织文
化，为会员服务，提供良好学习条件实现会员终身学习、提升会员个人及
所在企业品牌，回馈母校与社会。

北邮EMBA联合会的活动丰富多彩，有大型的学术论坛、经典的主题
沙龙、逐鹿每年一度的“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倡导健康行走，
由学员们自编自导自演的《雪狼湖I、II》两版大型舞台音乐剧，编排中学
员们积极热情参与，最终演出大获成功，今后，联合会将打造每年一部好
剧，让优良文化得以发扬与传承。联合会还号召会员们行动起来，投身公
益勇担社会责任，将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融合，在达成理想实现价值的
同时，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北邮EMBA产业联盟
北邮EMBA产业联盟是由北邮EMBA联合会发起、由联合会成员所属

企业自愿参加，以打造产学研龙头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机构；为会员企业提
供更好融合企业资源、建立优质人脉、合作创造共赢空间的新平台。北邮
EMBA产业联盟创设“北邮EMBA联合会产业联盟创投基金”致力于技术和
产业创新，由学员中专业的基金管理者帮助学员创业，为学员企业提供融
资、资金互助、整合资源、企业交流合作等信息沟通的桥梁。

2012年9月北邮EMBA产业联盟携手五家成员企业首次亮相“2012中国
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成为此次展览上唯一一家以学校为核心的非盈利参
展团体。未来，北邮EMBA产业联盟通过组织成员参加展会、研讨会等众多
活动，以促进企业生态良性发展，更好的把握市场机遇促进企业创新。

戈壁挑战赛

“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是最具权威性大学及华语商学院并且只
有EMBA学员才有资格申请参赛的高规格比赛，自2006年第一届6所院校48人
参赛至今已发展为参赛规模500多人的盛大文化赛事。北邮EMBA连续两年参
与，并在2012年第七届赛事中所有参赛队员全部完赛获得了“沙克尔顿”团
队大奖。在经历4天徒步穿越112公里戈壁的参赛队员在这段旅途中能够真正

体会“理想	行动	坚持”的玄奘精神，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高端精品讲座

今天我们正处在继大型计算机、个人PC机及互联网之后的第四次IT革
命—新科技革命。北京邮电大学EMBA教学紧扣时代脉搏，在教学理念与模式
上不断创新，融合行业前沿和社会热点问题开设各种类型的精品讲座。因此
北邮EMBA会定期邀请运营商高层领导和业内顶尖专家，解读行业发展趋势，
同时广泛聘请各领域专业人士，多角度开阔学员视野，为学员开设各类型讲
座，诸如：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智慧地球、国学、投融资、健康养生、佛
学、艺术鉴赏等讲座。

海外游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思古今中外事。海外游学是北京邮电大学EMBA
体验式教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邮电大学筛选世界一流顶尖学府，例
如：美国的哈佛、麻省理工、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西点军校；法国的
巴黎高商	(HEC	Paris)、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
大学，及一批世界100强企业作为游学对象，针对学习内容作个性化定制。让
学员通过在国外的学习与考察，提升国际化视野、体会中西方文化差异，转
换思维方式，体会变革与创新，同时加深与国外企业家的交流与理解、通过
彼此的深入沟通，从而拓展、建立更多的人际关系和国际业务网络。

多彩活动

北京邮电大学EMBA联合会产业联盟及创投基金成立

北京邮电大学EMBA产业联盟揭牌仪式

北京邮电大学EMBA联合会产业联盟
参加2012年中国国际信息能信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