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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家采用 “行动学习法”
教学的国际MBA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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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we do use some tests, but not to find out
how well you can remember six or seven hundred pages of financial theories and formulas,
we would rather see you taking action and

Focus on action,
not on exams

learning from that.

Introduction

学院与项目

Dick Gerdzen
BSN荷兰商学院创始人、院长

荷兰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Business School Netherlands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荷兰商学院（Business School Netherlands，

BSN荷兰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aster of Business

简称BSN）是一所荷兰政府承认的应用型大学，

Administration, MBA）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美

也是目前荷兰规模最大的商学院之一。BSN专注

誉度。2006年，作为荷兰一流的商学院，BSN在著名杂

于研究生以上层次的学位学习和企业管理培训。

志《Intermediair》进行的年度 MBA 评估中，取得了综

BSN成立于1988年，本部位于荷兰历史名城布

合排名第八名的骄人成绩，并连续六年在课程内容上获得

仁，是将英国教育与管理大师雷格·瑞文斯（Reg

第一名。

Revans）开创的“行动学习法”应用到管理教
育的先驱之一。

BSN荷兰商学院的 MBA 教育（中国）课程专门针对高层
管理实践者及资深管理研究咨询者而开设。旨在结合中国

现在，BSN的所有课程都采用“行动学习法”来

的管理实践，系统深入地传授国际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经

完成。BSN非常重视国际化，除荷兰外，BSN还

验。在中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之下，

在德国、西班牙、捷克、土耳其、中国等国家开

为中国培养能够融贯中西，深谙全球经济，掌握关键经济

设课程。

技能，具备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清晰的战略视角的商界精

BSN优秀的教育质量和成功的教育方法，使BSN
接 连 荣 获 A C B S P 、 N VA O 、 E D U Q U A 、

英，帮助企业领导更新现代管理知识，提高应用管理研究
能力。

CEDEO、NRTO及ATHEA六项国际认证，成为
全球少数同时拥有六项重要国际认证的世界优秀
商学院。
Business School Netherlands
Herenstraat 25 4116 BK Buren
The Netherlands
www.bsn.eu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
竞争力的管理精英！

中国和荷兰虽然分处欧亚大陆两端，但两国交往源远流长，是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

Certiﬁcate & Honor

共同繁荣的典范。进入21世纪，中国同荷兰和欧洲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荷兰是欧
洲的门户，我选择从荷兰推开欧洲的大门！

资质与荣誉

国际资质认证

——习近平

中国资质认证

荣誉

荷兰商业文明

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认证 http://www.jsj.edu.cn；

2006年，BSN被欧洲著名的管理杂志《Intermediair》

荷兰人是世界公认的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鼻祖；

中国教育部留学中心与荷兰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组织

评选为综合排名第八，并在教学内容上连续六年蝉联第

1609 年荷兰人就创造了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

（NUFFIC）合办的NESO中国网站认证

一名的桂冠；

世界第一家大型跨国公司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荷兰nvao认证

www.nesochina.org（该合作办公室是荷兰教育界在

BSN被CSIC(西班牙最大的公立研究机构)评选为荷兰最

2012年财富全球 500 强公司，荷兰占 16 家，与加拿大

全球荷兰语地区顶级政府认证

中国的唯一官方代表。有关该办公室的权威性，请见

佳商学院；

并列第七位。其中荷兰皇家壳牌石油以年营业额4817亿

荷兰驻华大使馆网站声明）。

在2012年荷兰权威刊物《管理团队》（MT）对全国商

美元蝉联500强榜首；

瑞士EDUQUA认证

学院的综合评比中，BSN荷兰商学院超过了包括RSM

2013年全球200所最优秀大学评选中，荷兰入选大学的

瑞士政府高等教育质量认证

鹿特丹管理学院（RSM Rotterdam）、马斯特里赫特

数量与德国并列世界第三；

大学（Maastricht University）等久负盛名的世界名校

当我们惊讶于面积只有 4.1 万平方公里，人口仅 1600

荷兰cedeo认证

在内的所有商学院和主要管理培训机构，获得总分第一

万小国的荷兰究竟是如何成为最富有的世界经济大国之

荷兰经济事务部从人力资源角度推荐认证

名，在荷兰引起了轰动；

一的时候，荷兰人会自豪地回答：

美国ACBSP认证
美国两大商学院认证之一

2016年2月，英国《CEO》杂志评选BSN为欧洲最有价
荷兰NRTO认证

值的第一等级商学院之一；

荷兰职业培训认证机构推荐项目

BSN国际行动学习学位项目成为荷兰仅有的9个入选国

欧洲ATHEA认证
以欧洲教育为标准的跨国高等教育认证

中国教育部
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因为荷兰有世界一流的商业管理教育！”

家奖学金课程的项目之一。

而BSN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项目特色：
采用国际最新的“行动学习法”，
关注个人与企业绩效的双重提升
免联考，以资质审核为主

中文教学为主，外教课程配翻译
优质课程，正规学位

BSN全球校董会主席、前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部长、著名经济学家安妮特·奈斯安(Annette Nijs)女士为中国世界和平
基金会主席李若弘先生颁发“BSN荷兰商学院全球校董会理事”聘书（左图），为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主席、中国移动原董
事长王建宙先生颁发“BSN荷兰商学院全球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聘书（右图）。

整合全球优质教育资源，
共享国际高端人脉平台

国际视野，本土实践

Action Learning

“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在他65年对管理学、社会学和其它有关问题的丰硕贡献中，一直强调要把自己创立
的概念与实际结合起来以解决企业面临的现实管理难题。BSN的行动学习体系正是遵循了这一思想，并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德鲁克的理念，即不仅要了解任务的目标，更需要知晓解决的办法。

行动学习

Robert Swaim博士
BSN战略学教授、世界著名的德鲁克专家、
《战略的德鲁克》作者

行动学习法

行动学习在BSN

“行动学习法”是由英国管理思

“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指出“今

想家雷格·瑞文斯（Reg Revans）

天在教室里学到东西，明天就应该被应用到你们的企业

1940年创造的，它的核心就是

中去。”

“寓教于行”。自80年代开始被
引入管理教育，现在已经成为世
界管理教育界的最新潮流。世界
一些著名企业家对“行动学习
法”推崇备至。GE前董事长兼
CEO杰克·韦尔奇就将“行动学习

BSN建立的初衷，就是要在管理教育领域强化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以弥补传统商业教育的不足。作为应用
“行动学习法”最早和规模最大的商学院之一，BSN
通过20年的实践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成熟的独特教育体
系：围绕着团队学习，强调采取行动解决实际问题，
勇于承担风险，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果。

法”引入公司，与企业实际情况
相结合创造出了“成果论培训计
划”，获得了巨大成功。而美国
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西南航空公
司总裁赫布·凯莱赫（Herb Kelleher）更是在公司实践中推动行动

学员将加入四到六人组成的学习小组，在辅导顾问的
帮助下，通过小组内以及小组间的互动，分享知识和
经验，一起研究管理的瓶颈，共同制定新的战略，携
手推进战略实施，同时有机会与万里之遥的BSN其它
国家的学员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学习法的先驱。此外，其它积极推

仅仅掌握先进的管理理论知识在BSN还是远远不够

动行动学习的著名企业还包括壳牌

的。BSN的目标是要帮助你熟练应用所学的知识来变

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革自己的企业。我们认为，BSN教育质量的最佳衡量

联合利华、摩托罗拉等等。

指标，不是考试的分数，而是企业实现的业绩提升。
因此，我们不通过理论考试来检验学员所掌握的知识
和技能，而是要求你完成一个又一个来自于本企业的
实践课题，在实际应用中加深理解、熟练掌握。

图为“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博士（右）与Swaim博士（左）一同研讨管理问题。

Real solutions to real problems.

The Action Learning concept recognises that only when we
have implemented the solution and seen the result does
the real learning take place.

The Action Learning MBA
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课程与教学

International MBA

在BSN，我们颠覆了传统，从一个全新的学术视角来重新审视一

BSN荷兰商学院的MBA课程是在总

切。在这里，学习不是始于灌输知识，而是提出一个问题，一个

结欧洲著名商学院MBA教育成功经

你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一个你的企业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你的

验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需要而

学习将围绕着这一问题，为了解决它，你需要去钻研相关管理知

设置的。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案例

管理模块

研讨，项目作业，情景模拟，企业

必修课程

识，衡量各种可选方法，然后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但这并不是学习的结束。BSN要求更进一步。我们始终认为，只

这就是BSN之道。

Curriculum

有当设计的解决方案得到实施并取得了成果，才成为真正的学
习。学习，在BSN并不仅仅意味着思考，更预示着行动。

导入模块
开学典礼

入学指导

拓展训练

考察等多种模式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以案例教学为主。

工商管理学精要

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技术管理

战略管理

运营管理

国际管理

营销管理

财务管理

企业管理实战模拟

以行动学习为核心的整合项目

整合项目一

整合项目二

组织分析报告

行动实践报告
选修课程

宏观视野方向

领导力提升方向

国际视野提升方向

听课学习

听课学习

听课学习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国学智慧与管理哲学

海外访学

组织理论研究

国际前沿

论文研究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

领袖行为影响力

海外交流

理论研究

与撰写

论文模块
管理学习评价报告/论文撰写与答辩

自我解剖

行动

提出问题

总结过去

反思

分析问题

凝练要素

分享

解决问题

毕业模块
终身学习
免费复训、「创合汇」创新创业论坛、行动学习沙龙、私董会、创合汇社群

教学管理
组织分析报告

行动实践报告

学位论文

1) 学员的咨询，注册，辅导教学管理，教务安排等一系列具体事务由BSN荷兰商
学院和BSN上海项目中心共同承担。
2) 学习利用周末学习，每月安排1-2次，每次2-3天。
3) 在学习期间，为学员组织各种讲座，论坛和联谊活动，以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
精神。

Academic Council

Faculty

学术委员会

师资力量

学术委员会负责从学术角度审议中

仰书纲（主席）

根据中国学员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整

心的学科、专业的设置、调整及发

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副院长，

个学习中的教学、辅导、管理咨询和

展规划，对中心的重大教学计划方

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文指导工作，将由BSN指定的中

案就可行性和学术价值进行审议，

外著名学者和管理专家，包括国际知

对学员面试、作业指导、论文开

名的管理学家，国内一流商学院的知

题、论文指导、论文答辩等学术工
作进行监督，对学术争议、学术不
端问题进行审议并提出处理意见。

“在BSN，是师与生共同决定如何探寻管理
学中的未知世界。”

名教授和主要管理咨询公司的专家共

石金涛（理事长）
上海交通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

同担任。

Paul Turken

教授、博士生导师

BSN荷兰商学院营销学教授，荷兰Erasmus大学和Nyenrode
大学访问教授，荷兰最著名的营销管理专家之一。在进入学术
陈德智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创新与战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案例中心执行主任

领域之前，他长期服务于当时位列世界第五的营销与沟通专业
咨询公司BBDO，担任董事及咨询业务总裁。

陈景秋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组织管理系副教授
陈继祥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现代企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路琳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组织管理系教授
任荣明
上海交通大学 WTO与经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惠璋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伍青生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Henri Masson

Carl van Dyck

Andy Mosmans

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化学

BSN荷兰商学院战略管

BSN荷兰商学院品牌战略

工程博士，于美国沃顿商

理学教授，资深管理咨

管理学教授。欧洲知名营

学院从事国际项目管理学

询顾问。比利时驻荷兰

销专家，以创意闻名全球

术工作，为欧盟委员会、

商会会长，Octofarma

的TBWA跨国广告公司下

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开

医药公司非执行董事。

属的ARA机构合伙人。具

发银行、世界银行担任顾

有深厚的学术基础及丰富

问。专注于数据采集与挖

的营销管理经验，曾在飞

掘、创新与创业、全球范

利浦电器、BBDO环球网

围内竞争等学术领域。

络公司担任过与国际营销
及管理相关的各类高级管
理工作。

学术委员会主席仰书纲教授发言

“BSN总是努力比其它商学院多走一步。作为教授，我们的目标不仅仅
是帮助学员理解最新的战略思维，而是促使他们能够成功地将课堂学习
的知识应用到工作当中，为企业带来实际的效果。”

Students Proﬁle

学员情况

学员单位行业分布情况

26% 金融投资

4% 政府部门

王毅捷

21% 机械/制造业

14% 贸易/物流

W. Koelewijn
MBA毕业生-商业银行总监-Rabobank
在BSN的学习之中，你会拥有自己的管理案例——那就是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秘书长。

10% 房地产/建筑业

研究方向：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学、管理沟通、企业文化等。

13% 其它

你公司面临的实际问题。这使得行动学习的方法非常有
效：你可以把学习到的东西直接用于实践。

12% 科技/化工业

职业分布情况

37% 总经理

任建标

魏峰

魏嶷

刘统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MBA特聘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

管理学院院长助理、

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

教授、管理工程硕士、博

史系教授。先后毕业于山

EMBA 项目主任、运营与

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

士生导师。

东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

供应链管理学课程教授、

顿商学院访问教授，中欧

研究方向：公司财务理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

国家级精品课程主讲教

商学院家族传承研究中心

论、资本市场理论、包

史学博士。

授，上海交通大学-麻省理

研究员。

括资产重组，兼并与收

工学院（MIT）中国全球
运营领袖项目（China
Leaders of Global Operations）联合学术主任。

购等。

25% 董事长

Willy Egberink
凯捷集团荷兰首席顾问
2% 其它

BSN享有盛名的“行动学习法”和高质量的教学保障都加
强了双方的战略联盟关系。在凯捷，我们强烈推荐BSN的

36% 职业经理

MBA，原因很简单，通过对员工进行调研，BSN受到了
他们的鼎力推崇！

Recommendation

业界推崇

部分学员单位

越来越多的世界知名企业充分认识到BSN行动学习的力量和价值，纷
3M

Minnesota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UPS（中国） United Parcel Service
艾默生
安永

Emerson
Ernst & Youn

默沙东

Merck Sharp & Dohm

平安银行

Ping An Bank

普华永道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强生

Johnson & Johnson

纷选择BSN作为其战略合作伙伴。这些公司所属行业不同、规模不
一，但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BSN能够帮助他们的企业实现更
高层次的辉煌和成功！

ING
荷兰国际集团是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全球最大型公司之一。四年

巴斯夫

BASF SE

毕马威

KPMG

采埃孚

ZF Friedrichshafen AG

施贵宝

Bristol-Myers Squibb

Rabobank

ThyssenKrupp

施耐德

Schneider Electric

荷兰合作银行是荷兰最大的国内银行、全球最大型的公司之一。BSN

Dow Chemical

与Rabobank联合，共同为Rabobank客户提供定制的管理培训项目-

蒂森克虏伯
飞利浦

Philips

上海隧道股份
上海中外运

陶氏化学

Shanghai Tunnel Engineering
SSIF

来，BSN一直为ING定制着高层经理的管理培训。

“Mini Master”。

复星医药

Fosun Pharma

光大银行

CEB

通用汽车

GM

Enthone

国际集团

ING

瓦克化学

Wacker

乐思是一家全球领先技术的专业化学品公司，由BSN的MBA毕业生担

荷兰银行

ABN AMRO

万达集团

Wanda Group

任领导。2009年，BSN在Enthone启动了开办“企业集团MBA班”的

皇家壳牌

Royal Dutch Shell

威高集团

WEGO

霍尼韦尔

Honeywell

甲骨文
捷豹路虎中国
凯捷集团
康师傅
科勒

腾讯

Tencent

微软（中国） Microsoft

集团是另一家由BSN的MBA毕业生担任领导并开办“企业MBA班”

JLR

西门子

Siemens

的公司。目前，公司员工超过1万人，2009年集团实现的营业额为7亿

Masterkong
Kohler

携程

Hilton
Ctrip

友邦（中国） AIA

Unilever

月星集团

Yuexing Group

绿地集团

Greenland Group

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Maersk Line

招商信诺

Cigna&CMB

Mercedes-Benz

洲际酒店

IHG

梅赛德斯-奔驰

Kentz

Wal-Mart

联合利华

马士基（中国）航运

Having completed this program I have

沃尔玛

希尔顿集团

TIMKEN–Manager Sales & Engineering

试验，这在BSN的历史上又是一个里程碑。

Oracle

Capgemini

Kevin J. Holloway

美元。

developed the confidence to meaningfully
engage in discussion and work streams
involving all elements of the business
which in turn has increased my exposure
within the organisation and presented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career
advancement. During this program I have
grown into a firm believer that to
influence organisational learning, leaders
should lead by example.

Alumni Testimonials

校友感言

平台支持

在上海参加了BSN DBA的学习和探索，让我深切体会到了导师的高度、校友的宽度，以及相互
间交流的深度，这些都是我前所未有经历过的。感谢BSN DBA 项目使我明智选择了人生的新起

创合汇资本

创合汇资本是依托上海交大等国内外知名院校优质资源基础上成立的赋能型股权投
融资平台。旗下设有创合汇校友基金、鸿蒙天使基金两支基金，重点投资AI相关科

赋能型股权投融资平台

技驱动的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包括教育、大健康以及产业互联网等方向的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基金凭借创合汇资本平台的优质资源，对所投项目除了提供资金支持

点！我愿一直实践BSN的行动学习法，知行合一去为企业、为国家谋进步。

外，还将提供专家咨询、人才资源、品牌宣传以及整合产业上下游资源等系统性支

—— 上海物流企业家协会智库专家、高级经济师 尤申

作为一名有着10多年管理实践经验的企业领导者，回到学校再读书是我职业发展中的一次重要
选择，通过一年半的学习，非常庆幸自己的选择！在BSN DBA的学习让我有双重的收获，一是
如何从国际化视野来看我们的企业，如何从变革的视角来寻找企业突破的战略路径，这些知识
绝不是枯燥高深的理论，但又不缺失理论的高度与体系；二是通过与老师和同学们的交流互
动，思考与分享经典案例，这些心得又可以学以致用到我的工作中，理论与实践得到了很好的
结合。知识的价值在于传播，我也常把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与经典案例与我的同事们、客户们
一起分享，实践行动学习法。

持，致力于打造战略新兴领域的独角兽企业！

创新创业型企业
拟上市挂牌企业

创合汇基金
创 合 汇 资 本

创合汇创业服务中心

CHUANGHEHUI CAPITAL

链接资金

累积项目

专家顾问委员

项目合作伙伴

项目资本对接

1000亿+

5000+

500+

100+

30%

—— 敏捷咨询总经理 张卫

创造力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自我认识的局限以及不能完全地看到自己的机会。通过BSN MBA的课
程学习，我们理解到如何有效利用“观想”和管理“能量”，来提升创造力，扩展自我认识以
及开拓公司的发展潜力。

—— 上海施璐德亚洲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顾天阳

创合汇创业服务中心
一站式产业创新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者

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知名投资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
券商、投行及政府相关机构等优质资源基础上成立的，以“创业服务+资本”为核
心的一站式产业创新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通过领悟BSN的学习方法，参训高管在知识与实践间找到关联点，这使他们能够在实际工作中
制定出正确的决策。BSN的学习经历不仅仅拓展了员工的知识宽度，更为重要的是提升了整体
的工作效力。正因如此，ING将BSN视为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的最佳伙伴。

—— ING集团经理 T Bosklopper

六大服务体系
人才对接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回首两年BSN的学习生活，我感慨良多。两年来，有在职工作的艰辛，
也有再次入学充电的喜悦，这些交织在一起，成为我人生中一段美好而珍贵的回忆！感谢BSN
的导师们，他们以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教学水准，帮助我的管理和视野再上新高度！因为有你
们，我才能够拥有这段难忘的学习经历！

投行投顾

产学研
对接

创业空间

培训咨询

——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俊英

在BSN历经了两年的系统学习和深度沉淀，我深刻感受师生间、同学间、商学院校友间思维碰
撞的广度与深度，这是学习的乐趣，是前行的动力，更是智慧的迸发，师友“同谋”，乐在其
中！

创业投资

—— 沪江网 高级副总裁，沪江网校CEO 唐红浙

产业
合作伙伴

一线
投资机构

地方政府
产业园区

知名院校
与研究机构

创业导师

全球落地
众创空间

100+

300+

50+

50+

500+

200+

创合汇 APP

创合汇社群

创新者终身学习成长平台

全球商学院共创联盟
全球商学院共创联盟作为创新者、创业者的成长生态圈，设有专题社群、行业社群、区域社群3大社群模块，涵盖30+专
属社群组织，链接100,000+名社群成员，致力于打造一个创新者与创业者交流分享、共创共赢的生态平台，弘扬新时代
下的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文明。

注册社群成员

创业导师

合作校友企业

社群联盟伙伴

影响人群

100,000+

500+

500+

100+

1,000,000+

创合汇APP打破大学围墙，整合全球优质商学教育资源，为创新者构建终身学习成长平台。

商学课程 迭代认知 拥抱变化
社群联接 思想共生 价值共创
生态服务 平台赋能 创新加速

扫一扫
提交会员申请

扫描二维码，下载APP

平台活动
「创合汇」平台活动依托于创合汇创新创业生态服务平台，汇聚
国内外知名院校、投资机构、券商、投行、创业孵化器以及政府
相关机构等优质资源，平台设有创新创业论坛、融资路演会、
人文论坛、名家讲坛、全球顶尖商学院与标杆企业参访等丰富的
线下活动。

「创合汇」创新创业论坛

毛大庆
优客工场、共享际 创始人兼董事长
史蒂夫·霍夫曼 Steve Hoﬀman
美国硅谷重量级创业教父、天使投资人
硅谷知名孵化器 Founders Space 创始人

朱啸虎
金沙江创投 主管合伙人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首席经济学家

迈克·盖格
迪士尼家族基金 Shamrock International主席

章苏阳
IDG资本荣誉合伙人、火山石资本创始合伙人

吴军
丰元资本创始合伙人 腾讯前副总裁

哈继铭
原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

「创合汇」融资路演会

「创合汇」人文论坛
李里
知名国学专家，
西南交通大学茅以升学院书院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潘宗光
香港理工大学荣休教授及荣休校长、太平绅士（JP）、
金紫荆星章（GBS）、杰出领袖奖（教育）获得者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国平
学者，当代中国著名作家、哲学家

冯仑
御风资本董事长、万通控股创始人
郁喆隽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宗教学系副主任，
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

宫玉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
东方战略与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

曹景行
资深媒体人

「创合汇」名家讲坛
董平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中国哲学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创合汇」
全球顶尖商学院
与标杆企业访学

「创合汇」行动学习沙龙

BSN Global Graduation Ceremony

BSN全球毕业盛典
「创合汇」行动学习沙龙秉持“和而不同，知行
合一”的理念，以行动学习为执行方法，以计
划、行动、总结反思为实践模型，将行动、分
享、反思相结合，头脑风暴，统合综效，旨在搭
建一个供学员企业与商学院学生分享与交流的平
台，帮助学员企业了解行业资讯，分享管理智慧
和管理经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企业与
个人的可持续发展。

Previous Review

往期回顾

第35期
第33期

第34期

第36-38 期
加入BSN
改变从这里开始！

2020年

入学要求

证书颁发

申请人应具有大专或以上学历（学科、专业及国

学员需参加所有课程的学习和考评，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

籍不限），三年以上管理经验。

答辩后，可获得BSN荷兰商学院颁发的MBA硕士学位证
书。毕业学生可赴荷兰总校参加毕业典礼。

报名材料
1、报名申请表1份

上课地点

2、最高学历、学位证书扫描件1份

BSN荷兰商学院上海中心教学基地及其他移动课堂

3、身份证扫描件1份
4、个人简历1份（含公司简介）
5、在职名片2张
6、免冠2寸照2张

申请程序

学费标准
1) MBA
报名费：1000元
学费：15.8万元

递交全套申请材料及申请费
2) MBA双证班
校方对申请者进行审核

报名费：1800元
学费：创新方向 19.2万元

校方发放录取通知书

人文方向 20.2万元
（包括注册费、学费、论文辅导费、书本资料费及毕业

被录取学员缴纳学费及书本费

典礼费用，不含食宿、交通费用）

学生入学注册，领取学习资料

付款方式
学制安排
学制为两年，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管理理论综合提升阶段，时间为18个

学员递交申请材料经审核后，由BSN荷兰商学院亚洲教
学中心发放录取通知书。学员将学费缴至BSN荷兰商学
院上海项目中心指定账户，由BSN荷兰商学院发放学籍
注册通知，获得BSN荷兰商学院正式学籍。

月，内容包括管理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
第二阶段：论文撰写与答辩阶段，时间为6个月。

*荷兰商学院(BSN)上海项目中心保留对学费标准等课程信息的最终解释权

ＭＢＡ／ＤＢＡ ａｎｄ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