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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复旦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开办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工商
管理博士（简称DBA）合作项目，面向在企业中承担或参与企业战略决策的
高层管理人员，为其度身定制专业课程和研究计划，助力企业决策人带领企
业在激烈的全球商业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启迪中国商业领袖们形成独具
中国企业家特色的战略思维，为学界贡献中国智慧，为业界赋能中国力量。 

01 02

    核心价值

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DBA项目旨在联结两校优质资源，通过系统商业理论的构建，指引学员洞察商业活动

的本质，构建研究视角，将个人多年来累积的商业实战经验与所学的专业知识整合，再转化为创新性方案，形

成前瞻性创新管理思想，完成“实践家”到“实践型学者”的转变，成为未来领域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为何选择城大-复旦DBA

     DBA VS EMBA、MBA⸺企业决策者 VS 管理执行者
EMBA、MBA主要教授学生管理学知识理论和商业案例，为企业培养管理执行者，DBA则更注重对经济管理领

域一般性和普遍性问题的深入研究，鼓励学员从商业实践中提炼管理问题并进行理论回归，从而实现管理创

新，指导企业实践，提升企业决策者和企业领导者的科学决策和领导能力。

     上海、香港金融资源联动，复旦、城大顶尖高校携手
作为中国最早涉足管理学专业学位教育的高校，拥有国际视野与战略眼光的复旦大学与国际排名表现卓越、

科研实力雄厚的香港城市大学强强携手，互相借力优势资源，香港、上海两大国际金融中心深刻联动，与智者

一起全情进取，开拓全球商业智慧。

     一流师资团队和完备课程体系，成就高价值研究成果
作为国内首个全中文工商管理博士项目，城大-复旦DBA项目汇聚两校一流师资，结合中国商业环境，精心设

计体系化、创新性课程，学员经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管理思维的训练，配合实践的经验和数据，将形成对企业

根本性具体问题的创新理解和视野，而最终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将会是一份与自身职业高度相关的研究成

果，甚至是一篇高价值的企业咨询报告，极大助力企业的发展与提升。

     规模化精英校友网络，知行合一的交流平台
学员来自各行业顶尖企业家和领军人物，每年近90%的学员晋升为博士，成为毕业校友。项目通过高端论坛、

主题讲座、企业参访、全球游学等活动，为学员打造了一个课堂之外的全方位交流平台，在与大师对话和与同

侪分享中领略行业经验，开拓全球视野，启迪商业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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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城大”）是香港八所政府资助高等教育院校之一，其科研及教学水平在亚太区学术界享有盛

名。国际高等教育资讯机构QS (Quacquarelli Symonds) 将城大列为建校未满50年全球最佳学府第4位。据

QS 2022年世界最佳大学排名，城大位居第53位。而且城大商学院连续数年入选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UTD)

公布全球最优秀100所商学院之一，于2022年位列世界第39及亚洲第4。城大商学院还获得AACSB（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 of Business）和EQUIS(EFMD Quality Improvement 

System)两项国际权威认证。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1917年复旦大学设立商科，是我国最早开设工商管

理教育体系的高校。1929年复旦大学商学院正式成立，后经院系调整，1985年组建管理学院。30多年来，管理

学院影响力不断提升，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109所著名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关

系。2018年,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全国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结果中，复旦大学工商

管理类别获评“A+”。在2022年公布的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复旦与管理学相关的主要学科“商业与管理研

究”位列全球第50名。在2022年UTD发布的“全球商学院科研百强榜（2017-2021）”中，学院位列中国大陆第

1，全球第83，连续7年稳居全球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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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复旦大学和香港

城市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具有企业界实践经验

和丰富咨询经验
主要研究方向为

中国企业相关问题

包季鸣
复旦大学管理科学博士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EMBA项目学术主任
原上海实业集团海外公司董事长
获复旦大学2017年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7年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主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

胡君辰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
复旦大学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黄丽华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数据流通与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管理科学与工程组成员

上海市第七届信息化专家委员会成员
国际信息系统学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

复旦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市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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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开
香港城市大学资讯系统学系讲座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资讯系统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特聘教授

《管理信息系统季刊》（MIS Quarterly）高级编辑（Senior Editor）
曾任教于美国西储大学（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和夏威夷大学

（University of Hawaii）

马跃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经济及金融学系讲座教授
曼彻斯特大学经济与计量经济学博士
(英国)斯特灵大学终身研究教授(Reader)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学院客座教授、闽江学者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客座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欧洲央行、法国国家经济与统计研究所、欧洲大学研究院、
香港金融管理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等访问学者

吕长江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美国加州大学高级研究学者
荷兰Nyenrode大学访问学者

《会计研究》编委会委员，《当代会计评论》、《中国会计学刊》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编委，《中国会计评论》副主编

芮明杰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芮明杰工作室领军专家
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兼任大型企业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顾问、首席经济学家。

苏晨汀
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系讲座教授
武汉大学珞珈学者讲座教授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同行评审专家
Journal of Marketing Studies 主编
曾任教于加拿大 University of Victoria 商学院
曾任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客座主编

严厚民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系讲座教授

曾任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院长
曾任教于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管理学院并具有终身教席

长期担任香港政府物流与供应链研发中心副总监和科学技术顾问
香港金融学院会员、EQUIS委员会成员

杨志林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学系教授
曾任武汉大学市场营销学系客座教授。
主持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
香港研究资助局联合研究计划、德国/香港研资局联合研究计划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人
曾为American Bank, SM Technology, 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总公司,迪斯尼香港,腾讯,
美敦力(Medtronic)中国,卡夫(Kraft)中国，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多家跨国公司及中资公司提供咨询及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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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欧洲央行、法国国家经济与统计研究所、欧洲大学研究院、
香港金融管理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等访问学者

吕长江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美国加州大学高级研究学者
荷兰Nyenrode大学访问学者

《会计研究》编委会委员，《当代会计评论》、《中国会计学刊》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编委，《中国会计评论》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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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学习

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DBA项目构建了学研融通，知行合一的全方位多层次学程体系，将课堂学习与课题研

究融合，知识传授与实践体验统一，有效实现了知识成果的最充分转化。
课题研究

城大-复旦DBA项目为每位学员组建了包括两名导师和至少一名助研的研究团队，帮助学员确立源于自身实

践的研究方向，通过课堂内外的理论思维训练，引导学员形成独创性的思维成果，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其战略决

策、经营管理和变革创新能力，从而助力企业持续发展。

部分学员已出版的理论成果：

07 08

授课语言：中文

授课地点：香港、部分在中国内地（仅当移动/企业参访活动举办时）

教学模式：集中授课

授课时间：每两个月上一次课，每次课程4天（周四至周日）

课程类型

3大核心课程
研究方法I⸺管理研究范式

研究方法II⸺定性定量方法

研究方法III⸺管理实战应用

管理经济学前沿

企业数字化管理

金融与管理会计

公司战略管理

领导力与组织行为学

营销与市场研究

论文工作坊

学位论文开题

学位论文答辩

第一学年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二学年

第二、第三学年

第二、第三学年

第三、四学年

6大主题探讨

学位论文

主题内容 授课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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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10

知行合一

通过讲座论坛、名企参访、全球游学的方式，城大-复旦DBA项目将商学理论的科学性和商业实践的动态性融

合，回归知行合一的管理实践本质，激发出创新的思维和前沿的洞见。

讲座论坛 名企参访 全球游学+ +

全球战疫与中美关系
主讲人：沈丁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前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前主任

粤港澳大湾区及“一国两制”
主讲人：聂德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前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中国还有第四个战略机遇期吗？⸺18大后中国发展与改革形势的观察
主讲人：石齐平  凤凰卫视《石评大财经》、《金石财经》主持

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做好自己的政治角度
主讲人：郑永年  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讲座论坛

� 中国与世界

海南的前世今生
主讲人：葛剑雄  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中国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
主讲人：许子东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凤凰卫视嘉宾主持

从盛唐看领导力
主讲人： 韩昇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

主讲人：张信刚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文化与哲思�

信任计算和智能合约：打造区块链时代新型商务模式的基石
主讲人：赵建良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

数字化技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主讲人：黄丽华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元宇宙解读与展望
主讲人：张诚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智慧商城与AI应用前瞻
主讲人：洪佳威 商业场景应用与人工智能（CAIL）实验室主任

创新前沿

如何照顾好房产的投资需要与民生需要
主讲人： 施永青   中原地产创始人兼董事、《AM730》创始人

现代工业园区规划、管理与招商引资
主讲人：曾士生  新加坡前政务部长、国会议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教授，苏州工业园第一任总裁

体育营销的概念（本质）、原则和方法
主讲人：叶齐  荷马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主讲人：江南春 分众传媒创始人

危机即战机，品牌才是企业的免疫力

行业智慧

�

�

讲座论坛

讲座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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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程
体系

11 12

阿里巴巴                                     上海钢联                                     CAIL实验室

西门子                         海尔                 宁波舜宇光电集团                          新业电子

汇仁集团                                   润源中天集团

江苏天楹集团                             协鑫集团                                      沪港科技

互联网/智能平台

智能制造

医药健康

新能源

嘉德置地                                     新加坡Distrii                                     中凯企业集团

星展银行                                         汇丰银行                                    上海证券 

宏川集团                                        博科供应链

凤凰卫视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SMG）                  学悦风咏书社

鸿星尔克                          蒙牛                          特步集团                          克明面业

文化传媒

消费品

建筑/地产

金融

物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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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游学

香港城市大学与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合作项目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me

City-U Fudan-U

学程
体系 香港城市大学与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合作项目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me

City-U Fudan-U

学程
体系

13 14

北京、海口、恩施、台湾

宜兴、苏州、云南、清远

新加坡、欧洲

广州、南昌、黄山、南宁

内蒙、成都、长沙、福建、青岛、杭州、香港、太仓

历史人文之旅

艺术心灵之旅

海外之旅

健康活力之旅

龙头企业之旅

北京

青岛

苏州

成都

宜兴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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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与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合作项目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me

City-U Fudan-U

校友
同窗 香港城市大学与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合作项目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me

City-U Fudan-U

校友
同窗

本项目学员全部来自海内外企业决策层管理者或行业高级专业人员，平均年龄42岁，平均工作年限20年，行

业涵盖金融、地产、信息、咨询、医药、教育、体育、传媒、科技、法律、商业贸易、制造业等。已毕业校友140多人，

通过跨班级联谊、经验分享会等项目活动，校友们与在读学员紧密联系，深度分享商业知识，交流人生智慧，共

同追寻企业经营与发展之道。

EMBA/MBA

其他硕士学位

同时拥有EMBA/MBA及其他
硕士学位

博士

15 16

朱如华
2010级学员 原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副主席

通过DBA课程令我可从国际化的视野看待和分析市场，有利于企业进一步迈向国际化。在这里我也深入
到传统产业面临的发展方向、路径和重点，如何传承与创新，是一个新的课题。

湛大卫
2010级学员 富兰克林亚洲基础设施基金有限公司联席主席、柬埔寨国家航空公司执董会主席

城大和复旦DBA的学习对我的人生有深刻的影响，让我从一个商人提升为商业知识的创造者。复旦和城
大的双导师制，给了我们最好的老师，组成的研究团队相当于企业的顾问团队，对我的企业有很大帮助，
即使毕业后，老师们也和我保持着长期的联系，是我终身的老师。

罗群
2011级学员 梅特勒-托利多(Mettler Toledo)公司 中国区总裁

我一直希望把自己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系统地整理出来，教更多人分析管理上的成败，但是一直苦于没有掌握
做学问的基本工具，无从下手。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DBA项目让我学会把管理实践提炼成理论，困扰我多年
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

乔文湘
2011级学员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律师

香港城市大学和复旦大学合办的DBA课程融合了中西企业管理文化的理念，集合了众多研究领域里富有
实践经验和理论造诣的杰出教授，让参与学习企业家的理论素养得到了很大提升，为我们探索企业发展
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为我们自觉认识企业运行的得失成败、提升企业运作水平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帮助。

徐海宁
2012级学员 东方证券销售交易总部 总经理

DBA学习帮助我预判方向，为产业变局储备有智慧的头脑。智慧比专业知识更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思维
方式，是一种运用知识时的激情创新。

贾宗达
2012级学员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高级行政管理合伙人

DBA要求我们学员对自己的实际工作进行思考总结，因之而开展的课程更加切合我们所需，尤其是研究方法，打
开了我思维的新视窗。我的论文就是我作为法律人工作的一部分，研究论文成果可以直接用在工作上，也可为企
业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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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燮中
2012级学员 浙江亚美成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我62岁重返校园，通过在城大-复旦DBA项目学习，颠覆了传统人生观，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为实现中国梦我
的梦而充满自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在2014年10月获杭州100公里第七名，2016年获“浙江省运动达人”
荣誉称号，2018年荣获世界马马拉松大满贯六星奖牌。同时在2019、2020和2021年分别获得浙江省优秀企业
家、青创运动大使和“高光人物”荣誉称号。因为有城大-复旦DBA，让我的人生变得更精彩。

陈锦石
2013级学员 中南集团 董事长

与EMBA不同，DBA的学习更侧重对管理者思维方式的启迪和创新意识的激发，而这两点，正是企业持续发展
的最关键因素。得益于项目的双导师制，我的导师多次亲自来中南集团考察，为集团的战略布局提出了极为宝
贵和清晰的意见。DBA学习再次使我获益良多，也为中南的转型和全面升级提供了不小的助力。

陈鑫
2014级学员/学习委员 汇仁药业董事 友医健康总裁

DBA的学习看似在研究一门学科，研读一些书籍，然而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学习，从根本上改变对自己的认知，之
后若能从知到行，一以贯之，人自然是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戴军
2015级学员 罗博特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DBA与MBA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更注重培养学员深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系统思维方式，启发学员对自
身企业或行业的数据信息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从而提出既有针对性又有应用价值的独特方案⸺正所
谓“授人以渔”。

黄芳
2016级学员 济达（上海）纺织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创始人

城大-复旦DBA课程中的学术理论研究和前沿案例讨论，对我的启发和帮助很大，为我的成衣制造公司提供了
领先于业界的发展思路。

陈宏
2018级学员 克明面业 总经理

企业的未来的竞争可能并非来自于同行，而是来自于其他行业，比如内容创作者。因此我们要跳出自己的圈子，
到更大范围去借他山之石，这也是我来城大-复旦DBA学习的目的⸺通过一些创新的研究，DBA帮助我们更好
地选择起点，让我们真正站在巨人肩膀上，在未来提升我们创新的质量。 

刘凤江
2021级学员 施慧达药业集团 董事、总经理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只有不断升级和突破我们旧有的知识格局，才能把握趋势向上成长。在商业
实践中摸爬滚打多年，再到DBA学习，不仅是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而且是把实践中的思考和经验进行系统的
梳理，通过严谨的学术训练，把个人的观察和思想总结成更有价值的思想体系。提升学术底蕴后再进行新的管
理实践，让管理思想更具影响力！ 

万创奇
2019级学员 卧龙集团 执行董事/卧龙电气大驱集团 总裁

城大-复旦DBA为我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平台，系统的知识学习让我以从未有过的视角，对自己的企业管理实践
进行了梳理。两校导师的严格要求和细致指导更是给予我非常有针对性的帮助，相信我的博士论文最终成果必
然极大助力自我提升和企业发展。

闫志远
2017级学员 雅士利国际集团 行政总裁、原蒙牛集团常温销售中心 总经理

企业最大的瓶颈来自于管理团队的认知瓶颈。读城大-复旦DBA的时候，也是我在企业的管理当中遇到挑战和
瓶颈的时候。通过学习，我大大提升了自己的认知，也影响了集团里的上百人一起学习，带动了整个企业的学习
氛围。

朱强
2020级学员 荣威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

通过DBA的学习，结合课堂上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学习和感悟经典理论的本质，交易成本，资源基础，组织行为，
管理会计，治理机制等等；结合多年的企业经营实战经验和教训，结合所学理论，战略思维，系统思考(包括发散
和迥异），以及课堂上学习的应用商务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看企业治理结构，战略和运营中的同一问题，厘
清其因果逻辑关系，得出不同的结论，并从中确定独特和切实的改善方案，日积月累，运用这些基础知识和研发
方法构建出创新且务实的人事，技术和业务管理方法，为企业持续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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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条件
本项目拟定于每年1月开课。

申请人必须符合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DBA的入学规定，即拥有：

①被认可的大学工商管理类或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位；

②10年以上工作经验，其中6年以上为管理或专业经验。

申报程序
•申请时间：
       全年接受申请；

•报名处：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DBA项目（上海市杨浦区国顺路670号史带楼710室，邮编：200433）或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DBA项目（香港九龙达之路刘鸣炜学术楼12楼12-280室）

 

学习年限及学位授予
基本学习年限为4年。在正常情况下，学员应在4年内修满学分并完成论文，最长年限不超过6年；

学习方式为在职学习；

完 成 本 项 目 各 项 学 业 要 求 的 学 员，将 获 得 香 港 城 市 大 学 授 予 的 工 商 管 理 博 士（D B A）学 位 证 书 和 复 旦 大 学 提 供

的学习证书；

* 香 港 城 市 大 学 的 D B A 学 位 为 境 外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高 等 学 校 颁 发 的 学 位，是 国 际 认 可 的 。学 员 需 自 行 了 解 和 跟

进内地个人境外学位证书认证（如适用）的相关规定。

项目费用
DBA项目学费标准可于项目网站 (https://www.cb.cityu.edu.hk/dba/fudan/programme/fee) 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申请：
①在线申请：http://apply.fdsm.fudan.edu.cn/application/admissions/program/dba

②线下申请：从网站(https://www.cb.cityu.edu.hk/dba/fudan/admission)下载或向报名处领取报名

表格，填妥后将报名表格连同身份证、学位证书、大学或大专成绩单等复印件及两张1寸彩色免冠近照交回报

名处。另外，填妥两封推荐书甲部分，然后交咨询人（即推荐人）填写乙部分，并由咨询人密封后直接寄交回复

旦大学；

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将提交至招生委员会进行初审；

初审合格的申请人需经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组成的审核小组面试选拨；

面试合格者，由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组成的项目管理委员会主席审核，并上报城大研究

生院。获批准录取者，将由香港城市大学研究生院发出正式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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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与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合作项目
联系人: 顾丹
电话: +86-21-25011490
E-mail: dbainfo@fudan.edu.cn
网址: http://www.cb.cityu.edu.hk/dba/fudan
地址: 上海市国顺路670号史带楼710室
邮编: 200433

扫描二维码在线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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