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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美国韦伯斯特大学

合 作 举 办 工 商 管 理 硕 士 ( i M B A ) 项 目

UESTC-Webster Joint International MBA

 2022年（第二十届）招生简章
MBAi



培养具有广阔国际视野的

复合型、创新型、

高层次工商管理人才！

项目简介

证书及学历学位认证

证   书

1. 美国韦伯斯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

2. 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结业证书。

学历学位认证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样本

美国韦伯斯特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MBA) 学位证书样本    

电子科技大学—美国韦伯斯特大学合作举办工商管理硕士（iMBA）项目是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部《教外综函（2002）47号》文和国务院学位办《学位办（2002）90

号 、 （ 2003） 141号 》 文 正 式 批 准 的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项 目 （ 项 目 批 准 书 编 号

MOE51US1A20020160O），该项目由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具体执行。电子

科技大学是国家“985”、“211”重点大学，是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A类高校。

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师资力量雄厚，办学经验丰富，是中国西部第一所获得AMBA国际认

证（AMBA—Association of MBAs是世界三大最具权威的商学教育认证体系之一），

也是中国首家获得BAG认证（Business Graduates Association）的商学院。始建于

1915年的美国韦伯斯特大学，校本部设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在荷兰、瑞士、

奥地利、泰国和中国等国家均设有分校。开展国际办学，培养国际化工商管理硕士是韦

伯斯特大学的特色。该大学在全美中西部排名第16位，并且连续十二年被《美国新闻与

世界报道》评为“美国最佳大学”之一，其商学院荣获了美国大学商学教育权威认证机

构——美国大学商学院联盟(ACBSP)认证。

从2003年开始，iMBA项目已经连续招收了十九届学生。

、

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结业证书样本

学生毕业后，可由个人向教育部申请办理“中外合作办学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办学特色

学习形式及学费  

★  中国西南地区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经

     中国教育部认证的中外合作MBA项目

★  免全国联考

★  美式学分制，无毕业论文答辩

招生与录取 
报名条件：具有大学本科或大专毕业学历（专科毕业生须提供

加修学分的证明）及一定工作经验。 

招生名额：90名

报名及入学安排

2021年 10月 - 2022年 6 月             报名

2022年 6 月 - 8 月                          入学考试

2022年 6 月 - 8 月                          发录取通知, 报到，缴费

2022年 9 月                                    开学

录取程序：

报名 提交入学申请材料 资格初审 入学考试 录取

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4 门）：

金融理论与实践、会计学基础、经济学原理、大数据与商业智能

专业核心课（9 门）：

财务管理、组织行为学、高级企业财务、应用商务统计、管理

会计、营销管理、运作与项目管理、管理经济学、战略与竞争

专业选修课（3 门）：

人力资源管理、商务调研方法、国际商法、领导学、产品与服

务开发、促销与营销沟通、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国际谈判技

巧、决策支持系统、企业社会责任

备注：以上费用不包含书本、资料费。学费分两年付清。

丰富的校友活动

★  专业、严谨的美式教学管理系统

★  拥有优质的电子科技大学和美国韦伯斯特大学

     的全球校友网络平台

★  不出国门即可实现您的留学梦想

学       制：     两年（每年五个学期，每学期九周），最长不超过四年。

学习方式：在职不脱产学习，周末上课一天。 

学      费：人民币 158000元/人。

金融与房地产俱乐部     企业家俱乐部  医疗大健康俱乐部



申请资料

1. 提供本人大学毕业证、学位证及成绩单的中、英文复印件，并须加盖毕业院校公

    章。以上文件均一式两份。（如无法加盖学校公章，可由公证处出具公证证明）

2. 个人简历

3. 推荐信（至少1封）

4. 身份证复印件（护照复印件）

5. 近期两寸正面免冠照（蓝底）1张

每年7月底-8月初（夏季学期结束后），在读学员及校友可申请

前往美国首府华盛顿或者高科技产业中心硅谷参加为期两周的游

学之旅。该游学之旅将结合全球热点话题举办讲座和研讨，组织

参观访问全球知名企业与机构，参与美国当地文化体验。

每年的夏季学期(Summer Term)，在读学生

可以申请前往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

韦伯斯特大学总校进行为期2个月（九周）的

学习，全面体验先进的美式商学教育。

海外学习与访问（学员自费） 

美国韦伯斯特主校区短期交换学习 华盛顿/硅谷游学之旅 赴美参加毕业典礼

每年5月，学员可以申请前

往美国圣路易斯市的韦伯斯

特大学校本部参加毕业典礼

及学位授予仪式。

长期从事核动力反应堆设计研

发，是我国核动力反应堆设计技

术领域领军人之一。他提出先进

反应堆技术方法,主持完成了我国新一代核动力研发平台的研

制,攻克了核动力系统部件重大技术难题,完成了新型核动力反

应堆技术攻关。为我国核动力技术发展和水平提升做出了系统

性重要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获国防科工委个人一等功

和个人二等功各1次，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入选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获国家高新工程突出贡献个人奖、国防

科技工业杰出人才奖。

罗  琦   iMBA-03级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优秀校友

历任四川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所农村经济杂志编辑，四川社会

科学院农村经济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四川省眉山县委常

委、副县长，四川省眉山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党组书记、主

任，四川省眉山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党组书记、局长，四川

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四川省商务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四川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

刘  欣   iMBA-03级

四川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

刘  洋   iMBA-15级

注：具体时间与安排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等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请以项目官方通知为准。

1997年开始从事银行公司信贷及

投行资管业务，曾就职于建设银

行四川省分行，在省分行集团客

户部担任副总、投资银行部担任总经理、以及先后在新都和天

府新区两家支行担任行长，服务过超过百家央企、国企、地产

企业。2019年加入华西证券任董事总经理，负责业务发展，主

牵头资产证券化业务，先后完成数十笔ABS及CMBS业务，行

业覆盖工程建设、地产开发、工业制造、互联网消金、供应链

金融等，总安排融资金额超过300亿元。

杨凌他   iMBA-07级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成都携恩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李  鹏   iMBA-03级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第十四届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委员，第十三届成都市青年联合会

委员，成都市武侯区第八届人大代表；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会

员，四川省川商总会理事、青年企业家委员会执行会长，第十

一届四川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曾荣获“成都市优秀共

产党员”“2016四川十大‘双创’领军人物”“2018蓉漂之

星”等荣誉；所创办的携恩科技曾荣获第23届“四川青年五四

奖章集体”、入选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都新经济

“双百工程”重点培育企业、高新区首批瞪羚企业。

、 、

四川日报社兼川观新闻总编辑，高级编辑、博士研究生。



近20年零售及企业管理经验。2013年起历任安

德鲁森集团策略长、四川公司总经理、集团营运

长，期间主导安德鲁森全国200多家店铺快速拓

展至700家店，2019年起负责传统烘焙店铺零售

转型，疫情期间业绩稳步增长。

方  嘉   iMBA-20级

安德鲁森食品有限公司，集团营运长

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职多家上市公司及知名

房企高管，目前为深圳前海悦泰铭峰股权投资

公司创始合伙人。公司资金管理规模达到数十

亿，在一、二级股权投资方面均有优秀业绩和成功案例。

超过10年的全国股份制银行、互联网银行的管

理实践经历，先后任职于华夏银行支行、北京

分行以及总行，2016年加入全国第三家互联网

银行新网银行筹建至今，先后负责全行机构业

务、互联网联合贷款、金融市场和投资银行等

多个板块，帮助新网银行发展为中国数字化银

行的领军机构之一。

王仕平   iMBA-19级

深圳前海悦泰铭峰股权投资公司，

创始合伙人

周煦凯   iMBA-20级

新网银行，金融市场部负责人

拥有超10年金融从业及管理经验，先后在中国银

行四川省分行、中国银行总行从事公司金融、风

险计量管理、个人金融、投贷综合经营等多项工

作，并自2008年起先后历任中国银行成都蜀都

大道支行副行长、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行政事业机构业务部副总经理、中国银

行彭州支行行长、中国银行成都开发西区支行行长、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成都

管理总部副总裁、中国银行达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等职，拥有丰富的金融运

营管理经验和国际化行业前瞻视野。

王  欢   iMBA-21级

中国银行，达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成都鼎桥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新兴业务产品线总

裁。从事通信行业产品及解决方案研发及技术管

理工作20年，精通以IPD流程主导的大团队产品

研发过程管理，熟悉从产品立项、概念设计、需

求分析、开发交付、上市、服务等端到端的环节。熟悉ICT产业中的连接、计

算、行业终端等面向公共安全、能源、交通行业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及产品竞争

力构建，所研发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产品，宽带集群专网系统，智能光伏解决

方案等在各自细分市场上竞争力居行业先进水平，有力的支撑了该产业的商业

成功。

丁  欣  iMBA-21级

鼎桥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成都市先进材料产

业生态圈领军人才。致力于科技成果转化，将

60多年历史的传统化工企业转型成为科技成果

转化平台，已成功转化多个院士项目。

陈思源   iMBA-21级

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占梦来   iMBA-18级

四川易诚智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

17年国际课程教学及管理经验，先后运营AP、

GAC、美高等国际课程，培养多名美国高考

ACT中国区状元。历任加拿大海外高中校长助

理、ESL中心主任、国家重点高中国际部主任、

嘉祥国际高中校长、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副校长。

安  杰   iMBA-19级

嘉祥教育集团教科院，副院长

李欣洧   iMBA-19级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曾在香格里拉、雅高等酒店集团担任要职，积

累了酒店战略营销、公关传媒、收益分析和管

理的丰富经验。2014年，作为开业筹备团队重

要一员，加入成都尼依格罗酒店，出任市场销

售总监，2018年晋升为酒店行政助理经理，在

原有负责市场销售部门运营基础上更多参与到

酒店运营。2020年调任重庆尼依格罗酒店任酒

店经理并全面负责酒店运营管理工作。

王  凯   iMBA-18级

香港九龙仓集团重庆尼依格罗酒店，

酒店经理
民盟四川省委科技医卫副主任，四川省极端环境

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电子科

技大学易诚智讯研究院执行院长，四川省人工智

能产业专家组成员，四川省“千人计划”引进人

才，成都新经济“双百工程”优秀人才。拥有甲骨文、思科等世界500强企业

10多年工作履历，先后获评“教育部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2017四川省

十大创新企业家”“2018四川十大新经济领军人物”“2018年武侯区优秀创

业者”“2020年/2021年成都市新经济‘双百工程’优秀人才”等称号，并被

聘为“成都市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智库”新经济组组长。

、

、

、

、

，

成都市双流区政协委员、成都市双流区科学技术

协会兼职副主席、成都市高新区生物产业专家联

合会副会长。先后获评“成都市劳模”“成都市

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



iMBA (2022) Brochure   
 

Joint International MBA Program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 
Technology of China 
Webster University, U.S.

he UESTC-Webster Joint International MBA (iMBA) TProgram was officially approved b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in 2002, and is implemented by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UESTC) which is the state 

key university admitted into “Project 985”, “Project 211” and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First-class Disciplines) in Category A”. Apart from abundant 

qualified teachers and rich experience in running schools,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UESTC was the first 

AMBA accredited business school in the western China and the 

first BGA accredited business school in China. (AMBA: 

Association of MBAs, one of the world’s three biggest 

accreditation institution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ystem for MBA program in business schools; 

BGA: Business Graduates Association). Characterized wit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BA cultivation, the 

Webster University, founded in 1915 and located at St. Louis of 

U.S., has its overseas-campuses in Netherlands, Switzerland, 

Austria, Thailand and China. Having been included in the list of 

the U.S. Best Colleges rated by the U.S. News & World Report 
thfor twelve consecutive years, Webster University ranks 16 in  

the American Midwest in 2021, and its business school has 

been accredited by ACBSP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Business Schools and Programs) which is the authoritative 

certification body for American business education.  

To cultivate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ve and high-level 
business management talents with broad global vision

Characteristics 

● The first and sole international MBA program 

     approved by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southwestern China

● No national MBA entrance examination required

● American credit system and no graduation    

     thesis required

● Professional and rigorous American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 Varieties of alumni activities 

● Excellent global alumni resources of UESTC 

     and Webster University

● U.S. MBA degree awarded without  

     going abroad



I. Application and Admission 

1.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a) Bachelor or college degree (college graduates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evidence of additional credits)

    b) Work experience required

2. Total Enrollments: 90 

3. Admission Procedure

             

II.  Program Duration, Mode of Learning, 
     Certificate & Tuition

1. Program Duration: Two years (no more than four years)

2. Mode of Learning: Part-time study only one day on weekends 

3. Certificate: 1) MBA degree certificate awarded by Webster  

    University and approved by MOE of China;  

    2) Completion certificate for master courses from UESTC

4. Degree Certificate: MBA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from CSCSE 

    of MOE of China

5. Tuition: RMB 158,000

IV. Courses Structure 

1. Fundamental Courses (4) 

Finance Theory & Practice, Elementary Accounting,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Big Data & Business Intelligence

2. Core Courses (9): 

Financi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dvanced 

Corporate Finance, Applied Business Statistics, Management 

Accounting, Marketing Management, Operations and Project 

Management, Managerial Economics, Strategy and Competition

3. Elective Courses (3):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Business Research Method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Leadership, Product & Service 

Development, Promotion &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Skill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V. Schedule for Application and Admission 

Application :                                                2021.10 – 2022.06

Entrance Exam :                                        2022.06 – 2022.08

Acceptance, Registration, Paying tuition : 2022.06 – 2022.08

Class Starts:                                                      2022.09

III.  Location and Study Abroad

1. Location: School of Management & Economics of 

    UESTC, Chengdu, China

2. Study Abroad (optional self-funded activities): The 

    students can apply to study 9 weeks at Webster 

    University’s main campus in St. Louis of U.S. or join a 

    two-week studying tour to U.S. in summer. Graduates can 

    choose to attend their graduation at Webster University.

Application documents submission→

Qualification confirmation→Entrance examination→

Acceptance       

VI. Application Documents 

1. Official Chinese and English diploma or bachelor  

    degree certificates, official Chinese and English 

    transcripts. Documents mentioned above shall 

    be provided in duplicate and must be attested 

    with the notary office seal or the 

    university’s seal.

2. Resume

3. At least one recommendation letter

4. One copy of ID card or passport

5. One two-inch license photo 

    with blue background

 Note: The tuition is excluded the cost of textbooks and 

            materials. Tuition is paid in 2 yearly payments.

Note: The specific time and arrangement will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ease refer to the official notice of iMBA Program.



地   址：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经管楼C321室  

            （成都市高新西区西源大道2006号，邮编610054）

电   话：（028）61831298

电子邮件：imba-office@uestc.edu.cn

网   址：http://www.imba.uestc.edu.cn

              http://www.websterchina.com

              http://www.webster.edu

              

联系我们

Address: Room C321, School of 
Management & Economics, UESTC  

No.2006, Xiyuan Ave, West Hi-Tech Zone, 
Chengdu, Sichuan 611731, P. R. China

Tel: 86-28-61831298 

E-mail: imba-office@uestc.edu.cn

Websites: http://www.imba.uestc.edu.cn

                 http: //www.websterchina.com

                http://www.webster.edu

 Contact Us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