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SN 荷兰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

国际视野 知行合一

不出国门，就读世界名校

BSN 荷兰商学院是荷兰政府批准、中国政府认可的应用科学型大学，是世界上将“行动学

习法”应用于工商管理教育领域的先驱，是全球为数不多的获得六项国际权威认证的欧洲

一流商学院。

立管理创新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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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拥有国际化视野，兼具

管理创新能力，融贯东西方

管理精髓的商界领袖和管理

精英。

使命

6 大 权 威 认 证

3 大 核 心 优 势

以全球管理智慧变革中国商业未来

行动学习体系创新工商管理课程

在参与认证的过程中，BSN 荷兰商学院展示了对教学卓越和质量提升的承诺，这一认证证明

BSN 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最高质量的商业教育。

Steve Parscale  美国 ACBSP 首席认证官

多 网 资 质 查 询

美国 ACBSP 认证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
会承认的美国两大商学
院认证机构之一

荷兰 NVAO 认证

全球荷兰语地区顶级政
府认证机构

荷兰 CEDEO 认证

荷兰经济事务部从人力
资 源 角 度 推 荐 认 证，
BSN 连续 26 年认证

瑞士 eduQua 认证

瑞士政府高等教育质
量认证

欧洲 ATHEA 认证

以欧洲教育为标准的跨
国高等教育认证

荷兰 NRTO 认证

荷兰职业教育培训机构
审核认证

植根荷兰，辐射全球，面向未来，培养领袖。BSN 荷兰商学院拥有全球领先的管

理理念、中西贯通的教授团队，强调个人和企业要在国际视野中树立全新发展理念，

注重培养学员的思维模式、管理格局与资源整合能力。 

产学互动，教研并重，夯实知识，应用实践。BSN 荷兰商学院以践行 30 年的“行

动学习法”为核心，结合中国本土化商业实践，建立了兼具全球广度和中国深度的

MBA 课程体系——从思维框架到管理实务，从人力资源到企业战略，全面提升和

培养学员领导力和企业创新力。

积极开放，互利共创，相互加持，赋能成长。BSN 荷兰商学院全球毕业校友已经超

过 10000+，每年都会举办全球毕业典礼、全球创新营、标杆企业考察、政府科研机

构访问等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为校友搭建分享与互动、赋能与成长的价值平台。

全球认可

知行合一

价值共创

引领学员重塑国际新理念、管理新格局

赋能学员管理能力、企业运营绩效提升

搭建学员和校企高质量发展融合新平台

欧 洲 一 等 MBA 项 目，

覆 盖 欧 洲、 亚 洲、 非 洲

和南美洲多个国家

英国著名杂志《CEO》

连续评选为欧洲最具

价值 MBA 项目

连 续 九 年 入 选 荷 兰 国

家奖学金（OKP）项目

荷兰权威杂志《Intermediair》

连续六年评选为教学内容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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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设预科学习，帮助学员提升自我及企业认知

独创行动学习实验室和模拟管理实战特色课程，学以致用，让知识变成智慧

独创双向导师机制，学术理论与企业实践相结合

全程学习辅导，让毕业不再难

3 大洲际中心

11 个校区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0000+ 校友

创新企业创始人
涉外企业

私营企业

国有企业高管

每年数十场线下活动

校友分布 校友属性 校友活动

Robert W. Swaim 博士

王念宁

Henri Masson 博士

王建宙

丁守海博士

黄代放

李刚博士

任萍萍

全球著名德鲁克权威专家

BSN 荷兰商学院战略管理教授

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哲学历史研究局局长

欧洲工商协会（SEII）会长

BSN 荷兰商学院国际管理教授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主席

中国移动原董事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BSN 荷兰商学院特聘教授

全国工商联咨询委员会委员

泰豪集团董事长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BSN 荷兰商学院特聘教授

科大讯飞教育集团公司副总裁

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常务理事

Paul Turken 博士

王忠民

Andy P. Mosmans RM 博士

李若弘

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客座教授

BSN 荷兰商学院营销管理教授

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原西北大学校长

欧洲知名营销专家

BSN 品牌战略管理教授

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席

北京和苑博物馆创始人

Carl van Dyck 博士

金碚

Norbert Greveling 博士

张文林

张延博士

原烽

比利时驻荷兰商会会长

BSN 荷兰商学院战略管理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

IBM 咨询集团股东

BSN 荷兰商学院战略与变革管理教授

华为首席战略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BSN 荷兰商学院特聘教授

京东方副总裁，首席市场官

BSN 荷兰商学院的教授团队不仅具有国际视野、通晓中西方管理精髓，而且深谙中国本土

的企业发展和管理实践，能够将世界前沿管理思想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有机融合，

让学员掌握解决企业问题的方法论，从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新价值。

BSN 荷兰商学院高度重视学员在行动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从理论学习、行动实践、综

合探究三个维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行动学习课程体系，创新性地设置了预科学习阶段、首

创“行动学习实验室”和“模拟管理实战”课程、全程配备学习辅导老师及双向导师，帮

助学员和企业提升认知能力与思维层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找到方法、提升能力、激发

潜能，最终实现个人成长和企业发展。

综合探究

行动实践

理论学习

预科阶段

提升企业家思维

四大行动学习实验室

四大模块，行动学习渗透每个环节

自我及企业充分认知、备战行动学习

行动学习思想贯穿整个学习过程

学员数据分析

亚洲学区部分校友所属组织

民营或民营控股 70.4％

珠宝 / 奢侈品 5.8％ 

国家机关 2.3％

金融 12.8％ 

能源 / 电气 4.3％   

教育培训 8.2％

医药 / 生物 3.3％ 

房地产 / 建筑 11.8％

电子技术 9.3％
交通 / 物流 6.7％

咨询 3.6％ 

文化 / 体育 / 传媒 7.3％

批发 / 零售 / 贸易 7.9％

其他 16.7％

外商独资

或外商控股 17.9 ％

其他 11.7％

行业分布

平均年龄

34 岁

平均工作经验

10.5 年

平均管理经验

8 年

高层管理
人员比例

82％

拥有硕士以上
学历学员比例

15.7％

女性学员比例

46％

公司性质

BSN 荷兰商学院在欧洲、亚洲、非洲
建立了 11 大校区

汇聚来自全球 70 多个国家超过 10,000 名校友

亚洲学区超过 2,000 名学生取得 MBA 学位和 DBA 学位

国有界 · 校友无界

标杆企业参访

欢迎加入 BSN MBA

BSN 荷兰商学院走进百度、神州数码、联想、阿里巴巴、新浪等知名企业参访

· 创新创业者，涉外企业、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高级经理人，科研院校、政府机构工作人员。

· 工作经验：三年以上管理经验；参加过企业管理培训、MBA、EMBA 研修课程学习的申请人优先录取。

· 学制两年，每月在北京集中授课一次，每次连续 2-3 天。

· 课程阶段不少于 18 个月，论文阶段不少于 6 个月。

· 申请费：2,000 元（RMB）

· 学   费：158,000 元（RMB）

· 学员完成所有规定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者，BSN

荷兰商学院将颁发全球认可的工商管理硕士（MBA）证书。

申请对象

学习方式

学习费用

学位证书

入学流程

提交
申请

初审 面试 录取 缴费 注册

预科阶段

理论学习

行动实践

综合探究

自我及企业认知 

课题研究 

行动学习实验室 
小组学习 + 辅导 · 营销管理方向

小组学习 + 辅导 · 战略管理方向

论文开题讲座、写作咨询及答辩

线上课堂讨论

小组学习 + 辅导 · 运营管理方向

小组学习 + 辅导 · 人力资源管理方向

企业组织与人力资源模块
课程 课程名称

管理导论 企业组织进化与管理效能提升

企业组织与领导力 企业人才战略

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绩效管理与激励体系

营销模块
课程 课程名称

营销管理基础 企业营销新思维

营销模拟实战 营销模拟商战

高级营销管理 企业营销创新与管理

运营模块
课程 课程名称

财务管理 企业财务分析与经营决策

财务管理实务 企业税务筹划与风险管理

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与企业大数据策略

国际管理 全球化环境下的企业管理

项目管理 企业项目管理与执行

精益管理 精益思维下的企业管理

战略模块
课程 课程名称

战略管理基础 战略思维与企业战略分析工具

战略管理进阶 商业画布在企业战略布局的运用

高级战略管理 商业模式与管理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