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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MBA ESG 高等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班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班 

 

全法精英商校排名第十五位， AACSB 专业机构认证 

国际名校 入学免考 · 名师执教 双语教学 · 学位认可 精英荟萃 

 

 项目简介 MBA ESG 

法国 MBA ESG 高等商学院 MBA/EMBA 硕士研究生项目，学制一

年，中国学生无需全国联考，无语言要求，专科以上学历即可申请入学。

学习课程内容、学习时间、学习地点以及学员毕业方式灵活。学员成绩

合格可以获得 MBA ESG 高等商学院颁发的MBA学位证书或EMBA 学

位证书，可以集体前往法国参加学位授予仪式。 

 

 授权 Authorization  
珠海金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金网国际教育管理集团旗下机构，金网国际

教育管理集团是澳大利亚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ASX:VIA），是目前中国第一

家也是唯一一家在澳洲上市的教育管理公司。集团成立以来，致力于引进西

方发达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 

法国MBA ESG 工商管理硕士班和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班经法国教

育联盟批准，实施双语教学，中文答辩，为企业家及高级管理人员学习西方

的现代管理知识、搭建高端人脉平台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2020 年 4 月 25 日，法国 ESG 集团授予珠

海金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西安等地区独家总代理。 

 
授权书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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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简介 University Profile 
巴黎高等管理学院（ESG Management School），现称巴黎商学院（Paris School of Business，

通用简称：PSB），是法国著名的精英制教育体系高等商业管理学校之一。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大学有合作办学及双学位项目。学生来自全球 50 多个国家，目前有 3000 名在

校学生。同时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同时拥有 EQUIS、AMBAs、AACSB、EFMD、UGEI 等国际认证的商学院

之一。MBA ESG 学院是 ESG 教育集团的硕士 MBA 学院，是法国可以提供 MBA 硕士阶段专业方向最全

的学校。30 多年来，一直实践着由专业人士培养专业人士，让企业融入教学及教学项目的理念，学院 75%

以上的任课老师是活跃在各领域的优秀职业人。可颁发法国国家认证的 11 项 RNCP 一级文凭。其中 21

门 MBA 课程入选权威机构 SMBG 2018 优秀硕士课程。学校和企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和全球 3000

多个著名企业有着合作关系，每年有 10000 个实习机会以及 14000 个工作机会。 

巴黎商学院是法国商学院中最早获得 AMBA 国际认证的学校之一，学校一直在法国《SMBG》网站

“法国高等商学院榜单”中位列 TOP1。此外学校在《挑战》杂志和《世界报》和《巴黎人报》的“法国

高等商学院榜单”中位列 TOP3。作为法国精英制大学校联盟（CGE）成员之一，其高商项目课程学历由

法国教育部颁发，其他所发学历也受法国国家承认、中国涉外教育监管网备案以及 IACBE 等国际认证。 

ESG 是工商管理硕士协会（AMBA）、国际商管学院促进协会（AACSB）、英国会计师协会（CIMA）、

法国大学校联合会（Conférence des Grandes Écoles）、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国际大学商

业教育协会（IACBE）的机构成员。 

 

 项目特色及学习收益 Features and Benefits  
 

国际名校   国际名校，高质量实战管理课程 

 

国际课程   国际化与本土化，系统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极具战略思维与全球视野的理念塑造 

 

高效学习   一年打造专业及语言优势，适度紧凑的课程助力商道攻略 

 

优质资源   融入国际校友网络，结交国内外各界精英 

 

中外名师   中外名师授课，理论阐释与案例研判相结合 

 

寓教于行   项目管理与持续服务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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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优势 Advantages 

（1）世界顶级名校：法国 ESG 高等商学院同时是 EQUIS、AMBAs、AACSB、EFMD、UGEI 等全球

认证的商学院；  

（2） 权威推荐：均是名列中国教育部推荐以及中国国家认证的法国 57 所商业管理学校之内，均可

在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 

（3）无需联考：不需参加全国联考，凭本科学历或专科 2 年工作经历即可申请入学。 

 

 课程设置 Curriculum  

法国 ESG EMBA 课程设置（36 学分）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学分 

入学模块 学校及课程介绍、网上学习工具介绍、学员互动 
 

核心课程 

领导力及人力资本 3 学分 

高级财务管理 3 学分 

全球经济环境与战略管理 3 学分 

市场战略 3 学分 

数据模型与决策 3 学分 

客户资产管理 3 学分 

高阶课程 

信息技术 3 学分 

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3 学分 

全球创业与创新 3 学分 

游学模块 
访问法国 ESG 大学本部，参观法国地区跨国企业，学、商、政界系列

讲座、团队作业及毕业典礼 
3 学分 

思想的格局模块 
国家政策解析&时政热点洞察 2 学分 

商业实践创新&人文智慧传承 2 学分 

经营新格局模块 战略/组织/营销 2 学分 

 

法国 ESG MBA 课程设置（30 学分）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学分 

入学模块 学校及课程介绍、网上学习工具介绍、学员互动 
 

核心课程 

全球化思维下的领导与管理 3 学分 

会计学 3 学分 

战略管理 3 学分 

市场战略 3 学分 



                                                                  【金网商学】 

 

 

数据模型与决策 3 学分 

高阶课程 

金融管理 3 学分 

国际商务管理 3 学分 

企业创新 3 学分 

游学模块 
访问法国 ESG 大学本部，参观法国地区跨国企业，学、商、政界系列

讲座、团队作业及毕业典礼 
3 学分 

经营新格局模块 战略/组织/营销；财务管控/精益生产/供应链变革 3 学分 

 

 

 师资及授课 Professors 

按照“授课系统性与实用性”原则，在全球各知名学

府及商界精英中进行筛选，严格把关师资的学术水平、资

历、业界影响力及授课水准，建立完备优质的师资储备资

源库。 

教学过程中，法国 MBA ESG 学院将不定期抽查学员

作业、教授教材，并举办和学员的教学研讨会，确保整个

项目的教学质量。  

外教英文授课，现场将配有中文交传翻译。 

如果教材，课件以及阅读材料为英文版，将会提供中

文翻译版本。 

 

 学制 Program Duration  

总学制为 1 年 

 

 毕业 Graduation 

学员正式入学后，学籍在法国 MBA ESG 大学可查询，并与校本部学生享有相同权力 

 

学员完成学习和论文后，将获颁法国 MBA ESG 工商管理硕士或 EMBA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证书， 该证书与法国校本部毕业生获颁证书完全一致 

 

学员可选择去法国 MBA ESG 学院或者在珠海参加学位证书的颁发仪式和毕业典礼。法国 MBA ESG 学

院将为本项目学员来法国本校参加 MBA 学位颁发的毕业典礼提供签证及交通方面的支持，前往法国的相

关费用需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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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形式及时间 

学制 1 年，周末面授，每月集中 1 至 2 次课程。 

 

 入学资格 The Requirements  

（1）本科毕业，1 年以上管理工作经验。 

（2）专科毕业，2 年以上工作经验。 

（3）优秀者，可凭业绩申请。 

 

 申请材料 

1. 本人照片（电子版用于制作学生证） 

2. 身份证或护照原件扫描件 1 份 

3. 本人名片 1 张 

4. 最高学历毕业证（如有学位，需提供学位证）、成绩单原件扫描件 

5. 个人履历（根据模版填写） 

6. 推荐信（根据模版填写） 

7. 个人陈述（根据模版填写） 

 

 教育投资 

MBA 总学费为 98，000 元人民币/人（含学费、注册费、教材费、教学管理费）。 

EMBA 总学费为 118000 元人民币/人（含学费、注册费、教材费、教学管理费）。 

 

 联系我们 
欢迎电话垂询 

固定电话 

韦老师 86-756-3336981 

杨老师 86-756-3378808 

鞠老师 86-756-3369307 

赖老师 86-756-3362137 

传真 86-756-3378207 

网址 http://www.shuemba.com/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吉大白莲路 53 号金网大厦 

法国 MBA ESG 网址 https://www.esg.fr/ecole-par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