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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大学商学院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是获得 EQUIS和
AMBA 认证商学院全球精英团体之一。
如果您在本商学院学习，便能成为业界
领先管理教育中心的一份子。我们在
2017年《经济学人》MBA排名中位列
全球百强。

诺丁汉大学在英国、中国和马来西亚均设有校园，我们在教学和
研究领域享有卓越声誉。我们的MBA课程设计旨在结合学术严谨
性与实际业务相关性。我们认真对待教育未来商业领袖的职责，
并鼓励您采取更广泛的伦理和社会视角来审视商业实践和金融。

我们是企业家教育领域的先驱者。我们认为，这是帮助您提高创
造力和有效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学院是企业家
活动的中心，我们联合众多外部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教
学、研究和思想领导。

我们与各大核心商业网络的紧密联系确保您能够从他们的商业
经验中，及从我们业界领先的各个中心和机构的创新研究中受
益——从发展充满抱负的初创企业到与劳斯莱斯合作开发供应
链解决方案。

无论您是期待实现职业发展或希望扩大专业人脉，我们都可以
帮助您实现自己的潜力。

Jim Devlin教授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院长

欢迎辞

nottingham.ac.uk/business/mba

全球

排名
前100强
2018年QS全球EMBA 
排名

19,000名
商学院全球校友 

医疗保健EMBA 
获得NHS领
导学院（NHS 
Leadership 
Academy）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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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生活

爱丁堡

曼彻斯特

诺丁汉
伯明翰

东米兰德

卡迪夫 伦敦

曼彻斯特 — 诺丁汉  
火车2小时

诺丁汉 — 伦敦  
火车1小时45分钟

贝尔法斯特

出行时间
这里交通便捷。诺丁汉离伦敦不到两

个小时，至首都伦敦和国内其他地方 

都有便捷的交通连接。

东米兰德机场是英国发展最快的 

机场之一，离市中心仅 40 分钟路程，

巴士 24 小时来往机场。

伯明翰国际机场离诺丁汉大学车程 

不足一小时。

诺丁汉到英国各主要城市有班次频

繁的铁路服务，包括到伦敦每30分

钟一班火车。欧洲之星直通伦敦圣潘

克拉斯国际火车站，只需短短几个小

时，您便可到达巴黎或布鲁塞尔。 

被评为英国最佳、
最安全夜生活城
市之一，荣获八项
紫旗奖

全球 

大学排名
百强
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

诺丁汉 
交通连接便利 
可轻松抵达英国和世
界各地

我们的位置

充满开拓精神的城市

诺丁汉是非常适宜工作和学习的城市。作为世界一流大学
所在地，诺丁汉是一个文化多元、繁荣发展的城市，这个
城市具有强烈的社区意识。

禧年（Jubilee）校区和大学公园（University 
Park）校区均靠近东米德兰商业和文化之
都——诺丁汉市中心。诺丁汉是多家重要雇
主机构的所在地，其中包括沃尔格林博姿联
合公司、益博睿、第一资本、意昂集团和英国
税务局。 

许多大型蓝筹公司和著名机构在诺丁汉及其
周边都设有办事处——诺丁汉商学院与其中
许多公司有着密切联系，其中包括附近位于
德比郡的劳斯莱斯。MBA课程学习期间，您可
以期待见到这些企业或其他机构 
的代表。

音乐场馆
诺丁汉各种音乐场馆设施完备，每个人
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场馆。著名的岩石
城 (Rock City) 有顶尖摇滚与独立音乐演
出，Motorpoint Arena举办全国性音乐会
和喜剧表演，而Rescue Rooms和Bodega 
Social Club俱乐部等地则有最新潮的 
另类表演。 

文化特色
诺丁汉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城市——您可
以亲身探寻的古老洞穴，轻松步行穿过沃尔
顿公园（Wollaton Park），或者参观庄严的伊
丽莎白女王大厅（Elizabethan Hall）。

除了大学的艺术中心和博物馆外，这个城市
还有各种当代和传统艺术画廊。这里有多元
影院和独立影院，如百老汇电影院，提供最好
的艺术电影和世界电影。诺丁汉有两个大型
剧院，并有较小的剧院，有些小剧院定期举办
喜剧之夜。

体育设施
这座城市拥有世界一流的体育设施，并有
两家足球联赛俱乐部：诺丁汉森林和诺茨
郡——后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足球俱乐
部。您可以在特伦特桥球场观看板球对抗赛，
或者在国家冰上中心为诺丁汉的职业冰球
队——诺丁汉黑豹队加油助威。

饮食
诺丁汉拥有许多独立经营的餐厅、咖啡馆和
酒吧，可满足各种口味和预算。

nottingham.ac.uk/nottinghamlife 54



发掘您的潜力

为何要在我们这里学习？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通过其在英国、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校区实现了
无与伦比的全球影响力，为不断变化的商业理念提供独特的全
球视野和联系。

全球排名前列并广受认可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是获得EQUIS和AMBA认证的精英商学院
团体之一。

AMBA自1993年起便认证了我们的MBA课程，确认相关课程符
合严格的质量标准。

我们获得了英国政府颁发的小企业宪章奖和大学企业园区地
位，以表彰我们在支持和发展英国企业方面 
所起到的作用。

深受雇主好评
我们量身定制的职业生涯支持包括独家活动和交流机会、 
一对一指导和在线资源。 

您将有机会与一家企业合作完成毕业管理项目，并可通过我们
的商业实践周，在课堂外收获一系列不可多得的企业洞察。

出色的教学
您将能够在小型而多样化的教育参加学习，并且接受在商业学
校顶尖研究中心工作的专家的任教，包括：

  健康、创新、领导和学习中心

  风险、银行和金融服务中心

  国际企业社会责任中心

  海顿绿色创新与创业研究所

世界领先的科研
根据最新的科研卓越框架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的研究能力排名英国第6位。

nottingham.ac.uk/business/mba
请在此处了解商科理学硕士学位能助您成就什么：

nottingham.ac.uk/business

欧洲排名
第39位
2018年QS欧洲EMBA排名

荣获 

小企业宪章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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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位置

诺丁汉大学屡获殊荣的禧年校区
提供英国最现代化、最美的学习
环境之一。

该校区于1999年由女王陛下宣布启用，因其创新建筑和环
保技术而备受赞赏。

禧年校区位于诺丁汉市中心附近的前工业园区，拥有无可
挑剔的绿色特质，是可持续发展的领导者。这里与大学公园
校区相隔一英里，可乘坐我们的免费校巴轻松到达。

禧年校区占地65亩，包括全球参与办公室所在的杨福家大
楼、运动中心、配套设施大楼（这里有餐厅和多信仰中心），
还有由Ken Shuttleworth（设计伦敦地标建筑——瑞士再
保险总部大楼的建筑师）设计的建筑方案，包括创新园区、
航空航天技术中心、能源技术大楼和英国最高的独立式公
共艺术作品“Aspire”。

世界级的设施
禧年校区的设施包括商学院图书馆、学生服务中心、学
习室、电脑实验室、餐馆、咖啡馆、学生会商店、英语语
言教育中心以及财务和商业数据系统（Bankscope、
彭博、BoardEx、金融时报、FitchConnect、Wharton 
Research以及由IBIS World提供的深度行业报告）。如果拥
有AMBA会员资格，还可在线阅读《华尔街日报》。

商学院
我们的MBA课程设在商学院南部的专用设施内，那里有演
讲厅、研讨会室、计算机实验室、专门的MBA公共资源和分
组室、咖啡厅和综合商业图书馆。

为何要在我们这里学习？

nottingham.ac.uk/business/mba

诺丁汉大学拥有来自150多个国
家的46,000多名学生、两个海外
校区和与世界各地机构的牢固
关系，我们将帮助您提升国际视
野，并将让您加入全球的领导人、
学者和同学网络。 

出众的体育设施
您可享受各种体育设施，禧年校区体育中心设有一个大型
体育馆，提供包括篮球、网球、篮网球、羽毛球和壁球场地，
武术和乒乓球练习室，以及健美操和健身课程练习场地。

在大学公园校区，投资4000万英镑兴建的大卫·罗斯体育
村（David Ross Sports Village）为业余爱好者和精英运动
员提供一流的环境，那里有击剑厅、武术道场、室内冲刺轨
道、英国最大的体育馆和唯一位于大学内的全玻璃壁球场。

围绕学生建立的支持网络
我们提供一个涵盖学术支持、资金建议、健康和咨询等在内
的服务网络。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ottingham.ac.uk/studentservices

我们为国际学生提供一系列额外的支持服务。如需了解更
多信息，请访问：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

杰出的教学
2017年教学卓越框架（TEF）; 
罗素集团旗下八所荣获TEF
金奖的大学之一（该奖项衡
量本科教学品质）

连续六年荣获绿
旗奖

商学院位于突破创新的禧年
校区，该校区曾荣获环境友
好设计奖项。为何不来一场
虚拟之旅？ 

nottingham.ac.uk/
virtualnott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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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MBA课程可成为提升您当前职业生涯的一个跳板，也可以让您审视自
己的职业选择，并考虑新的方向。我们的内部研究生就业团队将通过考虑您
的个人经验、技能、兴趣和愿望，帮助您探索和规划下一步的职业发展。

与您一起努力
从您的MBA学习早期阶段开始，我们便将与您一起
努力，让您能够为抓住未来的机会做好准备。

我们的服务包括：

  单独咨询，讨论您的职业目标和求职策略

  设计职业发展计划，帮助您规划职业生涯，量身定制
您的求职过程，让您有效地向潜在雇主推荐自己

  受邀演讲嘉宾提供各种职业领域和行业的专业洞察

  通过在商学院和大学内举办的各种职场活动提供交流机会

  心理测量评估，以提高自我意识，并提供职业剖析

  MBA职业规划和职业搜索专业资源，如Career 
Leader、MBA Exchange和在线薪资谈判工具

  量身定制的职位招聘和通讯服务，确保您
随时了解就业市场上的最新机会

全球工作
诺丁汉大学的MBA毕业生正在全球范围内成功
地开展职业生涯。我们的在线订阅和全球网络确
保您能够访问关于在全球各国工作的信息。

在英国工作
我们安排法律专家传授移民知识， 
帮助国际学生了解关于在英国工作的最新规定。

您的职业，由您做主

最近的雇主包括： 

亚马逊、博世、瑞士信贷、德勤、EDF能源、安

永、富达银行、汇丰银行、毕马威、普华永道、

利洁时集团、沃尔沃、威普罗技术公司

职业和专业发展

nottingham.ac.uk/business/careers

位置 
 15% 非洲（撒哈拉以南） 
 50% 亚洲
 10% 中东北非
 10% 南美
 15% 英国

职能
 19% 咨询
 9% 金融/会计
 24% 综合管理
 5% 人力资源
 33% 营销/销售
 10% 运营/物流                        

行业
 10% 咨询
 10% 消费品
 5% 能源
 19% 金融服务
 5% 政府
 5% 医疗（包括产品和服务）  
 14% 非营利
 14% 技术/工程   
 9% 技术
 9% 其他

* 2016/17年度可就业MBA毕业生的已知去向。

职业发展亮点

95%
MBA毕业生在毕业6
个月内 

找到工作的比例* 

52%
MBA毕业后 
平均加薪幅度* 

14% 的MBA  
毕业生自雇或创业*

您的个人和职业发展是MBA学习期间持续关
注的主题。除了职业发展活动外，我们还将鼓
励您培养一系列技能和能力，如领导力、团队
管理、咨询、数据分析和反思实践。

10 11



我们的MBA课程将帮助您掌握重要的理论概念，想要学习如何适应
实际商业环境、如何在实际商业环境中运用技能，帮助您在竞争激烈
的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

参与商业

MBA课程学习期间，您将接触到高级商业人士、从业人员
和国际知名学者。他们将挑战您对重要战略性业务决策的
态度和理解，帮助您以创新的方法解决问题。

您将学习让您成为管理团队负责人的课程，使您能够制定
创新方案，去解决可能威胁企业经营、企业声誉的日常问
题和危机。例如，您将学习如何应对有记者参加的新闻发
布会，学习向重要组织的高级主管组成的董事会介绍战略
解决方案。

我们将鼓励您的管理项目重点关注行业热门主题，以提升
您的专业发展和业务技能。由此，您的项目可能与一家企
业建立合作关系。

目前我们正在与诺丁汉森林足球俱乐部合作。之前的项目
曾与多家企业开展合作，其中包括：

  Association of Financial Mutuals

  阿斯利康制药公司

  Datatank

  意昂集团

  益博睿

  捷豹路虎

  诺丁汉郡医疗保健NHS基金会信托基金

  劳斯莱斯

  沃尔格林博姿联合公司

职业和专业发展

业务实践周
您将接触到一系列的教学方法来提升您的技能。与企业
建立联系是我们愿景的关键所在，我们的MBA业务实
践周让您有机会参观诺丁汉和伦敦的公司，了解更多有
关当前业务挑战的信息，并了解这些挑战与理论概念的
关系。借此，您可建立人脉，并能向最优秀的人学习。

过去几周拜访的企业包括：

  苹果

  Boldrocket

  第一资本

  英国合作社集团

  花旗银行

  德勤

  金融行为监理总署

  桑坦德银行

  沃尔格林博姿联合公司

“您将与商学院建立真正的联系。不单单
有同学，还有整个校友网络。它让我有信心
面对新的形势，及在新的行业独立工作。 
我遇到很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并且已经在
业务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知道不同组织
的运作方式非常类似，无论在哪个行业或
是要支持谁，无论其是首席信息官还是财
务总监。”

英国EMBA学生Rachael Lamb

nottingham.ac.uk/business/mba 1312



获得全球视野

建立您的国际网络
我们所有的MBA毕业生都成为商学院校友会成员，
并可以利用世界各地19,000名毕业生的网络。我们
许多校友都与学院保持联系，充当招生官、面试官、导
师、课程贡献者和潜在学生的顾问。其他人在他们的
公司或组织提供工作体验、实习机会和管理项目。

深入感受 
不同商业文化
体验不同文化，理解不同环境对企业的 
直接影响，让您从课堂来到现实世界。我们的国际游学
为您提供机会，通过与高管会面、公司访问、与学术专家
举行会议及文化活动（需另行收费），获得关于当前热点
话题的直接业务经验和洞察。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ottingham.ac.uk/business/mba/study-tours

国际游学

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奖学金计划
4月，我们会带领12至15名学生参加为期一周的宾夕法
尼亚州理海大学商务和文化考察活动。这所大学是美国
顶尖的研究机构之一。这个项目是我们与理海大学的马
丁代尔（Martindale）私营企业研究中心合作开发的。

您可以：

  访问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的蓝筹公司，包
括彭博、卡托研究所、美洲开发银行、国家
地理、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联合国总部

  在时代广场的汤姆森路透社度过一个下午，了解快
节奏的新闻环境，及了解企业如何管理品牌声誉

  参观白宫和国会山

  花时间在理海大学校园学习了解领导能力、
美国金融机构和华尔街交易的一些程序

“到访彭博公司无疑是最棒、最
激动人心的探访之一。深入了解
一家向世界各地的机构提供重
要金融和市场信息的公司，太棒
了。”

英国MBA学生David Teasdale

2018/19年度前往中国游学的学生在北
京天安门广场前留影。

职业和专业发展

nottingham.ac.uk/business/mba

  北仑深水港，中国最大的深水港，为您
提供学习了解物流的独特机会

  劳斯莱斯，著名的工程技术公司

  Arup Associates，全球领先的建筑和工程公司，曾
参与多个地标建筑项目，包括北京的鸟巢体育场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慕田峪长城

  会见中国政府官员

马来西亚之旅包括访问：

  马来西亚中央银行

  富贵集团（Nirvana Asia），东南亚最
大的殡葬服务提供商之一

  Mudajaya Group Berhad，一家投资控股公司

  皇家雪兰莪（Royal Selangor），马来西
亚锡镴制品制造商和零售商

  太子城，按照规划建设的马来西亚联邦行政中心城市

 世界自然基金会马来西亚分会，专注于棕榈油行业

 马来西亚联合工会

  Crops for the Future，诺丁汉大学马
来西亚校区的一个研究中心

诺丁汉大学与中国和马来西亚的独特关
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您了解在
这些国家开展业务的基本要点。国际游
学通常隔年安排一次，时间定于6月。

中国之旅包括访问：

  宁波北欧工业园区，中国第一家外商
独资经营的工业园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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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的思维充满创意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您的创业技能，以满足多样
的雇主需求。创业教育是诺丁汉最重要的优势
之一，MBA课程也广泛涉及开展创业活动。

核心课程“创业与创意”，融合了来自实践者广泛参与
的讲座和创作研讨会。您将参加创造力（Ingenuity）
流程，这是一种鼓励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独特
方法，由海顿绿色创新与创业研究所开发。

创造力实验室
如果您有一个商业创意，我们会支持您。建立网络和筹集
资金是初创企业成功的关键，我们将把您置于模拟创业环
境中，为创业学习提供最佳平台。 

诺丁汉大学为创业公司提供特别有活力的实验室设施——
创造力实验室，为创业者提供服务式办公室和专家建议。

创业和创新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维持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
性，正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可。本商学院以各种方式鼓励
创新和创业。

职业和专业发展

nottingham.ac.uk/enterprise

“成功的创业是一项复杂的活
动，需要结合个人特质、资质和
能力。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潜
伏的或休眠的，有些是可以学习
的。”

Martin Binks教授（创业发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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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MBA课程

我们所有的MBA课程包括一系列核心科目、选修课程和个
人或团体管理项目。核心科目确保您能学习必要的管理知
识，而选修课程和管理项目则让您在这些核心领域进行积
累，量身定制您自己的诺丁汉大学MBA。

我们的目标是：

  提升您的领导能力和技能

  通过与企业接触，培养您的实际管理能力

  鼓励采用创造性和创业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提升您对于负责任和可持续商业实践的理解

  通过结合教学、团队合作和海外企业访问机会，培养国
际视野

您学习和发展的基础是参与团队工作。我们向所有MBA课
程成员提供管理和人际关系技能项目。

与许多不同专业和文化背景的人才合作，与学术人员的密
切互动，可加快您的学习和管理能力提升。

有效的管理需要结合广泛的管理知
识和更多专业的技能。

“学习是终生的旅程，我度过了美
好的一年。课程由资深教授讲授，
他们不仅向我们传授知识，还带来
了愉快的学习经历。认识来自不同
背景的学生，让这个过程更加充满
魅力。与他们一起开展小组工作，
帮助我学习如何与具有不同心态和
个性的人合作。现在，我们的集体
看起来像个家庭，我真的很喜欢他
们。”

中国MBA学生吴江（音译）

医疗保健EMBA

MBA

EMBA

nottingham.ac.uk/pgstudy

MBA

在您入学之前 核心课程 选修课程

  注册

  欢迎

  介绍

  会计和金融

  商业经济学

  创业与创意 

  管理项目

  人员管理

  市场营销

  运营管理

  战略管理

  可持续决策和组织

从中选择四门课程：

  数字经济中的商业情报

  当代管理问题

  企业金融 

  商业游戏和战略

  创新管理

  国际游学

  领导和变革管理

  项目管理

  战略市场关系：建立、管理和利用市场关系

  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

学习期间

  个人和专业发展计划：能力发展和职业发展

我们的MBA课程在2017年经济学
人MBA排名中位列全球百强，可在
一年内全日制学习。

您可申请参与英国和海外多个竞争管理项目。我们与业界领
先的跨国公司开展合作。之前的合作伙伴包括阿斯利康、巴尔
弗·贝蒂公司、第一资本、意昂集团、益博睿、通用医疗、Ikano
银行、耐索、Orange Business Service、辉瑞、劳斯莱斯、渣打
银行、塔塔咨询服务和沃尔格林博姿联合公司等行业领先的跨
国公司开展合作，并与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非营利组织和
创意产业。

nottingham.ac.uk/pgstudy

课程模块可能会有变动，比如由于课程开发而产生的变动。以上是我们所提供典型课程的示例，而不是确定的列表。 
最新信息请参见我们的网站nottingham.ac.uk/pg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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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我们的EMBA课程让您有机会将灵活的
学习与高要求的职业相结合。相关课程
提供符合高层管理人员提升需求的先进
管理教育。

专为希望在MBA学习期间继续工作的高管和经理设计。我们的目标是提升
您创造价值的能力、提高组织效率，并提高您与其他人合作实现成功变革
的能力。

EMBA将向您介绍有关企业职能的一般管理观点，以及如何将其与快速变
化的环境相结合，并介绍关于企业运营的最新知识和理解，以及管理企业所
需的实用技能。我们的EMBA课程学员通常至少拥有五年的管理经验，而平
均经验水平超过10年。

我们的EMBA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包括非洲、澳大利亚、欧洲、远东和英国。
您将与来自私营、公共和非营利组织的参与者一起学习，他们带来广泛的经
验、对业务问题的新观点及绝佳的关系网络拓展机会。诺丁汉理想的位置和
良好的交通连接，让英国或海外任何地方的管理人员都能参与。

我们了解您需要认真计划MBA学习以适应工作及其他安排，为此，我们提供
最大的灵活性，让您的学习与您的生活方式相适应。根据您的安排，全年有
几个开学时间选择，每年学习的课程数量可以调整，并且可随着学习进度支
付每个课程的学费，从而能分摊费用。 

“专注于创业是我的关键，授课
导师在传统学术和相关经验的
结合方面堪称完美。教学基于最
新的前沿知识。我的信心提升了

一个层次。”

英国EMBA学生Susan Finch

我们的课程

nottingham.ac.uk/pgstudy

我们的EMBA课程可在2–4年内进
行非全日制学习。

每门课程学习通常持续一周，并在一年内定期提供，让您能灵
活地在不同时间加入课程的学习。除了在诺丁汉的课程，您还
可选择在我们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MBA项目中学习课程。

您还可以选择在一个学期内与全日制MBA学生一起学习特定
课程，在为期15周的课程期间，参加讲座和可能举办的小组会议
（每周几个小时）。

医疗保健EMBA
我们的医疗保健EMBA获得NHS领导学院认可。其中包括：

  八项核心课程

  两门医疗保健课程：

     委任和服务重新设计

    伦理道德、治理和风险

  两门选修课程

  医疗保健管理项目

课程模块可能会有变动，比如由于课程开发而产生的变动。以上是我们所提供典型课程的示例，而不是确定的列表。 
最新信息请参见我们的网站nottingham.ac.uk/pgstudy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拓宽管理经验 

  会计和金融

  商业经济学

  运营管理

  人员管理

  市场营销

  战略管理

加深管理经验 

  创业与创意

  可持续决策和组织

外加四门选修课程 
（详情参见第19页）

为您将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管理项目

  毕业

  加入商学院校友网络

  在活动中交流

  保持联系

  获得我们研究生职业发展团队的支持

nottingham.ac.uk/pgstudy

Leadership Academy

“我的MBA课程带来了职业和
个人发展。学习商业成功的构建
模块并将理论应用于真实商业
案例，这给我带来许多新鲜的观
点。我很高兴之前决定在这样一
个充满活力、对学生友好的城市
学习。”

土耳其MBA学生Elif Gurb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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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您的潜能

费用和资助

赞助员工完成EMBA课程的公司包括： 

英格兰银行、英国广播公司、英美烟草公司、英国电

信集团、保柏公司、第一资本、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雅诗兰黛、益博睿、 

福特汽车公司、法兰克福机场、玛氏食品、国民威斯

敏斯特银行、NHS、劳斯莱斯、 

圣戈班、沃尔格林博兹联合公司

nottingham.ac.uk/pgstudy/funding

我们力求让申请流程尽可能简单、
高效。

详细信息请参见我们的分步指引：nottingham.ac.uk/
pgstudy/how-to-apply

入学要求
我们的MBA课程要求具有任何学科的二等一级学位（或国际同
等学历），也可以考虑相关专业资质。

全日制MBA申请人应当具有至少3-5年的全职管理层工作 
经验，优先考虑从毕业后所获得的经验。

EMBA申请人应具有五年全职管理工作经验。

欧盟和国际申请人
我们的全球社区由来自150多个国家的员工和学生组成。工作
人员定期前往中国、加纳、印度、马来西亚等地举办活动，与潜
在学生会面。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meetus

如果您需要申请学生签证，诺丁汉大学可提供您所需要的 
全部信息和建议。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ottingham.ac.uk/go/student-visa

如需了解特定国家的信息，包括入学要求、奖学金、 
联系方式和代表信息，请参见 
nottingham.ac.uk/go/yourcountry

英语语言要求
针对第一语言非英语的申请者，我们要求雅思分数达到 7.0（每
项不低于 6.0）。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及可接受的替代性英语语言
要求，请参见 
nottingham.ac.uk/go/alternativerequirements

学术英语准备与支持
诺丁汉大学的英语语言教育中心提供高质量的学习准备和支
持课程。该中心获得英国文化协会官方认可，在英国开展英语
教学。我们的预备课程可让您的英语和学术技能提升到研究生
学习所需的水平，而无需再参加雅思或同等考试。我们还提供
为期5周和10周的商业和管理专业课程。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
访问 nottingham.ac.uk/cele

宾至如归

如何申请

我们保证为所有研究新生安排一年的单人宿舍，帮助您尽可能
简单轻松地搬到诺丁汉居住。为获得安排住宿保证，您必须接
受我们某项MBA课程的录取，并在指定的日期前申请住宿。如
需了解更多关于住宿的信息，包括关于住宿安排承诺的最新 
详情，请访问 nottingham.ac.uk/accommodation

平等机会政策
诺丁汉大学力求创造条件，使学生和工作人员完全根据其优
点、能力和潜力获得相应待遇，不论其性别、种族、肤色、国籍、
族裔、民族血统、年龄、社会经济背景、残疾情况、宗教信仰、政
治信仰、工会会员资格、家庭情况、性取向或其他无关的区别。

申请

在诺丁汉或在您的国家与我们会面
要确认诺丁汉大学MBA是否适合您和您的职业规划，最
好办法是与我们会面。我们的早餐和推介活动，在读MBA
学生、工作人员和校友都会参与。您也可在自己方便的时
间，安排与我们一对一会面。更多信息请参见 
nottingham.ac.uk/business/mba/open-days

我们定期访问国内国际代理机构，及参加MBA展会。更
多信息请参见 
nottingham.ac.uk/business/events

nottingham.ac.uk/pgstudy/how-to-apply

赞助机构 

福利
许多组织为雇员支付全部或部分费用到诺丁汉大学学习MBA
课程，有些每年都会派新员工过来学习。原因很简单：明确、即
时的投资回报。

您的经理都是专业人士，正如您支持他们那样，我们也将支持
您量身定制EMBA课程，以多种方式让您的企业获益：

  学生在课堂上和作业中运用他们的个人商业经验

  根据贵组织的需求灵活安排学习

  可帮助满足发展需求或当前职责需求的选修课程

  通过将真实问题作为管理项目的基础，为贵企业创造价值

  您的经理可通过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学习某些课程来提升
国际经验

作为赞助机构，您还可享受国际性大学的专业知识和服务，包
括受邀参加活动——其中包括我们的高级商业领导者系列讲
座，以及获得实习、毕业生招聘和高管教育机会等服务。

学费 

MBA和EMBA
英国、欧盟和国际学生学费：24,975英镑

EMBA学费支付可灵活安排。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ottingham.ac.uk/mba/scholarships

学习资助
为了让每个国家、每个行业有才能的申请人报读诺丁汉大学
MBA课程，商学院提供一系列奖学金，最高可支付高达 
30%–100%的学费。 

这些奖学金将颁发给具有卓越经验和优秀领导技能的候选人。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可靠管理经验的多样化、充满启发
性的团队。奖学金获得者将成为我们MBA课程的大使，并将获
得帮助为未来建立强大的网络。

一些奖学金判定将要求额外的证据或面试。奖学金可用性酌情
确定，可能会发生变化。通常，我们的奖学金仅在限定时间内 
提供，建议尽早申请。

我们还为在英国、欧盟和国际公共部门或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人
员提供部分EMBA助学金。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ottingham.ac.uk/mba/scholarships

校友奖学金
英国、欧盟和国际校友自动获得申请奖学金资格。该奖学金可
用于支付MBA学费，并将在收到我们的录取通知后立即颁发。

国际奖学金
诺丁汉大学提供一系列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国际 
奖学金。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ottingham.ac.uk/go/masters-scholarships

国际学生指南
有关英国生活费用、如何管理预算、如何开设英国银行账户的
指导，以及有关获资助学生的信息，请访问 
nottingham.ac.uk/go/international-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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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咨询请联系：

招生咨询中心

nottingham.ac.uk/business/mba

 +44 (0)115 951 5559

 nottingham.ac.uk/contact

 UoN.NUBS

 @NottmUniBSchool

本手册于适用学年之前已完成拟稿。我们尽全力确保本手册中包含的信息在发布时是准确的，但考虑到发布时间与课程开始时间之间的间隔，期间可能有信息发生变更（例如，
课程内容）。因此，在申请入读课程之前，请务必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最新情况：nottingham.ac.uk/pgstudy。如果本手册的信息与我们网站的内容之间存在差异，请以网站内
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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