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海事大学 2023 年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

01.大连海事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是交通运输部所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国家“双一流”

建设高校，是中国著名的高等航海学府，是被国际海事组织认定的世界上少数几所“享有国际盛誉”

的海事院校之一，是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具有工商管理硕士（MBA）办学资格的授权单位之一。

学校是国际海事大学联合会成员院校，获批 3 个国家“111 计划”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等，拥有 2 个国家重点学科，14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拥有 2 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2 个

国家级科技合作基地，11 个省级专业技术创新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6 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拥有 1 个国家级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1 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拥有 1 个国家级教学团

队，10 个省级教学团队。

02.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连海事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MBA）隶属于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学院目前建有辽宁省

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具有管理科学



与工程、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 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工商管理、工程管理 2 个非全日制

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集中了从事港航经济、物流与供应链、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航运金融、电

子商务、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研究的大批专家学者。现有专任教师 120 余人，其中教授 30 人、副

教授 50 余人，其中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 人、交通运输

部青年科技人才 1 人、“兴辽英才”青年拔尖人才 4 人等，获批教育部创新团队 1 个、辽宁省高等

学校创新团队 2 个、“兴辽英才计划”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 1 个。

为保障工商管理硕士（MBA）人才培养的前瞻性，学院面向全球招聘优秀师资，邀请一批来自于新加坡

国立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荷兰鹿特丹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东

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马士基集团、京东集团、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港航物流领域领军企业高管担

任讲座教授。

学院科研实力卓越，作为牵头单位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 项，研究经费近亿元；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00 余项；学院教师在 SCI、SSCI、CSSCI

等检索期刊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其中 3 篇被国际商学院公认的顶级期刊（UTD-24）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INFORMS Journal on Computing 和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收录；相关研究成果获国家领导人批示 3 项，省部级领导人批示 8 项；获教育部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1 项，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一等奖等省部级奖

10 余项，教育部和科技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港航企业绿色增长及价值链重

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1800 万元(国拨 900 万元，学校配套 900 万)。



依托省部级协同创新中心——大连海事大学综合交通运输协同创新中心，承担大连海事大学“交通强

国”建设平台试点任务，建有综合立体交通智能技术实验平台、智慧港口与自动化码头实验平台两个

处于国际领先的实验平台；拥有辽宁省港口与物流枢纽数字化、辽宁省物流航运管理系统工程、辽宁

省综合交通大数据三个省级重点实验室；拥有全景供应链管理、港口与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移动应

用联合、自动化码头管理等多个教学实验室；将科研成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新成立“大连东北亚国

际航运中心研究院”，开展航运中心建设前瞻性研究，为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建

设提供智库支持。

03.项目简介

工商管理硕士(MBA)是一种培养务实型高层次综合管理人才的专业学位，大连海事大学 MBA 项目强调

“以特色为基础，注重综合应用，培养创新能力”，已毕业学生 3000 余人，师资队伍雄厚，校园

环境优美，校友资源丰富，现面向全国招收 2023 年非全日制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MBA)，

欢迎有志之士报考!



培养目标：发挥大连海事大学特色优势，坚持面向经济主战场与国家对港航物流与供应链领域的人才

需求，依托自身学科优势、置身行业发展前沿，通过提供精品课程体系和系统的专业训练，培养理论

和实务并重，掌握现代工商管理理论、方法与技能，具有国际视野、全球意识、富于开拓进取及创新

精神的适应现代工商企业和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高层次、综合型经营管理人才，尤其是服务于港航经

济、物流与供应链、航运金融、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实务型高级管理人才。

报考信息

2023 年学校面向全国招收非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研究生，下设工商企业管理、商业

模式创新、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创新创业三个培养方向。

报考条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

4. 在境外获得学历（学位）的考生，其学历（学位）证书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

5. 学校非全日制研究生只招收定向就业人员，定向就业考生应有工作单位，按照定向合同就业。

6. 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①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以上（即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工作经验；

②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或大学本科结业后，达到大学本科毕业同等学力并有 5 年以上

（即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获得高职高专毕业证书）工作经验；

③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有 2 年以上（即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证书）工

作经验。

注意：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关考试招生政策同时按照《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工商

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意见》（教研【2016】2 号）有关规定执行。

报名办法

报名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两阶段缺一不可。

01 网上报名

预报名时间：2022 年 9 月 24 日-9 月 27 日

9:00-22:00

正式报名时间：2022 年 10 月 5 日-10 月 25 日

9:00-22:00

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自行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 以下简称“研招网”）

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报考点、大连海事大学研究生院网站

（http://grs.dlmu.edu.cn）或大连海事大学校园网主页招生就业栏

（http://www.dlmu.edu.cn/zsjy/yjszs.htm）的相关要求报名。在网报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

息，并按报考点所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要求缴纳报考费。

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可

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 网址 http://www.chsi.com.cn）

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未能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前向我校提供学历（学

籍）核验材料，未能提交材料者将不予准考。



考生应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凡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或填报虚假信息而

造成不能考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02 网上确认

1. 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国家招生工作安排和本地区报考组织情况自行确定和公布。

2. 考生网上确认时应当积极配合报考点工作人员，根据核验工作需要，按要求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

学历学位证书和网上报名编号等，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

3. 所有考生均应当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

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03 打印准考证

考生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考前 10 天左右），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

考证》。《准考证》使用 A4 幅面白纸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凭下载打

印的《准考证》及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04 招生专业目录及招生计划

招生单位：大连海事大学，代码 10151。

学院名称及代码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006）

专业名称及代码 工商管理（125100）

研究方向及代码

51.工商企业管理

52.商业模式创新

53.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创新创业

考试科目及代码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199）

英语（二）（204）

或俄语（202）

或日语（203）

复试笔试科目 思想政治理论

2023 年招生计划：206 人。

资格审查

在复试前对考生学历证书、学历认证报告等报名材料进行再次审查，对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者，不予复

试。

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考试

MBA 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阶段。

初试

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组织。初试科目名称及代码如下：

第一单元科目：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199），满分 200 分。

第二单元科目：英语二（204）或俄语（202）或日语（203），满分 100 分。

考试时间：2022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 具体时间以准考证为准。

初始地点：由报考点统一安排。

复试

根据教育部统一划定的初试成绩要求且满足我校工商管理（MBA）复试分数要求的考生，将有资格参加

学校组织的复试，复试包括笔试和综合面试两部分。



参加“优选计划”且获得通过的考生，复试政策参见《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2 年优

秀学员夏令营暨 MBA“优选计划”活动通知》（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MBA 项目官网可查）。

学习方式

方式：非全日制学习，采取集中学习和业余学习相结合或全程业余时间学习两种方式，学制 2.5 年，

最长不超过 5 年。

注：集中学习和业余学习相结合是指，利用国家公共假期集中在大连校本部讲授主要学位课程，业余

时间在大连、青岛、深圳等地依托企业实践基地完成部分实践训练环节的培养。全程业余时间学习是

指，利用周末时间在大连校本部完成人才培养全过程。

学费

51. 工商企业管理方向学费：3.4 万元/年（学制 2.5 年）。

52. 商业模式创新方向学费：4.9 万元/年（学制 2.5 年）。

53.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创新创业方向学费：4.9 万元/年（学制 2.5 年）。

以上各研究方向学费按学校规定日期和方式缴纳。

考核、论文答辩与毕业

根据国家教育部对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的有关规定，MBA 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和学分，

经大连海事大学研究生院审核，可进入学位论文研究与撰写工作阶段。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后，

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查通过，由大连海事大学颁发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

其他

学员入学后，外语课程只开设英语教学，日语、俄语考生报考时需慎重。如上级部门发布了新的政策

文件，以新文件规定内容为准。具体招生政策以学校公布的《大连海事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章程》规定为准。

招生咨询

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联 系 人：杨老师

咨询电话：0411-84723561

深圳实践基地：黄老师 18565611223

MBA 项目官网网址：

http://www.dlmu-mba.com

邮 箱：mbazs@dlmu-mba.com

通信地址：大连市高新区凌海路 1 号大连海事大学管理楼 B 座 406 室

邮 编：116026

免 费 预 约 试 听 !

【市内校区】

咨询电话：18004089003/18004089005

【开发区校区】

咨询电话：18004089006/1800408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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