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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考资格 
 

1. 工作背景不是金融行业，是否可以申请金融 MBA 项目？  

答：可以。金融 MBA 项目主张产融结合的多元化招生理念，欢迎不同工作背景的学员加入，以

使学员在不 同的思想交流中相互学习共同发展。 目前长江金融 MBA 来自产业与金融行业的学

生比例将近 1:1。 

2. 报考条件中要求的工作经历年限如何计算？ 

答：从毕业获得证书（一般为每年 7 月份）的时间到被录取入学（每年 10 月份）的全职工作时

间，针对不同学历的具体要求分别为：大专毕业后有 5 年或 5 年以上工作经验；大学本科毕业

后有 3 年或 3 年以上工作经验；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 年或 2 年以上工作经验。 

3. 本科毕业证（无学位）可否报考？ 

答：只要有教育部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并且毕业后有 3 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即可报考，不要

求一定有学位。 

4. 专科毕业后，通过高教自考或成人教育（专升本）获得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以何种身

份报考？ 

答：专升本的考生，获得本科毕业证后工作经验满 3 年以本科身份报考；本科毕业后工作经验

不满 3 年的，仍然要以专科身份报考。党校毕业文凭系列中，只有参加全国成人教育考试获得

的学历才可承认。 

5. 大专毕业生报考是否有特殊要求和附加条件，比如英语四级、加试课程等？ 

答：长江没有对大专毕业生报考附加任何条件。只要有国家教育部承认的大专学历、规定的考试

成绩和较好工作背景均可报考，录取以后一般不需要任何加试。 

6. 有硕士学位的考生能否报考工商管理硕士？ 

答：已获硕士学位且有两年或两年以上工作经历者可以以硕士学位报考。如果获得硕士学位后的

工作经历不满两年，只能以本科身份报考且需要本科毕业后工作经验满 3 年。 

7. 已获得港澳台地区或国外本科（硕士）学历学位的考生，可以报考吗？ 

答：在港澳台地区或国外取得本科（硕士）学历学位的考生须到教育部相关部门进行学历认证，

认证通过后，方可以本科（硕士）学历报考，且本科（硕士）毕业后有三年（二年）或三年（二

年）以上工作经历。且其他报名条件和报名考试流程，均与其他考生一致。 

8. 申请金融 MBA 项目需要考 GMAT 吗？  

答：不需要，但需要参加长江商学院的笔试。如果你有 GMAT 成绩并达到 680 分以上，可以免

笔试。 



二、 报考指导 
 

1. 什么样的人适合报考长江金融 MBA 项目？ 

答：金融行业专业人士、实业界的管理层人员、创业者、家族企业接班人、希望能尽快接入中国

市场的海外留学归国人员 

2. 长江金融 MBA 项目招生形式是什么样的？需要参加全国管理类联考吗？ 

答：长江 FMBA 项目实行“先期审核—+后期联考”的招生方式。“先期审核”包括预审申请材

料、参加项目的笔试与面试（个人面试及小组面试）。如希望在毕业时获得硕士学历学位的申请

人，在提前通过项目先期审核获得预录取资格和有条件录取资格后方可报名参加全国管理类联考。

虽然每年项目会有少量调剂名额，但为不影响奖学金的申请，鼓励所有申请人提前参与项目的先

期审核。先期审核成绩两年有效。 

3. 需要提交哪些申请材料？如何提交？ 

答：实行线上提交申请材料，在报名系统地址：http://oas.ckgsb.com/fmba/account/login。

申请人在线填写申请表的所有内容，并按照规定时间提交以下必要的电子版资料：身份证正反面

扫描件、证件照、最高学历/学位证扫描件，简历，名片，两封推荐信。其他补充资料包括但不

限于海外学历认证、大学成绩单、GMAT/GRE 正式成绩单、其它语言成绩证明（TOFEL 或者 IELTS）

以及其他证明书（荣誉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 

4. 申请材料中推荐信是不是必须的？ 

答：必须的，且至少两封。建议一位为申请人的直接领导，另一位为在金融界或政府部门等有一

定影响力的权威人士。  

5. 可选择性上传（提交）的材料在评审中有多大作用？ 

答：我们希望从材料中尽可能多的了解你的个人特质和潜质。因此材料越充分越有助于我们对你

做出更全面更准确的判断。 

6. 符合长江金融 MBA 报名条件的申请人，需要哪些申请步骤？  

答：您需要经过申请资料准备---资格审核---笔试/面试---综合评审等申请流程。  

1) 申请资料准备：通过长江商学院官网进入金融 MBA 在线申请页面，注册新用户并直接在线

填写申请表。长江金融 MBA 将对申请者提供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所有信息将只被用于申

请评审。如您被录取，它们将成为您学籍档案的一部分；如未被录取，全套申请材料恕不退

还。 

2)  资格审核：长江商学院金融 MBA 招生办公室收到您的全套申请资料后，会对您的资料进行

初审。请注意申请资料是否齐全将会影响到您的资格审核进度。  

3) 笔试/面试：申请资料初审通过后，申请者将会获得笔试、面试资格。  

4) 综合评审：笔面试结束后，长江金融 MBA 入学资格评审委员会将基于笔试面试成绩对申请

者进行综合评审，按照综合评审结果择优录取。评审结果通常需等待 10 个工作日公布。  

http://oas.ckgsb.com/fmba/account/login


7. 长江金融 MBA 笔、面试考什么？ 

答：笔试为中文考试，难度和 MBA 国家联考卷类似，可参考 2015-2018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真题。在缴纳申请费后，考前会免费提供样卷和参考书目。 面试分为个人面试环节和小组讨论

环节。  

8. 长江金融 MBA 项目是否接受调剂？ 

答：每年项目会有少量调剂名额。 

 

三、 课程与师资 
 

1. 长江金融 MBA 的学习模式是怎样的？ 

答：长江金融 MBA 是一个在职学习的中文 MBA 项目，学制两年。每年 10 月开学，采用模块

授课方式，集中周末上课，一般每月两个周末课程。有少量选修课及海外课程会安排在非周末时

间。 

2. 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班级，在课程设置和其它资源配置上有差别吗？ 

答：三地在课程设置与师资配置都是一样的。每年，长江金融 MBA 项目在北、上、深三地同时

开班，考生在入学前根据个人工作常驻地选择就近区域入学。在读期间，如出现常驻地变化可申

请转班。也可根据需要，申请在不同校区进行补课以满足学习的要求。 

3. 长江教授的课程更偏理论还是实战？  

答：金融 MBA 的教授团队注重理论与实战相结合，被誉为“通理论、通实践、通国内、通世界”

的四通教授。  

4. 海外课程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  

答：海外课程是一门选修课。在过去两年中，项目为同学提供了多条线路选择，如：美国东部模

块、美国西部模块、英法模块、以色列模块、墨西哥模块等。海外课程是从学员入学后的第二年

开始。  

5. 金融 MBA 项目与 EMBA/MBA 项目的学员交流多吗？  

答：长江商学院一直重视“家文化”的打造，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已经拥有一个最具社会影响力

与凝聚力，非常活跃的校友社群，。金融 MBA 项目与其他各项目的学员可以在各地方校友会、

行业学会、兴趣俱乐部的各种校友活动中充分交流。  

6. 金融 MBA 项目学费是多少？  

答：2019 年金融 MBA 项目学费为 58.8 万元，除注册费外，其余学费按学年支付。 



7. 长江金融 MBA 项目有交换项目吗？如何申请？ 

答：长江金融 MBA 应该是全国唯一一个为在职 MBA 学生提供海外交换机会的项目。事实上我

们的交换项目与学院的 MBA 项目合办，在每年 4 月份确定接下来一个学年（两个学期）的交换

政策。2018 年度最受同学欢迎的交换院校有：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法国里

昂高等商学院等。 

 

更多问题，请通过以下途径了解： 

1) 长江商学院学院主页：http://www.ckgsb.edu.cn/ 

2) 长江商学院金融 MBA 项目主页：http://www.ckgsb.edu.cn/fmba 

3) 招生咨询电话：400 700 8084 

 

 

http://www.ckgsb.edu.cn/
http://www.ckgsb.edu.cn/f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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