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风雨兼程，守初心再远航 

—记西南科技大学 MBA 教育十周年 

十载栉风沐雨，十载春华秋实，西南科技大学迎来了 MBA 教育十周年华诞。

我校 MBA 立足中国科技城，面向西部地区，充分发挥学校共建和产学研联合办学

优势 ，为区域和行业培养优秀的中高层工商管理人才。历经十年风雨，不忘初

心，我校 MBA项目现已发展成为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在西部具有较高水平的

MBA人才培养基地，为社会培养了众多优秀的中高层管理人才。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回望我校 MBA 的发展历程，思考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下我校 MBA发展

之路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一、抓住机遇，先求生存后谋发展 

（一）初创阶段 披荆斩棘求生存 

2008 年下半年，学校启动 MBA学位点的申报,成立了以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为

组长的 MBA 申报工作小组。在 MBA 教指委领导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2009 年 6

月，我校成功获批成为第八批 MBA 培养单位。同年 10 月，MBA 教育中心正式成

立，中心挂靠经济管理学院，由经管学院院长担任中心主任。 

我校 MBA成立之初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首先，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知名高校在成都

举办 MBA 项目。其次，川内已有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

交通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五所 MBA培养高校，且全部地处省会成都，其中 4所是

“985”或“211”高校。再次，2009 年四川同批次获得 MBA 办学资格的还有 3

所高校，且均在成都。西南科技大学成为川内 9所 MBA培养院校中唯一一所不在

省会城市的高校。 

与这些高校相比，在所处地域、品牌知名度、师资队伍、生源数量及质量等

各方面，我校 MBA项目都处于绝对劣势。 

如何破解难题？首先，准确定位项目。我校 MBA立足中国科技城，面向西部

地区，充分发挥学校共建和产学研联合办学优势，为区域和行业培养优秀的中高



层工商管理人才。其次，狠抓师资培养。其次，狠抓师资培养。一方面，邀请清

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知名高校教师来我校授课，一对一配备骨干教师作为助

教，在助教工作中提升自己。一方面，选派骨干教师外出进行课程进修，例如仅

2010 年就一次性派出 8 名核心课程教师分赴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进行 2个月以上的系统进修。第三，积极拓展

生源。西南科技大学现在有 64 家董事单位，我们充分发挥学校共建与产学研联

合办学的优势，积极拓展各种渠道进行招生宣传。此外，与其他 MBA 培养院校合

作，实现资源共享，努力扩大生源质量和数量。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 年我校

首批 MBA 录取 73 人，2011 年 100 人，2012 年 84 人，前三年均超额完成招生计

划。 

然而，困难又接踵而来。2012 年国家对研究生招生分数区段进行调整，由

原来的 ABC 三个区段改为 AB 两个区段，我校录取线由原来的 B 段变为了 A 段，

分数线的提高把不少原本能上线的考生挡在了门外；2014 年国家政策进一步规

范，我们不得不停止了与其他 MBA培养院校的合作；与此同时，学校其他专业硕

士类别增速较快，但招生指标总量增幅相对较小；2014 年学校将 MBA 学制从最

初的 2.5 年调整为 3年。受此影响，2013年至 2016年我校 MBA招生录取人数一

直徘徊在 40 人左右。MBA 教育是一个准市场化、高投入的项目，没有一定的规

模，不仅发展无从谈起，连生存也成了问题。 

（二）发展阶段 提前谋划寻突破 

虽有外困卡脖子，绝不内忧乱方寸。“练内功，寻突破”成为学校各级领导

思虑和谋划的重点。从顶层制度设计，到案例布局，再到生源拓展，我校 MBA

开启内涵式发展模式。 

1、加强顶层设计 

2014 年，我校启动 M2014 年，我校启动 MBA 综合改革研究，组织课题组，

围绕课程体系、案例教学与开发、MBA 师资建设、MBA 实践基地建设及职业发展

等方面开展广泛的调研和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对 MBA 项目进行调整。2017 年，

在不断努力下，我校将 MBA的学制从 3年调整为 2.5年。 



2、完善制度突破 

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涵盖招生复试、师资选聘、教学组织、教学运行、

质量监控、学籍管理等 MBA 培养全过程，并严格执行。 

3、布局案例建设 

首先，2016 年，学院成立案例中心，积极推动案例培训、案例沙龙、案例

公开课、案例课程改革、院内案例库建设等活动。其次，提出“双向提升”计划。

一是动力提升计划，学院从政策激励、物质激励、机会及荣誉激励等方面着手，

提升教师案例建设的动力。二是能力提升计划，找标杆学校，邀请大连理工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知名教师来我校进行案例方面的培训与指导。无

条件支持 MBA教师参加案例培训，全面促进我校 MBA案例建设工作。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努力工作，2017 和 2018 年 MBA 录取人数分别达到 118

和 126 人。2019 年，即使我校 MBA 学费从 4.5 万元调到 5.8 万元，且面临 MPA

招生的影响，我校 MBA招生人数仍然达到 68 人。 

二、案例驱动，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我校 MBA始终以培养质量为核心，严格过程管理，以案例为抓手和突破口，

人才培养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5 年，全国 105 所 MBA 培养院校专项评估中，我校位列全国第九。2016

年，全国 194所 MBA 培养院校水平评估中，我校 MBA“培养过程”这一指标位于

第 8 段（共 14 段），在同为第八批次的 56 所 MBA 培养院校中，仅有 18 所学校

位于此段，超过部分 985或 211高校，达到较高水平。 

 (一）案例开发彰显全国影响 

案例建设水平被视为商学院 MBA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经济管学院 2011

年启动案例建设，通过全面推行案例教学，提升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质量工程建设；

通过重点推进原创管理案例开发，提升 MBA 办学影响力；通过赛课结合，促进师

生共同成长。案例建设模式 2016-2020年期间在全国包括中欧工商管理学院、中

国人民大学等 28所高校做分享，极大提升了学校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以‘案’促教，以‘案’促学”，业已成为西南科大 MBA教育项目的鲜明

特色，受到广泛关注。在 2017 年全国 MBA 培养院校管理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上，



原教育部副部长、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管理科学部主任、MBA专业教育指导

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启迪点名表扬了西南科技大学在西部高校案例建设工作中取

得的优异成绩。 

案例开发多项成绩排名全省第一，全国前茅。主要成绩如下：（1）全国百

优管理案例获奖：全国百优案例 17篇，总数量排名全国第十六（2019 年获奖数

量排名全国第六），四种类型全覆盖（重点项目，一般案例、微案例、西部案例）

（全国唯一高校），四次获得“最佳组织奖”(全省唯一高校);（2）案例入库：

哈佛案例库案例入库 1篇，全国三大案例库（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中国工商

管理案例中心，中国工商管理国际案例库）入库案例 67 篇；（3）2016 获得教

育部首批视频案例立项（全国 13 项）；（4）2019 年，同时获得教育部学位中

心优秀案例教师及视频案例立项（全国唯一高校）。 

（二）学生学业质量排名靠前 

2016 年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中，我校 MBA 学生“代表性成果”指标在全

国 194 所参评 MBA 院校中位列第 89 位，我校 MBA“毕业成果”指标在全国 6 个

段位中位属第 2 段，全国共 194 所参评 MBA 院校位列第 53 位，我校在川内 8 所

MBA培养院校（包括 985、211高校）中位列第三。 

MBA 学生也取得不少代表性成果：（1）2015 年首次参加国际企业管理挑战

赛即获全国二等奖和三等奖；（2）2019年，作为四川省唯一高校闯入全国案例

精英赛总决赛（110 所高校参与），荣获全国季军。（3）2020 年，获得企业竞

争模拟大赛（MBA组）全国二等奖。 

此外，还有大量 MBA同学成功创业、参与政府规划、领导 MBA联合会、组织

行业重要会议、践行慈善等。 

（三）国际交流合作实现突破 

地处西部内陆城市，国际合作与交流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不断努力，我校

MBA教师有海外访学经历者达 21%，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Kelley商学院，新西兰

林肯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国外高校保持交流与合作。招收了来自加纳、

乍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以及老挝等共计 34 名国外学生就读

我校 MBA，目前已有 18 名学生获得学位。同时，努力推动我校 MBA 学生出国参

加国际交流，2019 年获得中国 MBA 学生国际交流项目资格，此次项目全国仅 9



所高校，我校是川内唯一高校。我校两位 MBA 学生到印第安纳大学 Kelley 商学

院参加了交流，他们以优异的学业表现与突出的国际交流能力获得了广大学员和

Kelley商学院的高度评价。  

（四）办学品牌效应逐渐呈现 

1、学生和用人单位满意度高 

据 2016年全国教育部官方调查统计，有 93.96%的毕业生非常愿意或愿意在

毕业之后选择本校继续深造，有 98.68%的学生对经历的本专业学位的学习表示

非常满意或满意，MBA 学生毕业生中有 92.05%的学生对目前从事工作表示非常满

意或满意。从用人单位反馈来看， 94.60%的用人单位表示非常愿意或愿意继续

招聘我校 MBA毕业生。与此同时，我校 MBA第一志愿报考人数呈逐年步上升趋势。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数据显示，西南科技大学 MBA 第一志愿网报人数 2017 年

413人，2018年 424 人，2019年 554人。 

2、MBA案例教师受到外界认可 

（1）受到全国 MBA教指委认可。由于我校在案例建设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2019 年受全国 MBA 教指委邀请，我校 MBA 教师张霜教授和何波副教授为新增

MBA12所院校、西部师资培训 22所高校、第四批及京津冀 45所高校进行案例培

训与交流，这在川内 MBA 培养高校中属首次，在同批次 56 所 MBA 培养院校中也

属唯一。（2）受到全国案例同行的认可。2020 年受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邀请，

我校 MBA 教师张心悦副教授在第三十二届“管理案例开发与案例教学”师资培

训班为全国高校教师进行案例模拟教学。 

3、政府、企业及媒体关注度高 

举办“全球保护主义下的中国企业国际化”、“供给侧改革下的企业战略转

型”、“绵阳科技城管理创新”等论坛，为企事业单位管理开展培训，建立企业

实践基地，开展企业移动课堂，实现产学研联合办学。活动受到国务院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绵阳市政府领导，绵阳市经信委、商务局、西南水泥集团、绵阳商业

银行和铁骑力士集团、四川佳宇建筑集团、黄龙旅游管理局、四川农信（绵阳）、

四川家福来实业集团、物理研究院及绵阳优森科技等单位的积极参与。 

《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网》、《四川日报》、《经理日报》、《绵阳

日报》等媒体以及四川新闻网等知名网站多次对我校 MBA项目进行了报道。学校



MBA教育官方微信关注会员 1080人，官方网站访问量是 40余万次。 

三、把握趋势，不断创新勇攀高峰 

MBA 教育十年，我校 MBA实现了从无到有，并取得了快速发展。培养了优秀

的师资队伍，完善了管理制度，规范了培养过程，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培养方向和

明显特色；办学规模稳中有升，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国际交流与合

作，MBA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下一个十年，我校 MBA将力争实现从量变到质变

的飞跃。为此，我们需要准确把握教育趋势，锐意进取，不断创新。 

（一）优化项目设计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今的 VOCA 时代，要准确把握现代工商管理教

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树立先进的培养理念，结合自身资源与社会需求制定恰当的培

养目标，设置具有特色的培养方向以及课程模块来支撑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关注项目主体 

教育的实施主体是教师和学生。项目的实施主体是教师和学生。下一个十年，

我们将重点推进校内教师深入到管理实践中去，加强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以促进

教学和科研。推动更多的老师投入到案例教学中来，不断提升案例教学的质量和

效果，进一步彰显我校案例特色。另一方面，努力提升生源质量和数量，提高学

生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做好项目保障 

一方面，争取更多的社会办学资源，在经费、实践基地、校外导师更有力地

支撑 MBA 项目的发展。另一方面以 MBA高质量认证为抓手，进一步完善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全面提升 MBA项目质量。 

回首过去，我校 MBA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离不开全体师生的共同

努力。面对未来，我们将不忘初心，锐意进取。期待下一个十年，我们再聚首，

共赏西南科技大学 MBA项目累累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