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级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 Q&A

【项目篇】

1、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区别于其他项目的优势是？

答：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国里昂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双学位项目是由上外和里昂两所中外名校

共同打造的上海第一个中法双 MBA 学位项目，也是上海唯一的双 MBA 学位金融项目，学成后将同时获

得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上海外国语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和法国里昂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可谓是同样时间学习，收获成倍资源。该项目学制两年半时间，可以选

择全部在上外校园非全日制学习。学校为同学们设计了兼具国际前沿和中国实践的创新课程体系，大量增加

金融和数字化转型、创新系列课程，从全球聘请顶尖的金融投资教授和企业家授课，提升同学们金融投资专

业知识和企业实践机会，同时还邀请三大顶尖 HR 组织和两校全球及中国校友会助力学生职业提升和转型，

为每个学生都安排了由两校高管校友和行业专家组成的企业导师，量身制定个性化的职业规划。

2、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什么时候入学？是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

答：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为秋季入学。该项目为 2.5 年非全日制中英双语授课项目。

3、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是在哪里授课？是否必须赴法学习？

答：本项目提供两种授课方式，学生可任选其一。第一种：主要授课地点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

，其中包含法国学习模块（8 天），课程授课地点为法国里昂商学院（巴黎、里昂校区），赴法学习差旅

费、住宿费等由学生自行承担。由于疫情等原因无法实现时，改为国内替代模块；第二种：主要授课地点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申请第二学年部分学期赴法国里昂高等商学院（emlyon business

school）学习，赴法学习差旅费、住宿费等由学生自行承担，最后在上外完成毕业论文。

4、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授予什么样的证书？

答：学生完成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学习后，将被授予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上

海外国语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法国里昂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

5、法国里昂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是否可以进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



答：学生如申请第二学年部分学期赴法国学习，在满足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对国外学习的学位认证条件时，

可以对法国里昂高等商学院（emlyon business school）工商管理硕士（MBA）进行学历学位认证。如学生

选择两年半均在上外学习，则无法进行学历学位认证。

6、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的学费是多少？有没有机会获得奖学金？

答：2023 级学生学费缴纳政策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费 11.9 万元人民币，分两期支付，第一期 6 万元人

民币，第二期 5.9 万元人民币；里昂商学院学费 30640 欧元，分两期支付，第一期 15,320 欧元，第二期

15,320 欧元。

奖学金：上海外国语大学与法国里昂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双学位项目新生奖学金（2023 级）分

为里昂奖学金和鸿鹄奖学金，具体设置如下。奖学金直接抵扣法国里昂商学院学费。

类别 里昂奖学金 鸿鹄奖学金

奖励额度及评定标准

金融精英奖：4000€/人

(就职于金融行业/金融相关岗位或已取得

CFA/CPA/ACCA 证书或金融专业本科毕

业及以上学历)

创客先锋奖：3000€/人

(企业法人/企业创始合伙人)

国际视野奖：3000€/人

(6 个月以上国 (境) 外学习/工作经历或

GMAT 分数达到 650 分及以上)

励志奖学金：2000 €/人

A 类：2500€/人

(研招网第一志愿报考上外-里昂

MBA 双学位项目，并通过上外

MBA 预复试)

B 类：1500€/人

(研招网一志愿报考上外 -里昂

MBA 双学位项目，参加考辅班学

习并持有学费发票)

注：

1.里昂奖学金项下金融精英奖、创客先锋奖、国际视野奖、励志奖学金不可兼得，同一学生取金额最高项。

2.奖学金采用抵扣里昂商学院学费的方式，每名学生奖学金最高不超过里昂商学院规定的学生个人学费总额。

该项目新生按培养协议规定数额进行学费缴纳。

3.若获奖者申请保留入学资格（延期入学），则其奖学金资格同时保留。

4.如需额外提交补充材料，申请者应予以配合。

5.以上办法适用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里昂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双学位新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 MBA



新生奖学金不可兼得。

7、学费中是否包含法国学习模块的学费、材料费、食宿、来回机票、签证费等费用？

答：学费中已包含法国学习模块学费和材料费。食宿、来回机票及签证费用自理。

8、该项目就业前景如何？

答：该项目是上海第一个金融方向双 MBA 学位项目，整合了上海和里昂两所中外名校的优势资源，聚焦

培养为世界创造价值的高端金融管理英才，项目为学生规划了多种职业发展路线，如全球公司金融和市场

融资行业、投资银行、风险资本、私募股权等领域。另外，项目与全球一千六百余家企业保持密切合作关

系，学生将有机会被推荐到优秀雇主公司工作。

【培养方案篇】

1、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的培养方案包括哪些内容呢？

答：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以法国里昂商学院优质教育资源为核心，支持学生的领导力开发，为持续

的个人成长奠定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具有全球化视野的高端金融管理人才。 培养方案包括：导入模块、核

心课程模块、管理发展模块、金融投资专业课模块、法国学习模块、商业及领导力修炼。

2、师资配备如何？

答：两校强强联合，打造了一支由中外名校资深教授、海内外权威专家、全球知名企业高管组成的优质师资团

队，他们不仅具备既拥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拥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同时，项目在金融学、数字化转型、

创业创新领域有着丰富的产业资源，将西方的经典管理理论与中国的创新实践相融合，能够为学生提供最前沿

的具有全球化视野的金融管理教育，带来完美的学习体验。

3、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学生可以进行国际交流吗？

答：培养方案内包含为期 8 天的法国学习模块课程学习，该模块为必修课。课程设在里昂和巴黎两个校区进行，

学生们将聆听到顶尖的教授和学者讲授金融、数字创新等相关课程。同时，项目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企业参访活

动，和学生们将有机会与企业家进行深度对话活动，实际感受深入 洞悉欧洲企业的商业模式、全球战略以及金融

创新理念等行业前沿信息，增进彼此交流。在法国模块学习中，项目还会安排学生体验和探索法国品牌、文化、

艺术熏陶人文艺术、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除此之外，上外的海外学习之旅/国际交换项目也开放给上外-里昂

双学位项目学生。

4、该项目的授课语言是？



答：项目为中英双语授课模式，主要授课语言为中文，专业课程有外籍教师全英文授课（全英文课程将安排

中文助教）。同时，教学过程中的讲义、PPT 等材料均为英文，塑造英文课程环境，强调参与和交流，注

重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是否可以允许请假？

答：可以。在考勤上，为了顺利完成一门课程的修读，除完成授课教师所要求的内容和作业外， 上海外国语

大学要求学生达到最低三分之二的课程出勤率，允许三分之一课程请假。学生需本人签到，由教学办公室负责

监督。赴法学习部分考勤制度遵照法国里昂商学院的教学管理规定。

6、法国学习模块的签证办理、机票购买等事宜是集中办理还是个人办理？

答：学生自行办理。学校提供签证办理相关问题解答。

7、如申请第二学年部分学期赴法学习，是否需要语言成绩？

答：为了确保学生能在法国顺利完成课程学习，如申请第二学年部分学期赴法学习，则需在第一学期结束前，

提供相应的英语语言成绩证明：托福 90，雅思 6.5，托业 850 分（三选一）。另外，需要通过学校组织的赴法

学习面试。

8、如申请第二学年部分学期赴法学习，则在法学习课程时间安排是周一-周五，还是周末？

答：以周一-周五上课为主，课程由学校统一安排。

9、如疫情影响无法赴法参加法国学习模块怎么办？

答：如学习期间因疫情影响无法赴法，法国学习模块（8 天）学习将改为国内替代模块。学生毕业后如仍想参

加法国学习模块（8 天），可申请跟随下一级学生一同前往，但是需提前申请，如果因为当期申请人数超过

学校接待能力，学校将优先满足应届学生的游学申请。

10、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学生毕业论文写几篇？是中文还是英文？答辩需要中文还是英 文？

答：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学生于上外完成毕业论文写作 1 篇，使用中文写作，中文答辩。

11、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可不可以先入学学习，最后再考取学位，授予学位证和毕业证？

答：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不采用这种培养方式。

【报考条件篇】

1、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招生对生源有没有特殊要求？有年龄限制吗？是否要求考生具有金融从业

背景？

答：一个多样化的学生群体有利于互动学习和事业发展，因此，项目对考生的教育背景、行业属性和工作职能



不设限制，欢迎各行各业符合报考资格的有志青年报考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只要符合报考条件，就可

以报名，没有年龄限制。就职于金融行业/金融相关岗位或已取得 CFA/CPA/ACCA 证书或金融专业本科毕业及

以上学历者将会获得金融精英奖学金：4000€/人。

2、2023 年入学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的申请条件是什么？

答：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欢迎各类考生报考，2023 年入学考生需满足：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以

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毕业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含））；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或

大学本科结业后，符合招生单位相关学业要求，达到大学本科毕业同等学力并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毕业/结业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含））； 或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有 2 年以上工作经验

的人员（毕业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含））。以何种学历报考，则以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时间来

计算工作年限。如：申请者于 2020 年 7 月获得本科学历，准备报考 2023 年入学的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那么，他的工作经验为 3 年。

3、拥有本科学历，未获学士学位的申请者可否报考本项目？

答：只要有国家教育部认可的本科学历，且满足 3 年或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可以报考。

4、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要求申请人有托福、雅思、GRE 等成绩吗？

答：报考该项目不要求额外的托福、雅思、GRE 等成绩。如申请第二学年部分学期赴法学习，则需在第

一学期结束前，提供相应的英语语言成绩证明：托福 90，雅思 6.5，托业 850 分（三选一）。另外，需

要通过学校组织的赴法学习面试。

【联考篇】

1、申请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需要参加考试吗？

答：需要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 MBA 联考，每年 12 月底考试（第二年秋季入学）。申请者除需通过全国

联考，并达到国家 A 类考生线外，还需参加项目组织的（预）复试（（预）复试考核每年有多次安排，考

生可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申请全流程

2、全国联考的报名流程是怎样的？

答：每年 10 月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s://yz.chsi.com.cn/）开放联考报名通道，具体报名和考试

流程请关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3、MBA 全国联考考试科目有哪些？总分多少？

答：MBA 全国联考考试科目包括外国语和（199）管理类综合能力（含数学、写作、逻辑）。总分 300

分，其中外国语 100 分，管理类综合能力 200 分。

4、可以用小语种参加联考外语考试吗？

答：可以。2023 级考生可选择 204 英语二、202 俄语、203 日语、240 法语、241 德语、242 西班牙语、

243 阿拉伯语、244 意大利语、245 葡萄牙语、246 朝鲜语任一门。

5、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的联考复试分数线是多少？

答：上外-里昂双学位 MBA 项目联考复试分数线为全国统一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国家

A 区分数线）。

【（预）复试篇】

https://yz.chsi.com.cn/


1、除了全国联考，申请者还需参加其他考试吗？

答：申请者除了参加全国联考外，还需参加由上外-里昂双学位项目组织的（预）复试，旨在全面考察申请

者的综合能力和管理潜质。

2、2023 级入学本项目的考生如何参加联考后复试？复试考什么？

答：2023 级入学本项目的考生需按如下流程完成（预）复试申请及考核：

3、2023 级（预）复试申请网址是？

答：有意向的考生可登录上外 MBA 官网-“MBA 考生管理系统”（mba-admissions.shisu.edu.cn）填写

并提交完整网申材料及 2 封推荐信。

4、2023 级远程（预）复试使用的会议平台是？对设备有什么要求么？

答：2023 级远程（预）复试平台为“腾讯会议”软件，请考生提前安装且熟练操作（下载地址：

https://meeting.tencent.com/download-center.html）。

考生参加远程（预）复试设备及环境需满足以下条件：

1） 关于设备：考生需准备两台具备摄像头、麦克风的设备（主机位设备类型在联考前不限，联考后请使用

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以便完成思想政治考试；副机位设备类型不限，需固定位置，放置于身后斜 45 度）。

https://meeting.tencent.com/download-center.html


2） 设备电量充足，网络连接正常，以保证（预）复试顺利完成。

3） 独立房间，灯光明亮，安静，不逆光。

5、2023 级（预）复试个人综合面试环节该如何准备？

答：2023 级（预）复试个人综合面试环节分为英文自我介绍（3 分钟左右）和个人综合面试两个环节组成，

旨在对考生的教育经历、职业发展、能力素养及未来规划进行考查。

6、复试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考试怎么考？很难吗？

答：所有联考上线的 2023 级考生需统一参加上外 MBA 中心组织的思想政治理论，2023 级考生采取线上开

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30 分钟，考生可参考纸质版参考材料，参考书目将于联考后发布。具体考试时间我中

心将通过 MBA 考生管理系统告知考生。

7、申请哪一批（预）复试最好？各批次有什么不同？哪一批通过率最高？

答：各个批次各环节安排皆一致，不存在哪一批次的通过率高于其他批次的情况。所以考生可根据自己的时间

安排，选择合适的面试批次。各批次通过人数视考生数量和质量而定。

8、已经参加过 2022 级（预）复试或者 2023 级常规项目（预）复试意向转入上外-里昂双学位项目还

需要额外考核么？

答：上外 MBA（预）复试结果 2 年内有效，2022 级以“上外-里昂双学位班”班级类型取得的（预）复试成

绩可直接用于 2023 级申请，联考后仅需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考试，无需重复参加个人综合面试。已参加 2022

级/2023 级常规项目（预）复试的考生，如申请转入“非全日制上外-里昂双学位班”，需重新参加（预）复

试。

9、已参加/通过全国联考，想申请该项目，应该如何操作？

答：意向 2023 年入学本项目的考生可直接登录上外 MBA 官网-“MBA 考生管理系统”（mba-

admissions.shisu.edu.cn）进行申请。

10、（预）复试结果多久会通知？

答：（预）复试结束之后 5 工作日左右会通过 MBA 考生管理系统公布面试结果。

【录取篇】

1、项目学费如何支付?是否可以分期？



答：2023 级学生学费缴纳政策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费 11.9 万元人民币，分两期支付，第一期 6 万元人民币，

第二期 5.9 万元人民币；里昂商学院学费 30640 欧元，分两期支付，第一期 15,320 欧元，第二期 15,320 欧元。

2、里昂商学院学费如何支付？

答： 学生通过银行以人民币购买指定金额的欧元，之后由银行进行境外转账。

3、录取学生是否可以办理贷款？如何办理？

答：多家银行为学生提供低利率、低手续费的银行贷款政策。具体银行贷款可以参考此处：

http://mba.shisu.edu.cn/dk/list.htm

因里昂商学院学费需跨境支付，目前部分银行如中国工商银行可提供跨境学费贷款业务。

4、录取后能否申请学校宿舍？

答：项目属于非全日制学习，上海外国语大学不提供住宿。

5、录取后如因个人原因不能当年就读，请问是否可以保留入学资格？

答：录取考生可申请保留入学资格至下一学年入学，学费及奖学金政策按录取当年政策执行。

http://mba.shisu.edu.cn/dk/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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