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制造与供应链管理硕士
Master in Global Manufactur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始建

于 1821 年，是加拿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麦吉

尔大学坐落于文化历史悠久、风景秀丽、充满活

力的蒙特利尔市中心，是一所著名公立大学，被

誉为“加拿大哈佛”。麦吉尔大学在 QS 最新

2019 年世界大学排名中名列全球第 33 位。麦

吉尔大学对外学术交流很活跃，和世界上众多国

家和地区有学术往来。

麦吉尔大学管理学院（Desautels Faculty of 

Management）成立于 1906 年，学院被商业

周刊、加拿大商业、福布斯、经济学家和金融时

报评为全球顶级国际商学院之一。麦吉尔大学商

学院优秀的创新项目和良好的历史声誉，吸引着

来自全世界的优秀学生和杰出的教授，同时也吸

引着来自全球的顶级雇主。

MCGILL UNIVERSITY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PARTNERS
合作院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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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造与供应链管理硕士项目（Master in Global Manufactur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是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与浙江大

学两所著名高校联合创办的双学位硕士项目，基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的制造管理硕士项目（MMM）和浙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项

目设立而成，完成该项目学习的学生将获得两所大学所颁发的硕士学

位。GMSCM 项目培养的目标人群为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物

流企业的核心经理人员与创业者。



HIGHLIGHTS
项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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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双硕士学位 集中在职读书

该项目授课方式为集中在职。修满课程，成绩

合格的学生，可获浙江大学 MBA 硕士学位及

研究生学历证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 Master 

of Management 学位证书。

优秀的同学团队 广阔的校友网络

2019 级项目新入学同学平均有 11 年以上制

造、服务物流、供应链等相关行业从业经验；

毕业生可终身享受两校的职业发展、企业实习

等校友服务，融入两校精英荟萃的校友网络。

加拿大暑期 Summer School

加拿大设有海外模块，供 GMSCM 项目学生

选修。GMSCM 项目学生可以选择参加麦吉尔

大学 Summer School 或有机会在麦吉尔大学

额外选修 MBA 课程。

国际化的师资团队 麦吉尔大学教授到杭授课

全英文授课，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浙江大学两所

名校打造一流教学管理团队。50% 左右的课程

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亲临杭州授课。同时，

项目学生可以选修浙大 MBA 中文项目选修课。

学制：2.5 年

授课语言：英语

学习方式：在职集中学习

获得证书：浙江大学研究生学历证书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授课地点：杭州，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招生人数：35 名左右



制造行业阶段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Stage)

制造案例分析 (Manufacturing Case Studies)

制造行业讲座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Seminar)

INDUSTRY 
MODULE
行业模块

战略运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Operations)

物流管理 (Logistics Management)

全面质量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采购与分销 (Procurement and Distribution)

数据决策与模型 (Data Decisions and Models)

生产运营分析 (Analysis: Production Operation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ODULE
供应链管理模块

课程名称 (Courses Name)

财务会计 (Financial Accounting)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现代金融原理 (Elements of Modern Finance)

市场营销 (Marketing)

GENERAL 
MANAGEMENT 
MODULE
硕士核心模块

入学导向 (Orientation)

跨文化管理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组织变革管理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制造与环境 (Manufacturing & The Environment)

COMPULSORY
ELECTIVES
限选课模块

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研究生英语交流能力(Graduate English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研究生英语水平测试 (Graduate English Level Test)

COMMON 
COURSES
研究生公共课

计算机集成制造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产品设计 (Product Design)

制造信息系统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 Systems)

MANUFACTURING
MANAGEMENT
MODULE
制造管理模块

CURRICULUM
课程设置

2019 STUDENT PROFILE 
OF GMSCM

2019 GMSCM 项目学生数据

33.71
平均年龄

11.07
平均工龄

29.44
平均薪资

( * 具体课程以项目当年实际安排为准）



本人先后在 5 个国家学习和从事运营与供应链管理，至今已有 12 年，在

中国、韩国、英国、新加坡和德国的工作学习中极大积累了运营和供应链

管理的知识和经验。

但是在这个 VUCA 时代，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各个行业

瞬息万变，未来市场所需的人才也在向 T 型、Π 型人才发展。过去的知

识无法完全适用与未来市场人才的需求，为了更好的提高自身竞争力，我

决定攻读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 MBA 提升自己。同时我又想立足于运营和

供应链领域，从这个领域由点扩面，由面到体扩展到财务、投资、市场、

战略管理、商业模式等全局。

通过对 MBA 市场全面调研，我发现浙大 - 麦吉尔 GMSCM 这个国际

MBA 项目可以极大满足我的需求，双学位的在职攻读使得该项目的性价

比无与伦比，同时该项目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交流交换机会。

关于课程设计也非常与时俱进，部分案例设计来自于同学们自身企业的痛

点，同时该项目还提供沙盘推演的游戏让同学们站在公司负责人的角度看

待公司的战略、运营等，该课程不仅从道的层面对商业进行深入分析和挖

掘，从术的层面贴合时代特点如教授 Python、问题求解、水晶球、财务

模型等各种工具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团结共进的班风和各种结课活动

使得大家紧紧凝聚在一起，至今我始终认为选择攻读 GMSCM 是一个明

智的选择。

作为一个 13 年的供应链人，从传统制造业到互联网转型，从

内贸到跨境转型，兜兜转转数十工种，深感这个时代的需求，

已经从技能驱动型人才向知识和创新驱动型人才转移。

这时候，不再是比谁懂的多，而是比谁学的快。

技能，通过摸索和实践就可以获得；而知识和创新，尤其需

要在一定的环境和刺激下，通过系统化的、结构性的思想输入，

集中学习，以见成效。

经过近一年的亲身实践，从一个学生的视角，我发现自己通

过细节的叠加与组合，产生了化学反应。首先，是通过数据、

决策与模型、财务会计、全面质量管理等课程更新了我的知

识体系和工具。其二，通过跨文化沟通、组织行为学、批判

性思维等课程更新了我的方法论：而这样的知识和能力，通

过阅读大量英文文献，通过持续的自学与讨论，通过与来自

不同领域、有不同思考维度的教授与同学的教学相长，相互

激发，逐步帮助我们建立洞察本质、执掌趋势的能力；从这

个角度，鼓励“求是”追求真理真知的浙大，无异于世外桃源。

在这个流量为王、到处熙攘的纷繁浮世，愿我们都可以找到

一个地方，让自己短期逃离，专注于自己所爱。脚步慢下来，

思考深进去。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 （新产品导入和工厂运营规划部）  

时 良
SHI Liang, GMSCM 2018

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
跨境供应链 运营专家

付秋实
FU Qiushi, GMSCM 2018

日邮物流（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陈肖眉
CHEN Xiaomei, GMSCM 2018

如果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要在路上，那我会倾向于灵魂，

而选择浙大管院的 GMSCM 项目，则是在从业 15 年后，

对自己的一次灵魂修炼。

名校，国际视野，学有所用，专业契合，中外师资，一学两证，

在我遇见 GMSCM 后，五分钟后就决定了要报考这个项目。

事实证明，没有辜负我的期待，

合理的课程设置，从管理，市场，财务，质量，供应链，制造链，

结 合 以 实 用 的 工 具， 如 NPV,SIX SIGMA ,CRISTAL 

BALL ,HOSFTEDE 文化维度，PYTHON，激发了灵感并

可以切实应用到真实的工作场景；学院安排的各种讲座，校

外参访，国外游学项目，开拓了视野，启迪了思路；结识了

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同学，思想的碰撞火花，人际上的

求同存异，不仅在学习上启发良多，也收获了珍贵的友情。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是一个对平时高压商业环境一个很好

的切换和精神洗涤。同时，时间管理，抗压能力，沟通协调

同理心，目标分解达成等诸多技能，也在不断的工作，学业

和家庭的平衡挑战中得到了历练。

我至今很享受这次心灵之旅，我想不管在什么时候，这段经

历都会是我人生一项很赞的投资而铭记一生。



GMSCM 项目提前面试时间：

GMSCM 项目提前批面试实行不定期滚动面试。网上申请 GMSCM 项目后，会有专人联系面试安排事宜。

GMSCM 项目网申材料：

申请 2020 GMSCM 项目的考生完成网上申请，并根据要求在线提交证明材料。

2020 年 3 月 10 日前递交有效期内的 TOEFL 78 分以上或 IELTS 6.0 以上成绩，并最终就读该项目的考生将

获得 2000 元外语奖学金。

温馨提示：以下材料需要在面试时审查原件，请务必携带。

■ 在线填写 GMSCM 项目申请表（浙江大学 MBA 考生服务系统内）；

■ 中英文个人简介：包含个人信息、教育经历、职业经历、每个阶段主要工作业绩，自身 10 年职业规划等；

■ 学历证明材料；

■ TOEFL/IELTS 成绩（2020 年 3 月 10 日前递交有效期内的 TOEFL 78 或 IELTS 6.0 及以上成绩）；

■ 身份证；

■ 公司介绍：公司组织结构图，并标注本人位置（一页 A4 纸以内，五号字号）；

■ 中英文本科成绩单（2020 年 5 月 30 日前提供）

a. 本科毕业工作满 3 年或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2 年。

b. 该项目采用全英文授课，要求学生具备优秀的工商管理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能够适应国际化教学的全程英文授课，

    并能积极参与课堂及课后讨论、高质量完成个人或团队课程作业。

c. 提交 TOEFL 或 IELTS 成绩。（2020 年 3 月 10 日前递交有效期内的 TOEFL 78 或 IELTS 6.0 及以上成绩）

全球制造与供应链管理硕士项目（GMSCM）提前批报考条件：

GMSCM 提前批项目考生申请步骤：

网上申请及信息提交

每位考生需在浙江大学 MBA 考生服务系统（http://mba.zju.edu.cn/apply）中注册。网上注册成功后，

请在相应批次的申请截止日期前完成在线申请信息填写以及申请材料上传。所有电子申请材料需满足系统

要求的格式与大小，且需保证内容清晰。所有必填信息与必选电子材料上传无误后，方可进入面试资格评

审环节。考生要对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面试资格评审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将组织专家评委评审申请材料，择优给予符合条件申请人面试资格。面试资格结果在浙

大 MBA 考生服务系统中查询。

GMSCM 项目提前批面试

面试为综合素质个人面试。面试语言为英文；获得面试资格的申请人需按要求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和在线学

历认证报告参加面试。面试结果在浙江大学 MBA 考生服务系统中查询。

全国 MBA 联考报名

全国 MBA 联考报名采取网上提交报考信息和网上确认的方式；一般为 10 月初开始，10 月 31 日截止；

网报后，考生必须按要求完成报考信息确认，一般为 11 月中上旬。

参加全国 MBA 联考

国家教育部统一组织的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入学考试（MBA 联考）；考试科目为管理类综合能

力（数学、写作、逻辑）和英语二；具体考试内容以 2020 年 MBA 联考大纲为准；考试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份或 2020 年 1 月（具体时间以教育部通知时间为准）。

GMSCM 项目录取政策：

■ GMSCM 项目提前批面试成绩分为 3 个级别：优秀、良好、一般。 

■ 提前批面试结果为“优秀”的考生： 在联考成绩总分和单科分数均不低于国家 A 类线且在 2020 年 3 月 10 日

前递交有效期内的 TOEFL 78 或 IELTS 6.0 及以上成绩的前提下，政治考试成绩合格，可直接获得预录取资格；

资格有效期为 1 年。 

■ 提前批面试结果为“良好”的考生： 在联考成绩总分和单科分数均不低于国家 A 类线且在 2020 年 3 月 10 日

前递交有效期内的 TOEFL 78 或 IELTS 6.0 及以上成绩的前提下，可以参加常规复试，择优录取； 

■ 提前批面试结果为“一般”和未参加提前批面试的考生： 在 2020 年 3 月 10 日前递交有效期内的 TOEFL 78

或 IELTS 6.0 及以上成绩的前提下，按照浙江大学研究生院规定的考复比（录取名额和复试名额的比例）确定复

试资格，参加常规批复试，择优录取。

HOW TO APPLY
如何申请

常规批申请流程：

全国 MBA 联考报名：

全国 MBA 联考报名采取网上提交报考信息（网报）方式；一般为 10 月初开始，10 月 31 日截止；

网报后，考生必须按要求完成报考信息确认，一般为 11 月中上旬。

参加全国 MBA 联考：

国家教育部统一组织的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入学考试（MBA 联考）；考试科目为管理类综

合能力（数学、写作、逻辑）和英语二；具体考试内容以 2020 年 MBA 联考大纲为准；考试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份或 2020 年 1 月（具体时间以教育部通知时间为准）。

参加常规批复试：

联考成绩公布后，浙江大学 MBA 教育中心会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公布的考复比（录取名额和复试

名额的比例）确定复试资格，参加常规批复试，复试形式请参照 2020 年复试政策。

a. 本科毕业工作满 3 年或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2 年。

b. 该项目采用全英文授课，要求学生具备优秀的工商管理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能够适应国际化教学的全程英文授

    课，并能积极参与课堂及课后讨论、高质量完成个人或团队课程作业。

c. 提交 TOEFL 或 IELTS 成绩。（2020 年 3 月 10 日前递交有效期内的 TOEFL78 或 IELTS6.0 及以上成绩）

常规批报考条件：

常规批申请

* 如果未获得提前批面试资格或提前批面试获得“一般”资格的考生，可以按照常规批考生程序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