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级工商管理EMBA硕士精英项目

致力为商界顶级人士构建中欧国际商业平台！

Paris    Nice    Kunming    Los Angeles



内容目录

在2014年，Ipag商学院在全法同类商学院Figaro排名中排行第三。
中法两国教育部认可的文凭

重视科研发展
Ipag 商学院在科研方面发展迅速，2015年在全法商学院中排名第二。学校有60多名专
职研究人员和8名博士生。每年平均发表150篇论文，组织并参与了许多国际研讨会。

Develop worldwide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networks

IPAG Business School has been delivering 
a nationally accredited degree for over 25 years

Build and fine-tune interpersonal soft skills – maste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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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高等商学院
Ipag Business School 是一所久负盛名的高等商学院。学校有着出色的教学管理模式、优秀的师资力
量、紧密的校友网络和崇高的国际地位。

优秀的教学传统

Ipag Business School 是由Jacques 
Rueff于1965年创立的，是法国最早的
高等商学院之一，距今有50年的历史，
学校创办之初为巴黎社会科学和经济学
院。Jacques Rueff是法国著名的经济
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也是戴高乐将
军的经济顾问。

文凭获得中法两国教育部认
可

在法国220所商学院中，仅有48所得到
国家完全认证，其中只有10所属于高中
后直升学校，Ipag BS商学院便是这10所
商学院之一。在2014年，Ipag BS被Fi-
garo评为全法同类商学院中排名第三。

高水平的师资力量

Ipag BS 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长期
以来吸引学术领军人物和优秀人才。我
校的师资队伍由近300名教师组成，其
中全职教师100名，他们大部分毕业于
全球顶尖大学。此外，学校先后聘请了
许多学术专家、公司董事和企业高层为
兼职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我校一直
有着傲人的成绩，教师发表众多学术文
章，多次出版专业书籍，字典。

Ipag BS主席François Delachaux先生(右侧)祝贺法国巴黎银行董事会主席Baudouin Prot先生。法国巴黎银行是雇佣我校毕业生最多的企业。

长期聘用我校毕业生的企业有：
法国巴黎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农业银 行，法国电信，雷诺，安永会计师事
务所，赛诺菲-安万特集团，法国大众银行，法国邮政总局， 法国Natixis银
行，布依格电信，欧尚，法雷奥，雅高集团，法国国民互助信贷银行， 汉高
集团， 微软， 标致，圣罗兰，欧莱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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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bet
• Cari
• De Particulier à Particulier
• Dupli Print
• Fox
• Hilti
• Iquesta
• Keesing
• LCL
• Ledouble
• Safran
• SNCF
• Swatch
• teletech
• Vicomte Arthur
• Wine & Business Club

职业委员会的
公司名单

人才培养符合企业用人要求

Ipag BS是最早把实习纳入学校教育 体
系的商学院之一，如今，Ipag BS每年
都有不同实习项目，与其合作的公司多
达900多个，学校鼓励学生从实践中学
到更多知识。

注重国际化发展

Ipag BS一直着力于吸引众多海外学生，
招纳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重视国际化
发展，努力为学生创造国外留学和实习
的机会，让学生开阔眼界。我校与众多
跨国公司和大学保持紧密合作，采用英
语教学和第二外语和第三外语的教学。
近两年来，Ipag BS在美国和中国都建
立了分校，这为我们向国际化发展迈出
新的一步。

重视科研发展

Ipag在科研方面发展迅速，现在学校有
超过60名专职研究人员和8名博士生。
每年平均发表150篇论文，组织并参与了
许多国际研讨会。

学术和职业委员会

Ipag BS推动和完善教育和科研的发展，我校的学术
委员会由众多学术界的杰出代表组成。我校的职业
委员会则由众多企业家组成。职业委员会每年集会
两次，为企业用人新需求把脉。此外，Cercle-Ipag
汇集16家特别赞助公司，这些公司的领导人大多是
Ipag BS的毕业生，他们大力支持学校发展，加强了
学校和企业的联系。

Ipag BS主席François Delachaux先生(右侧)祝贺法国巴黎银行董事会主席Baudouin Prot先生。法国巴黎银行是雇佣我校毕业生最多的企业。



IPAG established closed 
partnerships with 126 Universities 
in 36 countries. IPAG business 
school has 4 campuses, namely 
2 in France (Paris and Nice) and 
two oversea (Kunming and Los 
Angeles). The  80 permanent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at 
IPAG Business School  come 
from the most influential French 
and international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ENS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ENA (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and 
HEC.

E x C E P T I o N A L
L o C A t I o N S

I PAG商学院与36个国家的
126所大学建立了密切的合
作关系。IPAG商学院共有4个
校区，2个在法国（巴黎和尼
斯）2个在国外（昆明和洛杉
矶）。IPAG商学院有80个长
期教师和研究人员，他们均毕
业于法国和世界上最有影响力
的学院和大学，包括巴黎高等
师范学校、国家行政学院和巴
黎高等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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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200 additional professors work 
alongside with them: they 
are managers, consultants, 
entrepreneurs or business managers 
who share their hands-on expertise 
of economic realities with students.

另有超过200名专家教授与其共同
工作，他们分别可能是公司经理、
咨询师、企业家或者一些愿意与学
生分享实践经验的商务人士。

Ipag BS 美国分校坐落于加州里弗赛德大学。学校是美国最享有盛名的大学之一，可
以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同时也可以让学生学习和掌握行政管理与管理学方
面等不同领域的知识。此校的学生总数超过两万，研究领域享负盛名，离洛杉矶只
有60公里的路程。



54%毕业于Ipag Business School 的学生在多元的国际化合作领域开始他们的职
业生涯。一半的毕业生通过我们往届的学生以及老师创建的工作网找到了他们的
第一份工作。

超过7700的Ipag BS毕业生已
经走上了熠熠生辉的职业生涯道
路：企业家、巴黎和伦敦的资产
管理家、奢侈品和高端产品的管
理者等等。其他人从事新闻和人
道主义方面的工作。

Ipag BS校友会聚集往届的优秀
毕业生于一个网络圈，并致力于
提高Ipag BS学生在企业、招聘
机构以及大众心目中的优秀、有
潜力的形象。

a e @ a e i p a g . c o m

w w w . a e i p a g . c o m

“Ipag BS丰富的文化帮助我发现了商业的不同方面。在完成学业
时我已经能够创立自己的公司了。”
Alain Marty, 1989级学生，红酒-商业俱乐部的首席执行官，法国
BFM电视台记者

“Ipag BS教会我们灵活性以及实用性，这些都是商业的重要品
质。”
Patrick Chavanne, 1997级学生，巴黎欧莱雅商业董事

 "Ipag BS旨在激发学生对商业的兴趣，它不仅仅传授学生知识，更
倡导一种雄心壮志与自我满足的精神，而这正是当前时代危机下最
重要的品质。”
Eric Dutertre, 1989级学生，EXCEL的执行主席

“Ipag BS的教育核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毕业生们可以很
快融入商业圈，他们始终准备着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
Carine Paret, 1995级学生，Baccara市场营销经理。

“Ipag BS是一块很好的进入商业圈的跳板。它每年提供很多实习
机会以及丰富的课程，这为学生们进入专业领域开了一扇窗。”
Benoit Beyls, 1998级学生，Roger & Gallet品牌的董事总经理

 “Ipag BS不失良机地将自己搬上了国际舞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
是在我实习之后便和伦敦的资生堂公司签约了，如今我的事业在加
拿大蒸蒸日上。”
Marie Farel, 2004级学生，Pestilux Canada 的品牌经理。

校友会 ALUMNI

学生在Ipag BS
学到了什么?

“Ipag BS既是一所社交丰富的学校，也是一所伟大的具有创新精
神学校。 ”
Lucie Halperin, 2004级学生，Facebook 的账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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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的反馈
Alumni Testimonial



学校排名 RANKINGS

同类商学院与各大企业关系排名5

1同类商学院中毕业生满意度排名

3 同类商学院中综合排名

2管理学研究领域全法商校排名第

5 同类商学院中综合知名度排名第



商业领域
32%

市场营销
21%

财务和审计
18%

管理者和企业家
10%

国际商贸物流
5%

人力资源和管理
5%

传播
9%

€34K
在法毕业生工作第
一年平均年收入 80%

毕业生在两个
月内就业

Ipag BS工作网页将Ipag BS学生和招聘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学生享
有获取就业机会的独家渠道。这为学生实习和就业提供较大的平台。

6500
就业网络共有6500
份实习和工作机会

49%
的Ipag BS学生在毕业之前
就得到企业雇佣。

毕业生广泛

的就业前景

500

€41K
毕业生出国工作第
一年平均年收入

IPAG JOB - Ipag 工作

家就业合作企业



中英双语

60学分

授课语言

总学分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精英项目
中文授课EMBA

项目关键信息

第一年
1到2月份：报名，签证
3到6月份：国外学习
6到12月份：国内实习
第二年
1到2月份：论文答辩
5月份：毕业典礼

学期安排

授课地点 中国北京·法国巴黎

项目概况 General Introduction

中法建交五十余年来，为中国学生提供国际领先
的工商管理专业硕士课程，培养高水平国际金融
人才，法国IPAG高等商学院为中国企业精英量身
打造的EMBA精英班在中国招生。项目针对拥有本
科学历或专科学历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毕业生，在国
内短期培训语言和商学预科后，前往法国IPAG高
等商学院学习3个月后，完成学业获得该校颁发的
EMBA硕士学位。法国IPAG高等商学院是受中国教
育部承认的法国正规高等学校。

Based on over five decades of diplomatic 
relation established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IPAG opens its EMBA elite 
programme specialized for business 
elites in China in the hope of further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both sid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level financial talents at 
international stage. Candidates for this 
programme needs to be graduated from 
a bachelor’s programme or a junior 
college programme with some working 
experience. They will finish short-
term language courses and business 
preparatory courses before they go to 
France for our three-month programme. 
Candidates finished their study of this 
programme will be awarded by IPAG, 
an officially recognize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by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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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优势：超短学制 Benefit：extra short study abroad duration

2015年，IPAG高等商学院决定在于北京设立IPAG北京学习中心，旨在为中国商业领域的精英人才提供本领
域的深造机会。本项目由IPAG高等商学院直接开设，录取后直接就读EMBA项目，能够为学生顺利完成深造
提供最为便捷可靠的途径。学生毕业后获得该校颁发的EMBA学位证书，该证书含金量高，欧盟欧美企业认
知度高。 
The year 2015 marked our decision of building IPAG Beijing Study Center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of further business studies for business elites in China. As a programme 
directly opened by IPAG, its offer will directly lead candidates to the study of this 
programme, which serves as a reliable and convenient way for further studies. Students 
will be awarded upon their graduation highly valued EMBA master’s degrees which are 
recognized by businesses from EU and US.

录取要求 Entry Requirements

1.应届、往届具有商业领域专业背景，取得或即将
取得本科学历的大学毕业生。
2. 三年的工作经验。

1. Successful applicants should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business related 
major (or in the last year of their education 
of a bachelor’s programme in a similar 
field).   
2. Three-year working experience



毕业要求 Graduation Require-
ments

- 论文要求2-3万字（论文纲目需英文书写）；
- 毕业论文答辩3小时
- 毕业典礼：每年法国学校毕业季为5月，学员可自
由选择参加法国学校本部的毕业典礼仪式。

The master thesis is at least 20,000 
characters long. The titles and sub-titles 
are bilingual (English). If the thesis defence 
jury provides a positive assessment, 
the student will be able to graduate. 
Graduation Ceremony takes place in IPAG 
main campus in the month of March or 
May, the attendance of which is optional.

授课期间安排访问法国校本部，参访IPAG巴黎校区
与尼斯校区以及法国空中客车等世界著名企业。本
学位获取后可申请IPAG工商管理博士项目。

After completion of this EMBA program,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apply to 
IPAG’s DBA program. 

Academic content

学生软实力及管理能力个体评估 In-
dividual assessment of stu-
dent’s soft skills and manage-
rial competences

IPAG Business School developed an 
innovative partnership with PerformanSe, 
which is a leading European company 
in decision-support tools, which assess 
and develop talents in order to optimize 
company performance by improving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operations. 
PerformanSe tools are used by more 
than 10 000 HR specialists (in companies 
and headhunters) to manag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talents in recruitment 
processes, internal mobility initiatives, 
career assessments, skill development 
drives and analyses of organization and 
team operations.

法国IPAG高等商学院与PerformanSe公司建立了创
新伙伴关系。PerformanSe公司系欧洲决策支持工
具的龙头企业。此次合作旨在通过人才培养及评
估，改善个体和集体经营，从而实现企业绩效优
化。PerformanSe工具已吸引了超过一万名人事行政
专员（企业在职人员及猎头）用户，为他们提供人
才个体和群体管理，包含招聘，内部调动方案，职
业适应性测试，技能发展，组织及团队运行分析。 

It is an excellent tool for the students to: 
此项工具性能卓越，将有助于学员：

 - Better know oneself, and prepare oneself 
for business in intercultural setting，
深入了解自己，为跨文化的业务环境做准备， 
- Be able to assess and be aware of one’s 
competences and experiences, 
能力和经验的发掘及评估， 
- Identify the competences to be explored 
and further developed. 
识别尚待开发及深入开发的能力。 



课程安排
Management Modules

学习内容
Academic content 

·学习时间 - STUDY TIME:
480学时
480 STUDY HOURS

· 学分 - CREDITS:
10 ETCS

· 基础法语
FRENCH FOR BEGINNERS

· 跨文化与多文化管理
INTERCULTURAL AND DIVERSITY 
MANAGEMENT

第一阶段
PART1
在中国

学习中心 
IN CHINA

包括国外知名企业参观和学习
THE PROGRAM INCLUDES VISITS OF 
LOCAL COMPANIES

学习时间 - STUDY TIME
480学时
480 STUDY HOURS

学分 - CREDITS
30 ETCS

·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 谈判、领导与沟通技巧
NEGOCIATION, COMMUNICATION AND LEA-
DERSHIP SKILLS
· 金融管理学
FINANCIAL MANAGEMENT
· 市场营销
MARKETING
· 法语
FRENCH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 生产与运营管理
OPERATION AND LOGISTIC MANAGEMENT

学习时间 - STUDY TIME： 
960学时
960 STUDY HOURS

学分 - CREDITS：
20 ECTS

·实习
INTERNSHIP
·实习论文
THESIS WRITING
·论文答辩
THESIS DEFENCE

第三阶段
PART3
在中国

学习中心 
IN CHINA

第二阶段
PART2
在法国

IN FRANCE
at Ipag

高等商学院
BUSINESS 
SCHOOL

课程体系

学习时间 - STUDY TIME
1920学时
480 STUDY HOURS

学分 - CREDITS
60 ETCS

一年
ONE YEAR
八门课
EIGHT MODULES

综合
TOTAL

This programme may be subject to revision.



吴风云
华南交通大学 副教授 

教学与研究领域
金融资产定价
金融监管

教育背景
四川大学 经济学博士
西南财经大学 管理学硕士

Gillian PATERSON
对外语言教授

教学与研究领域
英语教学
商务外语
大学教授外语教学法研究

教育背景
剑桥大学 对外英语教学专业 硕士

IPAG Business school faculty development policy ensure that the professorial corps is continuously evolving 
and growing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teaching quality sticks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ur professorial 
team is transdisciplinary and multinational and is involved in high impact management research. The team 
meets annually in a collegial way to ensure that the program quality and delivery occurs according to IPAG's 
quality assurance policy.

法国IPAG高等商学院通过设立教工职业规范，确保了专业师资，提升了专业素养，由此秉持了国际教学水
准。我校为了打造专业的教师队伍，聘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学科兼才，其中不少教员的管理学研究都成果
卓著。我校教师每年都参与校联谊会，重在严守IPAG教学质量标准，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

Among our faculty members are the following professors : 
我校荣邀以下教授入职：

EMBA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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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 JUNG 
雍立夫

法国文化和文明

教育背景
巴黎七大学中文专业 博士

WANG Charlotte
夏洛特·王
教授

教学与研究领域
信息系统管理
地缘政治
中国大众传媒

教育背景
巴黎第二大学 信息与传播学专业 博士

Raphael Lissillour
李道安
EMBA项目主任

教学与研究领域

文化多样性管理
跨文化管理
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

教育背景
1998：Ipag商学院硕士   国际贸易专业

教授团队

教授

教学与研究领域



留学生的反馈
Alumni Testimonial

李晓颖, 生命绿洲患者援助公益基金 执行秘书长, 中国， EMBA2016级学生

作为3年帮助2万余名患者获得价值6.9亿人民币免费药品的公益基金领头人李晓颖，她在工作
中，一直与世界500强欧美药企合作，经常和一群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同事开中英文会议，非
常欣赏他们的逻辑思维和国际视野。随着基金会业务与国外接触日益加深，在基金会的组织
架构上、区域发展上、管理层级上，都对她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面临这样的挑战，需要国际
化的视野，学习就是唯一的出路，这一观点鼓励她走出国门留学。
来到具有悠久历史的IPAG进行学习，又选择了国际贸易与企业管理EMBA项目作为自己重新
反思、沉淀、思考、充电的一个重要驿站，她认为：在领导企业的过程当中，需要管理知识上的
更新与不断进步。补充更为高端、精深，也是更为充满实践性与操作性的知识，眼光与能力。
巴黎留学三个月的时间，让李晓颖受益匪浅，除了专业上得到了全面提升外，还是一次与各种优秀
人才沟通交流的机会。她引用海明威的话：如果你足够幸运，年轻的时候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此后
无论你到哪里，巴黎都将永远跟着你。在IPAG博学外国教授、专家学者他们的管理思维和处事方
式让人深刻印象，优秀的校友与同学，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博采众长，收获更多的管理精义。李晓颖
感慨这次求学除了丰富了头脑和开拓了眼界，还对的个人气质和生活品味的提升也有很大影响。

王泉，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营销经理 中国，EMBA2016级学生

将学习视为生命、把思考当作习惯，是王泉此次I PAG国际贸易与企业管理EMBA学习最深刻的体会。
在法国这段时间的系统学习，是对他固有的观察、分析、思考和决策的思维模式的扩充。不仅老师课
堂授课很棒，教授们内敛、睿智的品格给他很大影响，很珍惜在I PAG的学习时光，这段经历使王泉
珍惜当下，放眼未来！
王泉表示企业参观也非常有趣，让人在思维、视野、语言和交流的能力等方面获得了不小的提高，而
这些能够使人终身受益。此外，在同学圈中，很多人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成功经
验，大家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进行EMBA学习后，思考问题更为缜密，对
于市场信息的捕捉更为敏锐，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得到很大的提高，对于工作有很大的推动和促进。

王达， 景丰鸿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国，EMBA2016级学生

对于公司自主研发设计汽车后市场产品，远销60个国家和地区的创始人王达来说，由于经常需要和海外
客户打交道，让他很早就产生了去国外学习EMBA管理课程的想法。王达认为，IPAG国际贸易与企业管理
专业EMBA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IPAG的该专业EMBA在法国地处巴黎，有着国际化
的视野与丰富的对外交流活动，遍布拜年品牌，因此更能把握国际化的走向。
在国外三个月的学习中，他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各个行业的新朋友，同时结交了不少法国朋友，拓宽
了国际人际关系网。此外，IPAG的国际贸易与企业管理专业EMBA最让他最喜欢的是每个月一次的企业实
地考察参观，每一次都对自己管理企业、思考企业运营模式有所启发。
被问到为何“而立求学”时，王达的回答很实际，因为IPAG是法国同等商校排名第三的商学院。同时，
国内EMBA将需要统考，学习时间周期长，且国内EMBA每周只学习几天担心课程他担心无法达到预期效
果，不如集中精力高效学习。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面临企业的飞速发展与快速扩张，需要企业的管理者紧
跟时代步伐，自我的领导能力也要随着企业的成长有相应的提高。他知道一味安于现状，难以在日益激烈
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而如果只是谋取短期利益，没有长远的战略规划，最终也只能走向惨败的结局。

郑保兰， 包头市海美润工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国，EMBA2016级学生

作为美的电器内蒙古最大资深代理商的总经理，郑保兰平时工作很忙，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竞
争的激烈，郑保兰还是抽出时间毅然决然报了IPAG高等商学院国际贸易与企业管理EMBA精英课程，
对她来说读EMBA“圆大学梦”外，IPAG是法国有名的高等学府，在国外脱产3个月集中攻读课程能
更好的开拓视野，充分感受国际化企业发展；同时，在全球化时代美的国际化进程中，为了积极参与
国际竞争，深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需要企业的领导人不断充电，自我提升，永远紧跟时代
的潮流与步伐，屹立于思想前沿。
按郑保兰的话说：在IPAG学习，与国内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有很大不同。除了单纯专业理论化的知识
外，教授同学间的交流思考，让大家能够在教授的激发思考之下，更深层次地理解管理实践，开阔视
野，激发思维，用国际化的眼光与本土化的情怀相结合，思考“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结合
国际化的背景和当前国际与国内的形式为企业谋篇布局，规划出更为美好的未来。
感受到学习的必要性，郑保兰决定要培养一支学习型管理队伍。她预计在未来2年内，让公司高管团
队在IPAG的国际贸易与企业管理EMBA进行学习，让他们把最前沿的管理学知识和理念运用到了实际
的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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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g BS是最大的国际网络商学院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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