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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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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商校联盟（简称“ACE”)于2013年5月31日成立，
是由EFMD（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其下EQUIS认证为

全球最著名的三大商学院认证之一）组织发起的，由
由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10所一流院校及欧洲10所

著名院校等创始会员组成。中欧商校联盟是顶级商学
院校的强强联合，旨在为成员学校提供教学资源共享、
教师科研合作、学生双向交流和项目共同开发的平台。



中欧ACE Master 项目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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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MIP商学院，昂热高等商学院，哥

德堡大学商业经济和法学院，伊拉斯莫斯大学鹿特丹管
理学院 , 卢布尔雅那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厦门
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在ACE的框架下上述大学利用各自的资源开展了一项全
新Master项目:中欧Master ACE



李克强总理访问米兰理工大学

2014年10月16日，中国总理李克强
访问米兰理工大学。

李克强总理与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
齐(Matteo Renzi)在米兰理工大学博

威萨校区进行演讲，并再一次强调
了米兰理工大学在促进中意友谊及
合作关系上做出的卓越成绩。此次
会面也促成了多项中意科技创新的
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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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划

招收人数：每个合作大学10个人

授课语言：英语

学习期限：1年; 三个学期

毕业学分要求：60 ECTS（欧洲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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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期

 所有的学生获得米兰理工大学Master Degree
 选择去法国ESSCA的学生还将获得 Master in

Management Grande Ecole Programme.

一年的海外学期;三个学期

春季学期
一月到六月

或意大利

或

荷兰

法国

瑞典斯洛文尼亚

意大利

论文毕设
七月到九月

秋期学期
十月到十二月

 中国MBA或者硕
士学位

项目计划安排

学位授予



项目计划

被录取的学生在每年的10 月入学

被录取的学生在MIP开始学习，学年活动安排如下

1. 秋季学期在米兰MIP学习 :十月- 十二月

2. 春季学期在ACE联盟成员大学(包括米兰MIP)学习 : 一月- 六月

3. 论文毕设 :七月-九月
( 在你春季学期所选的学校里完成或按自己的安排)



秋季学期

 秋季学期是所有学员共同参加的关于欧盟商业管理的基础知
识课程，特别是关于意大利企业的管理知识, 包括欧盟的金融

及财务的运作方式，其中也会接触到在欧盟及意大利人力资
源管理所面临的问题适应意大利及欧盟国家文化影响下的消
费群的市场战略。

秋季学期的课程从10月份到12月份

学员全部来自中国的六所合作高校。课程也创造与
MIP其他项目的学员交 流的机会，但其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让学员掌握欧盟国家及意大利的商务现状。



秋季学期

这个学期在米兰在MIP Master ACE集中授课授课。相关课程内容
如下:

 欧盟会计及财务
 市场营销及意大利制造导论
 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
 欧盟组织理论，设计和人力资源管理
 统计基础和定量分析方法
 意大利语言课程



春季学期

如何开展专业方向：

 来自中国六个高校的学员将参与欧洲商学院的国际
项目课程，与现有项目学员共同授课。

 春季学期的课程从10月份到12月份

这给中国的学员创造一个了国际多元文化的体验。
在6-7个月的学制中与不同硕士专业的不同国籍的学
员共同深入地就某个专项进行学习。



论文毕设

第三个学期是毕业设计

 学员将在7月份的时候分配毕业论文题目

 10月份提交最后的毕业论文，结束在意大利的学业，
并颁授学位证书。



论文毕设概述

 学生提交一个专业主题以便于开展和审查。

 毕业设计可以是一个研究论文（问卷，访谈，行业研究）或一个实习项目
（公司项目，但使用课堂上讲过的模型或框架：学生负责找相关的实习机
会）。

 学生提名一个学术导师，以监督他的工作，并提供反馈。

 该提案需由ACE项目主管进行评估和验证。

 毕业论文导师将会是学生第二学期所在大学的一名教授.

 在任何情况下，学生所选择的课题须要与学生的专业计划（例如：实习）
相关，并可以让学生拓展专业知识以便对其职业生涯有所帮助。



论文毕设概述

 这一论文必须反映个人成果。任何形式的剽窃都是被严格禁止的。

 论文导师同意对学生进行监督和论文主题的要求。然后，他在学生整个论
文过程中进行监督并提供方法支持（制定的问题，论文计划等）。

 学生应定期向论文导师汇报项目工作进展情况，并回答导师的问题，并遵
守监督日程。

 论文导师将批准毕业设计工作的最后报告，并与ACE项目主管一同参加同
学的毕业答辩。

 最后的要提交的是毕业设计项目报告/专业论文和答辩所需要的PPT演示文
稿。



一年的海外学习

两个不同的欧盟国家

下
一
步

 首先学生要选择你感兴趣的专业方向，

 然后你要选择提供专业方向的大学



选择专业方向

专业方向:

营销和欧洲制造的奢侈品

银行和财务管理

旅游管理

企业财务管理

创业学

国际商务

物流运输管理

知识型创业

国际商务与贸易

供应链管理

营销管理

战略管理

项目专业方向在提交申请时必须确定。



选择提供专业方向的大学: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MIP商学院 MIP Politecnico di Milan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昂热高等商学院 ESSCA École de Management

哥德堡大学商业，经济和法学院 School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Law at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伊拉斯莫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
Rotterdam School of Management, Erasmus University

卢布尔雅那大学经济学院
Faculty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选择提供专业方向的大学:
米兰理工大学MIP商学院
MIP Politecnico di Milan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国家：意大利米兰/米兰

学校简介：
米兰理工大学创建于1863年，坐落在米兰市中心，其历史悠久，师
资力量雄厚，是意大利最大、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欧洲排名第6，
全球前50强。学校有1400多名教授和研究人员，38000多名学生，由
16个部门组成。

米兰理工大学MIP商学院(Politecnico Di Milano School of Management)
是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Milano)的下属管理学院。

1979年，一群意大利著名CEO们确定需要一所商学院，在那里企业高
管可能进一步拓展他们的管理技能。米兰理工大学MIP商学院应运而
生，可以说MIP商学院是意大利主要跨国公司和米兰理工大学之间合
作的成果。

米兰理工大学MIP商学院将典型的学术专业知识和那些从全球商业与
咨询活动中衍生出的实用专业元素相结合。这种相互关系使MIP商学
院保持了解公司业务，培训和创新需求的特质。

米兰理工大学MIP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协会AMBA、EQUIS商
学院认证体系以及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的认证，并且是意大利
企业管理培训协会(ASFOR)以及EMBA委员会成员。



选择提供专业方向的大学:
米兰理工大学MIP商学院
MIP Politecnico di Milan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专业方向 1 –市场营销与欧洲制造奢侈品学校简

介：

品牌管理
产品设计与产品系列设计
奢侈品运营与质量管理
沟通与促销
奢侈品供应链管理与购买
渠道管理和零售与销售管理
数字化沟通



选择提供专业方向的大学:
昂热高等商学院 ESSCA École de Management 

国家：法国/昂热市

学校简介：昂热高等商学院（ESSCA）

成立于1909年，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

史。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ESSCA造

就了建校史上的奇迹，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今天，它已经成为法国最有声

望的高等商学院（即大学校）之一。

自建校起，ESSCA就致力于为学生提供

一个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和科研宗旨

是：呈现给学生在他们毕业后将要面

临的各种商业环境，并帮助他们面对

可能发生的变化和挑战。

ESSCA尤其注重与中国的合作，先后

与众多中国知名高校签署了各项合作

协议。2006年，ESSCA与ESAI合作，

在上海开设了它的教学点。



选择提供专业方向的大学:
昂热高等商学院 ESSCA École de Management 

专业方向 1 –企业财务管理
高级管理会计–6学分
高级公司财务–6学分
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 – 6 学分
项目财务管理–6学分
国际企业战略–6学分 专业方向2 - 创业学

业务建模–6学分
商务策划–6学分
业务牵引–6学分
创业或商业开发项目–6学分
社会业务和数字业务–6学分

专业方向 3 –国际商务
国际销售的发展–6学分
国际企业战略–6学分
全球供应链管理，国际采购–6学分
国际贸易法律环境 – 6学分
国际项目管理–6学分

选择去法国ESSCA的学生除了米兰理工大学颁发的学位之外还将获得 Master in
Management_Grande Ecole Programme，但要求学生在法国完成论文毕设。

第二学期（春季）的课程将由卢布尔雅那大学经济学院组织安排，将重点开展
以下三个专业方向和相关课程：



提供专业方向的大学:
哥德堡大学商业，经济和法学院
School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Law at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国家：瑞典/哥德堡市

学校简介：哥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是1887年由社会捐助建立的，最初命名为“哥德堡
高等教育学院”。哥德堡大学是在欧洲享有很高声
誉的综合性大学。多年来,学校一直以教学与研究
相结合为立足点。现今哥德堡大学已成为瑞典课

程设置完善的综合大学。也是瑞典学生最为热衷
的选择之一。



提供专业方向的大学:
哥德堡大学商业，经济和法学院
School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Law at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专业方向1 –物流运输管理
零售、批发和物流–7.5学分
国际贸易和物流–7.5学分
运输 - 生产系统和物流管理–7.5学分
当代运营管理–7.5学分

专业方向2 - 国际商务与贸易
跨国生产网络的地理分布–7.5学分
在亚洲新兴市场的国际商务–7.5学分
跨文化管理–7.5学分
跨国公司的管理和组织–7.5学分

专业方向3 - 知识型创业
风险管理和金融–7.5学分
知识密集型创业–7.5学分
创业和新业务开发–7.5学分
社会创新与创业–7.5学分

第二学期（春季）的课程将由哥德堡大学商业经济和法学院组织安排，将重点
开展以下三个专业方向和相关课程：



选择提供专业方向的大学:
伊拉斯莫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
Rotterdam School of Management, Erasmus University

国家：荷兰/鹿特丹市

学校简介：伊拉斯莫斯大学(RSM Erasmus University) 
就坐落于欧洲贸易交通大城-荷兰的第二大城鹿特丹。

隶属于鹿特丹伊拉斯莫斯大学的鹿特丹管理学院
(Rotterdam Business School) 建立于1913年，是伊拉
斯莫斯大学下属的7大学院之一，同时也是一所世
界闻名，欧洲顶尖的管理学院。



选择提供专业方向的大学:
伊拉斯莫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
Rotterdam School of Management, Erasmus University

第二学期（春季）的课程将由鹿特丹管理学院组织安排，将重点开展以下三个专业方向和相关课程：

专业方向 2 –营销管理
广告与传播
国际产品管理
营销分析
数字营销战略
客户体验管理
神经营销学
社交媒体
让消费者选择
定价和收益管理
定价：创造和捕捉价值
新产品的营销
品牌管理
在中断时代的网络客户行为
大数据分析的营销洞察力
选修课程，或可改变

学生须在上述课程列表中选择5门课程，共计30个学分

专业方向 1 –供应链管理
闭环供应链（6学分）
供应链仿真（6学分）
战略采购（6学分）
卓越的业务流程（6学分）
从摇篮到摇篮与循环经济（6学分）
定价和收益管理（6学分）
服务物流和操作（6学分）
医疗采购和价值链管理（6学分）
全球网络端口（6学分）
供应链预测（6学分）

专业方向 3 –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咨询
可持续发展战略
离岸和外包IT和商业服务
战略执行和管理控制
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技能的策略
战略事件背后的好奇心理：并购案例
平台和网络市场的竞争策略
逃离铁笼子：对机构压力的战略反应
战略领导和公司治理
组织认同：管理战略变化和公司形象
管理创新与联盟和收购
资本的供应和需求：风险投资
非市场竞争：赢得政治和社会领域



提供专业方向的大学:
卢布尔雅那大学经济学院
Faculty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国家：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市

学校简介：卢布尔雅那大学(University of Ljubljana)
成立于1919年，是卢布尔雅那唯一的大学，是斯

洛文尼亚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院。卢
布尔雅那大学为于首都卢布尔雅那市中心，教育
设施先进，学历为世界各国承认。



提供专业方向的大学:
卢布尔雅那大学经济学院
Faculty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专业方向 1 –银行与财务管理
金融定量方法
战略管理2
企业估值
选修课程（所提供的一个选修课程）

专业方向 2 -旅游管理
研究方法和技术
战略管理2
旅游市场营销或研究方法
选修课程（所提供的一个选修课程）

第二学期（春季）的课程将由卢布尔雅那大学经济学院组织安排，将重点开展
以下两个专业方向和相关课程：



费用

学费：15,000欧元

奖学金：可申请奖学金（详情请咨询本校项目办公室）

27



招收及录取

招收过程：

 大学选拔并向MIP进行推荐

 向MIP提交申请 (项目专业方向在提交申请时必须确定

 MIP预约面试

 MIP发录取通知书和合同

 MIP代表李熙宁先生负责协助价值证明及签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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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及录取

要求：申请者是合作大学推荐的学生，并须首先满足所就读的国内院校所设
定的招录要求

此外还需满足下列要求及条件：

1. 申请表；

2. 学士学位复印件及其英文翻译件；

3. 个人简历/受教育记录；

4. 成绩单及其英文翻译件；

5. 英语能力证明（任选其一）：雅思6.5、托福89、剑桥英语B级证书、大学
英语四级（CET4）480以上。

6. 护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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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P 网站： www.mip.polimi.it
微博 Weibo：米兰理工大学MIP管理学院官
方微博 http://weibo.com/u/5049491456

http://www.mip.polimi.it/
http://weibo.com/u/5049491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