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雷恩
高等商学院
全球DBA
高级工商管理博士项目
无域思维，
成就中国商业创新领袖！

无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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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法国第一宜居城市-雷恩市，是全欧洲最具国际化的商学院。学院95%的教授来自法国以外的42

个国家，55%的在校生为国际学生，与全球300多所精英大学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学院通过AACSB、

EQUIS、AMBA三大权威认证，全球只有不到1%的商学院可以同时获得此三大认证，是全球最好的商

数为国法是也院学商恩雷，时同，）—校学大理管业商elocÉ ednarG（ 的证认府政国法是亦！一之院学

不多的可颁发PhD学位的商学院之一，名列法国顶尖商学院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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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中国教育部认证的的精英学府

法国大学校联盟(Grande école)成员之一

法国为数不多的可颁发PhD学位的商学院之一

拥有AACSB、EQUIS、AMBA三大国际商学院顶级认证

全球只有不到1%的商学院可以同时获得此三大认证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校长
 致词 

托马斯.伯乐教授 
Professor Dr.
Thomas FROEHLICHER

创造未来，首先要以独特的视角看待现在。

在雷恩高等商学院，我们相信学生可以将
他们已有的知识融会贯通到新的学习内容
中，并通过掌握新的学习方式来不断地提
升、进步，学习是永无止境的过程 !
雷恩高等商学院是探索教育新领域的精英
商学院 !

雷恩高等商学院，让未来的毕业生为明天
的世界做好准备 !

President’s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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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硕士项目（Master in Management）在2019年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的全球管理学硕士排名中列全球第51位；

国际金融硕士项目（MSc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在2019年

Financial Times的全球国际金融硕士排名中列全球第24位；

Program Grande Ecole项目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华尔街日报排

名全球第27位；

在Financial Times欧洲顶尖商学院排名中列第56位，也是法国

前10大商学院之一。

学院资质与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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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 & Honor

雷恩商学院国际权威排名：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是全球不到1%的商学院中拥有EQUIS，

AACSB和AMBA国际“三大皇冠认证”的商学院之一。 精英商校

质量保证是我们对学生和合作伙伴的承诺。



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
承认的法国高等院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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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核心教育理念：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的核心教育理念是

“UNFRAMED THINKING无域思维”理念，

意在鼓励学生挑战他们的假设，将视野扩

展至他们的界限之外，与教授、同学和整

个大环境一起头脑风暴，激荡新知。超越

框架的思考意味着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

学习，探究新知识、新模式。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
核心教育理念

Education Concepts

激励创新：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的战略承诺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使用适宜的教学方

式和研究工具，逐步帮助学生激发他们

的好奇心、创新精神与创业意识；教授

们用创造性的课堂讲授方式来促进与学

生的共同讨论，互为启发，每位学生都可

以通过课堂讨论和课题研究，拥有多维度

的跨界思维和个性化的体验，以发挥他们

的创造潜力，展示自己的独特潜能。



全球DBA高级工商管理博士项目
Presentation of the Doctorat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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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全球DBA高级工商管理
博士学位

（Doctora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用研究为基础的博士学位项目。在不影响学员工作的

情况下，为他们提供了获得商业和管理领域高水平研

究生资格的机会。

工商管理博士学位(DBA) 的目标是为企业领导者提

供博士学位的培训，使他们能够选择一个与他们的企

业或商业世界未来成功息息相关，且至关重要的前沿

课题，成功地完成一个高标准的应用研究工作。培养

工商界高层管理人士、经济界精英进一步提升管理、

经济、金融等理论水平，提高在实际工作中解决决策

性的重大疑难问题的能力。

DBA是在完成MBA、EMBA或相关硕士课程后，更系

统的、战略的、科学的、专业化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

公司战略层面的核心问题而设置的项目。

接 受 过 工 商 管 理 博 士 教 育 的 学 生 通 常 体 现 出

“GLOCAL”特质：

全球视野Global Perspective

创新型领导力Leadership with Innovation

聚焦组织与产业Organizations and Industry Study

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分析能力Analytical Ability

本土最佳实践Local Best Practice 

学员们在攻读课程、撰写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

中，通过认真的学习、高层次的交流、前沿的信息获得

更多的思路，为今后的事业拓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每个具体的研讨主题都由雷恩商学院及其专门研究

该课题的附属研究机构提供。他们在这些研究课题上

带来了最相关、最有影响力和最新颖的观点，并与学

员们分享他们的研究报告。专业研究课题使学员们在

其选择的领域中对中国具体的商业或管理问题有更

深刻的理解。雷恩商学院及其师资的卓越研究是该

DBA课程学术质量的保证。雷恩商学院专注于有影

响力的跨学科研究，在人工智能驱动型企业、现代服

务业、绿色、数字和需求驱动（G3D）供应链管理等领

域建立了独特卓越的专业知识，并成为欧洲乃至全球

的一个重要研究高地。

是一个以应



项目使命与目标：  

使学员们具备行业相关的系统知识和研究能力

在全球一体化和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取得可持续的

商业成功，并对世界经济做出贡献

加强商业知识、创新或创造，并为商界研究做出贡

献

结合商业经验和研究，强化企业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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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单元及学年规划：

第二至三年：科研和博士论文辅导、撰写与答辩：

    第二学期

    模块6：文献综述与写作研讨

    模块7：实证研究研讨

    模块8：毕业论文研讨

    模块9：专业研究方向

雷恩DBA项目共计200学分

课程部分：80学分( 9个教学模块, 216学时，1—1.5年内完成)

论文辅导、写作与答辩：120学分（最快2年，最多可延长至4年）

修满学分后将被授予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学位(DBA)

华东DBA班重点招收学生所在的行业与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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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课程设置

1.创新管理 2.智能制造  3.医疗与健康  4.品牌与文创IP 5.物流供应链 

*模块9中可以特别关注中国在各个领域的运营与战略研究问题。

第一学期

模块1：管理研究方法导论（在线授课）

模块2：定性和混合研究方法

模块3：定量研究方法

模块4：组织行为研究

模块5：战略研究

直接研读及论文开题报告进程

开题报告答辩及论文进程

论文修改与答辩

第一年：课程学习（每个模块3天）

专题研讨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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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Schedule

学习形式：业余时间集中上课，每次3天（周五-周日），9

大模块，共27天216学时，其余时间为论文撰写与辅导。

DBA学习主要是通过学习研究方法，找出自己的研究

课题，持续通过查阅中外文献，进行学习和研究。

专题讲座：举办专业方向科技创新沙龙，管理前沿讲

座，更新知识，拓展视野，激荡创新。

法国研学：前往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在法国的主校区

学习，与在法国以外的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DBA合作院

交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参加法国本部的毕业典礼，

深度体验法国文化。

1.硕士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同等学力 

为本科学历需提供近年来相关研修班学习证明

2.具备5~10年以上的工作及管理经验

学习安排

录取要求

学制三年   最多延长至五年

Admission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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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Awarding
颁发证书

按规定完成整个研究项目的学员可以获得法国雷恩高等商学

院颁发的工商管理博士学位证书及成绩单。

证书样本 成绩单样本



Faculty

法方师资： 

面试及课程模块1~3部分由法方教授进行教学（在线或面授），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具有强大的国际化

师资队伍。具体配备教授将于2021年8月中旬进行针对性安排。

中方师资： 

教学师资

黄庐进教授（法方学术代表）
法国雷恩荣誉教授 原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副院长
曾兼任美国管理协会（AMA,China）副总经理、企业管理咨询师；英国剑桥
ESOL英语国际考试项目在中国的项目推广人；亚洲管理教育论坛（AFBE）委员
会副主席。法国ICN商学院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消费者行为，国际经济合作。

余明阳  教授
博导、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品牌研究中心主任
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国中年0002“、一之人奖获位4国全”奖献贡别特划策业企国中“、”帅少IC国中“为誉被
最具影响力的策划家”之首等;曾担任四川沱牌曲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总经理（
2000-2002）。主要研究方向：品牌战略、文化与品牌体验、消费者行为、市场营销。

林 桦  教授
博导、法国SKEMA商学院苏州校区学术校长，曾任新华都商学院副院长、曾任
雷诺（北京）汽车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长

巴黎政治学院博士，巴黎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巴黎高等商学院客座教授，法国
金棕榈教育与科研骑士勋章获得者。

黄 沛  教授
博导、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担任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上海电信信息产业公司等6个集团公司高级顾问。中
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校市场营销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市场营销学，管理学，竞争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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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萍生  教授
世界级智能制造专家，美国伊利诺州 Bradley University 终身教授
美国系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创新科技实验室负责
人，台湾工研院顾问，世界 500 强卡特彼勒, 波音飞机, 福特汽车等高级顾问。
主要研究方向：智能制造、工业4.0、5G与人工智能。

张新安  教授
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交大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兼人力
资源处副处长

曾在MIT斯隆管理学院，UBC尚德商学院等学术机构访问研究。上海市行为科
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理事等学术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管理中的心理与行为问题。

任建标  教授
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运营与物流管理学科责任教授、运
营与物流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供
应链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学者，美国国际供应管理协会会员（ISM），美国ISM 采
购与供应管理认证专家，金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主要研究方向：供应
链管理、运营管理、流程分析与系统建模优化研究、企业量化科学管理体系等。

余隋怀  教授
博导、西北工业大学工业设计系主任，科技部“国家工业设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因传统文化走红的工科“网红教授”，善于站在“设计”专
业的角度，剖析中国传统文化；阐述科学与美学、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近年来完成的科研项目主要涉及航天（承担了天宫一号、神舟八号、九号等国家
载人航天领域重大工程的工业设计任务）、航海、航空、交通工具及机械装备工
业设计、文创产品开发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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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全球DBA项目中国区优秀学员代表：

DBA是个珍贵的机会，提升学术水平，并与管理和专业经验联系起来。这将有助于我提高学业背

景并最终支持我的职业发展。现在，我为未来的挑战做好了准备，并有信心能在这些动荡的经济

时刻和产业转型中带领公司前进。

                                                          ——Dr. Emerson Luis Galina 雷恩DBA 第二届毕业生

我选择DBA是为了加深我对管理科究主题的了解，并取得与顶尖学术成员和不同学者的互动所

产生的协同作用，并将其见解用于我的咨询工作中。雷恩商学院的DBA项目的灵活性，学术严谨

性和质量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Dr. Rodrigo NAVARRO 高级咨询师

往届学员感言
Testimonials 

于英涛
紫光集团联席总裁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新华三集团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

朱  波
创新谷创始人

幂度科技创始人
曾任华为互联网业

务总裁

林哲莹

顺丰控股副董事长
顺丰控股副总经理

古玉资本创始人

葛基中
上海欧坚网络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欣海报关有限

公司董事长
中国报关协会会长

朱文华
贝哲咨询首席顾问
曾任诺基亚（中国）

CFO

杨  敏

资深教育专家
女性心理学专家

云南外国语学校总校长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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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活动  Activity

李天田  
得到APP和罗辑思维

联合创始人兼CEO

郭帆  
著名新生代导演

《流浪地球》导演、编剧

靳海涛  
前海股权基金首席合伙人

原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董事长

凯文·凯利(Kevin Kelly)  硅谷著名预言家、《连线》

(Wired)杂志创始主编

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参访 美国Ayla Networks艾拉物联参访

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参访

海康威视企业参访

精彩论坛沙龙

全球标杆游学

班级精彩活动

平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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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资质：

具备丰富实战管理经验的企业家、高管及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

申请流程：

申请材料清单：

学费信息：

报名注册费：¥ 3,000元（人民币）

学费：¥ 485,000元（人民币），部分需直接汇至

法国学校

奖学金计划：设置优秀学员、提前报名学员奖学

金，面试通过后可酌情申请。

申请指南

初审：学历证明、工作年限  

（1）填写完整的中文申请表，申请人签名

（2）有效的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3）与原件相符的有效毕业文凭复印件

（4）6张身份证或护照照片、2张名片（中英文）

（5）规定格式的推荐信（英文）

提交申请材料，缴纳报名注册费

初审通过后，在雷恩官网上进行网申，参加面试

通过面试，由校方颁发录取通知书 

缴纳学费，正式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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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华东中心）

地址：淮海西路125号机械楼

学院官网：https://rennes-sb.com (中文)

2021年招生信息（华东班）

面试时间：2021年8-10月

开学时间：2021年11月底

招生人数：15-25人

Applicaion Guide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华东中心）
         

          学院官网：https://rennes-sb.cn(中文)

法 国 雷 恩 高 等 商 学 院 的 核 心 教 育 理 念 是

“UNFRAMED THINKING无域思维”理念，意在

鼓励学生挑战他们的假设，将视野扩展至他们

的界限之外，与教授、同学和整个大环境一起头

脑风暴，激荡新知。超越框架的思考意味着以一

种全新的方式来学习，探究新知识、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