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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你成为 •商界的领袖 •实践研究者 •管理思想家 •学者型企业家

一个让你 实现梦想 的 商学院
为成功者的未来做好准备，在不断变化的世界

中追随他们的梦想 …………



Part 1

UBI比利时联合商学院
United Business Institutes

MDX英国密德萨斯大学

Middlesex University

UBI 卢森堡校区

第一步就是高度定义自己

生命的重塑、反思、积极、明辨和博学，您重新定义崭新的世界

学院简介
Institutes introduced



两所学府 全球课堂

UBI比利时联合商学院与MDX英国密德萨斯大学长期的战略合作

英国大学的质量保证机制一直被视为世界高等教育的标杆

UBI 是欧洲第一家进入中国运营DBA项目的商学院至今发展20年

享有国际盛誉的英国伦敦名校Middlesex University 密德萨斯大学近150年历史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极其认同

UBI国际化的发展优势称之为“全球化课堂”， 2019年5月UBI中国校区DBA项目获得严格的验证，可共同颁

发DBA工商管理博士学位，不仅加强DBA 教学的严谨性和国际化，并确保毕业生的资历得到世界各地权威机

构的认可。

Middlesex University

DBA 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United Business Institutes

DBA 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英联邦

双学位

欧盟



 唯一性：DBA 工商管理博士双学位项目在国内首创

 稀缺性：荣获在欧盟的私立商学院和英国公立大学的双博士学位

 独特性：在中国学习获得与当地学员同等的优质DBA博士学位

 权威性：DBA工商管理博士等同于PHD博士，学术地位相同

 严谨性：英国教学体系严苛，保证教学质量在全球的权威影响力

 DBA双博士学位（欧盟布鲁塞尔+英国伦敦）

 3~5年时间，课堂学习+博士工作坊+论文撰写与答
辩，获得DBA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UBI & MDX大学合作优势



Middlesex University 是您终身学习的地方
一所全球性大学：包容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为第一的英国公立研究型大学（ Public research University）

通过以个性化的方式，教授学生新思维，出色的教学和研究在商业社会和更广阔的世界里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伦敦旗舰校区在设施和设备上投资了超过2亿英镑，达到世界顶级大学和一流专业机构的水准



MDX 英国密德萨斯大学

 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简称MDX）是公立研究型大学。

 悠久历史可追溯至1878年，是英国最早的教师培训机构之一。1882年

标志性的艺术机构成立-霍恩西艺术学院，1901年–电灯泡的发明者开创

了终身学习的先河，1904年–热电子阀发明帮助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近150 年的历史长河发展中，伦敦建有13个校区，其余三校区设在迪

拜，毛里求斯和马耳他，来自140多个国家的学生带来独特的全球视野。

 MDX 是大学系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缩写：EFMD）会员大学，设立在

布鲁塞尔。主要会员包括：美国斯坦福、美西北大学、宾夕法尼亚、英

国伦敦商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剑桥大学等世界名校。

 MDX 是第一所因包容性，平等性和多样性而获UKIED奖的英国大学

 MDX 在研究卓越框架REF排名：伦敦最好现代大学，具有强大研究能力

 MDX 学习辅助资源获得英国最高级评分。是英国唯一在全球设立海外验

证的国际性创新型大学。旨在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国际课程。

 MDX 致力于与英国和国外的领先教育机构合作，目标是建立牢固的学术

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卓越的学术成就，UBI商学院与MDX即为合作典范。



MDX 大学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1996年，1998年，2000年3 次荣获女王周年奖, 该纪念奖是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银奖TEF杰出教学奖，在美国第一个教学卓越框架（TEF）中以其高质量的教学而获得银奖。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QAA）确认了Middlesex大学的教学质量和标准，标志着英国高质量的学术标准。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青年
大学排名 中的现代大学

最佳 欧洲50强

欧洲最具领导地位的
50所商学院之一

世界前10名

跻身世界前15名最国际化的大学

世界前15名

世界跨国大学 HESA 2018

伦敦现代大学的研究力量 公认具有国际意义的研究

第一 90%

所有创意产业研究学科

前20名

世界大学时报高等教育

500强



支持您未来不断的成功，MDX 教学方法以专业实践和应用研究为基础，请一流的学者和专家教导

Middlesex University 作为国际化的创新型大学一直和全球领先的教育机构合作
提供出色的教学和研究，确保学生的学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权威认可

提供在合适的地方进行学习以完成学位的独特能力，这种国际影响力给学员带来无与伦比的价值



在中国学习获得同等优质的英国学位
您在UBI中国校区学习，课程和学习过程将接受与布鲁塞尔和伦敦相同的验证和监督系统

并获得同样在欧盟及伦敦学生相同的荣誉及学位保障

抓住这心弛神往的机会，获得国际认可的英国学位资格，是那么令人兴奋和充满鼓舞

全球拥有超过239,000名校友，他们作为校友协会成员相互支持



两大知名学府在中国教育部

中国教育部
认可并推荐
的英国大学，
其颁发的证
书全球认可

中国教育部
认可并推荐
的欧盟大学，
其颁发的证
书全球认可



UBI 比利时联合商学院

United Business Institutes 比利时联合商学院，简称UBI

 UBI 源于欧洲传承于西方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学术基因

 UBI 早期在布鲁塞尔是面对贵族开放的私立商学院

 UBI 总部坐落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市中心右邻皇宫左毗欧盟

 UBI 比利时皇家后裔和贵族创建的第一家全英文教学的商学院

 UBI 卢森堡维尔茨城堡校区是唯一用英文教学的商学院

 UBI 同济校区 DBA 博士连续十八年被评为最具创新力的国际项目

 UBI 重视学生 - 在TEF调查结果中赞扬了重视和投资于学生体验

 UBI 教学卓越框架调查结果声明:来自各个背景的学生都取得了不同

程度的优异成绩

UBI 布鲁塞尔毕业典
礼



UBI商学院在中国发展有目共睹
DBA， Doctorat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博士。管理学皇冠，是工商管理学位的至高荣誉。

 UBI DBA 最早进入中国近20年，是起跑者和引领者，成功培养近千名企业家博士，走上大学讲堂成为客座教授。

 项目具有 最稳定的教学教务团队，从教研人员到管理人员恪守使命，坚守以学员价值为核心的原则，创造业界神话。

 拥有全球 最稳固的教学团队、顶尖的师资力量和学术委员会专家，每个教授耐心引导、辅导、尊重与爱护每个学员。

 涌现无数 最杰出的DBA学员，UBI是各大商学院EMBA毕业后班级骨干和优秀学员的首选，个个卓越非凡无与伦比。

 属性价比 最高的DBA项目学费，2019年项目升级，可同时申请欧盟和英国的工商管理博士双学位证书，国内首创。



UBI 比利时联合商学院

UBI-DBA 项目连续8年在欧洲评为前三，跃升为欧洲最佳的商学院之一

UBI DBA 项目在欧洲和国内作为知名商学院，是EMBA 学员毕业后的首选

2020年欧洲DBA全球排名

1 曼彻斯特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
2 瑞士洛桑联合商学院
3 比利时联合商学院
4 英国伦敦城市大学
5 法国格勒诺布尔高等管理学院

http://eurocommittee.org/ 欧洲经济委员会2020年欧洲DBA全球排名官网

http://www.manchester.ac.uk/
http://www.bsl-lausanne.ch/
http://www.ubi.edu/
http://www.ubi.edu/
http://www.londonmet.ac.uk/
http://www.grenoble-em.com/accueil.aspx?lg=en
http://eurocommittee.org/


10%

55%

20%

中欧国际
商学院15%

清华 北大 复
旦 交大
同济等

欧洲：鲁文、
英国华威等

美国
MBA

UBI 比利时联合商学院

UBI DBA 项目中国学员来自于国内外著名商学院毕业的EMBA 精英学员

他（她）们是商界领袖，企业创世人，合伙人，高级管理者，大学客座教授，企业教练，业内领军人物……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图左）

比利时副首相、外交部及欧洲事
务部长Didier Reynders（图中）

中比经贸委员会主席德威特先生
(Bernard Dewit）是UBI法律顾
问 他是政府的智囊团要员



Part 2

项目概况
Program Introduction

UBI是“学界”和“商界”之间的桥梁

以实践应用型研究为导向，严谨的学术框架及研究逻辑旨在提高领导者的专业能力和思维，

通过建立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严密的论证思维

总结企业家管理见解与思想，形成博士课题研究项目

UBI 毕业典礼王宫前留影



UBI 商学院 DBA 项目优势

 令人难忘的读博体验：

 获得国际“双博士”学位

 被全球广泛认可的博士学位项目

 培养企业家和商界精英的摇篮

 为上市公司高管做学历学位备书

 帮助各种背景学生成为社会栋梁

 在行业领域中受到尊重和推崇

学术质量高
 提供高质量的英式教育：

 QAA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

 HESA 英国高等教育数据局

 REF 排名：研究卓越框架伦敦第一

 UBI 独一无二的博士工作坊

 论文撰写提供学校网上图书馆查阅

 研究推动商业社会和整个世界的积极变化

选择必然性
 成功领导者读博核心因素：

 给最忙碌的您在百忙中挤出一定的时间学习

 侧重于企业发展必要的实战与应用型研究

 基于实证研究建立解决企业问题的系统方法论

 个人著作的出版 & 论文核心章节的发表

 成就企业与家庭的终身教育，成为学习者楷模

 走上大学讲堂传授商业管理知识与创新思想

国际双学位



选择UBI商学院 DBA项目 理由

研究能力

 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质疑能力
 团队的协同能力，独立的研究能力
 成果的发表能力，公众演讲的能力

商界领袖

 理论驱动与实践：
 独立思考和商业智慧的完美融合
 管理知识与商业思维无与伦比结合

资源平台

 和谁学这是商学院的哲学命题：
 与国内最顶尖的DBA博士同学为伍
 校友会组建强大资源共享合作平台
 创建商学院数字化联盟赋能组织平台

DBA 成就非凡，是更高个人里程碑，是成功者对未来明智可持续的价值投资



UBI 商学院DBA工商管理学位价值

学士学位

学到的是知识

硕士学位

学到的是应用

博士学位

社会地位，社会责任，学

术贡献，自身的卓越价值

UBI & MDX 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是一个兼具研究性和应用性的教育项目, 通过课堂学习、做项目、

立研究课题、博士工作坊、论文撰写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UBI 商学院 DBA 项目全球化师资团队

名校名师

富有声望

顶级教授

实践研究

行业专家

商界大咖

治学严谨

学术期刊

权威发表

教授背景：PHD，博导，研究生导师，首席专家，一级学科负责人，多位教授获得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研究生教学优秀奖；

学术成果：中英文学术论文发表， 在SCI源刊，MIS季刊，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其二位教授获得中国经济学领域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研究方向：金融，人力资源，组织变革，领导力决策，企业战略管理，企业文化与伦理，商业模式，互联网大数据、数字化能等方向的研究。



双语

 以中文为主

 外国教授的课程
全程配有中文翻译

 3-5年，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年，完成DBA规
定课程，月集中授课周六日

 <第二~三阶段>
2年博士工作坊，在博导指
导下完成独立研究与论文撰

写，论文答辩。

上海 北京 深圳

 安排国内外移动

课堂企业参访；

海外游学，欧洲、

以色列、美国、

英国等

授课地点授课语言 课程学制 授予学位

UBI 商学院 DBA项目概览

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United Business 
Institutes 比利时联合商学

院 & Middlesex 
University英国密德萨斯大
学联合颁发的DBA Degree 

工商管理博士学位证书



UBI 商学院 DBA课程概述

DBA课程是一项为期三~五年的在职学习，包括课程学习、博士工作坊和一篇论文撰写。
学生在三~五年内完成。课程分为三个阶段，学生需完成 540 ECTS 学分

第一阶段

课堂学习（150学分）

大约12个月

完成8个必修模块

完成2个选修模块

完成每个模块的个人作业或小组研讨

每通过一个模块获取15个学分

学生与学术委员会间的交流会在第一阶
段结束时进行

第二阶段

博士工作坊Ⅰ（90学分）

大约12个月

8次必修的博士工作坊

提交论文开题

获得研究方向的道德许可

通过开题答辩

获取90学分才可以进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

博士工作坊Ⅱ（300学分）

大约12至24个月

独立研究撰写论文

与论文导师交流

完成并提交论文

论文模拟答辩

通过论文答辩



Part 3

DBA学员概况
DBA Student Profile

UBIDBA 项目教育理念

培养实践研究者；成就管理思想家；铸造学者企业家



UBI 商学院DBA学员行业分布

行业分布
35%

20%

8%

12%

25%

金融投资

房地产、
建筑、设计

其它
教育、健康、物流

影视、服务业等

大数据、互联网

传统制造业

UBI 商学院



5%

45%
28%

董事长/ 董事
企业创始人/股
东/投资人22%

总裁/总经理
职业经理人

高级管理
专业人员

政府
官员

UBI 商学院DBA博士学员职务分布

特别说明：

部分学员移居海外，回到中国继续创业首选UBI读博

获数个博士学位学员，仍选择在UBI继续读DBA博士





俞江虹 DBA第10期，麦腾永联创业投资管理创始人

UBI是欧洲顶尖的商学院，深谙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是

我读过四所海内外名校中最落地的一家商学院。

DBA博士学员感言

麦腾投资（上市公司）创始人、清华大学本硕校友、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特邀创业导师、中

欧工商管理学院EMBA项目招生面试官。他曾在美国两次成功创业，其创业的公司均被美国

著名企业收购。

在浩瀚的知识及社会海洋里什么值得学？去哪里学？又怎么学？与谁一起学？一个难解的选择题。 我有幸在清华管院、美国

迈阿密大学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及UBI比利时联合商学院等国内外四个优秀商学院学习，真实体会是中国不缺企业家，

缺的是让我们走得更好、更远并能留下有价值贡献的学者型企业家。UBI的DBA项目通过顶级教授的授课学习；与行业翘楚同学们

的分享学习；独立人格的哲学思辨学习；方法论的系统提炼学习......是真正能够帮助到每一位企业家学员。人生最好的恭维就是践

行，不仅自己来到，更有我夫人叶老师（复旦管院MBA），她在美国国际学校担任中方校长成为我DBA师妹，成为UBI大家庭中的

一员。这就是我们对UBI最大赞誉！



DBA博士学员声音

赵丽佳 DBA第13期，上海明佳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一流学术，国际视野，严谨教学，致臻服务，让企业家们

在知识的海洋里沉淀，再起航，为中国培养更多学者企业

家，真诚祝愿学院未来更加枝繁叶茂，成为学界翘楚…

赵丽佳，UBI DBA第13期在读博士，上海明佳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曾任上海市杨浦区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上海市杨浦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上海市第十三届政协常委、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会长、上海市工商联房

地产商会副会长；曾荣获“上海市首届房地产优秀青年企业家”、“上海楼市巾帼奖”、“上海市首届地产营销十佳优

秀策划人”、“上海房地产18年十大杰出巾帼企业家”、“杨浦区三八红旗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优秀民营女企

业家”等奖项。



DBA博士学员声音

王宁宁 DBA第14期，北京国科融盛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全国科技振兴城市经济研究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关村天使白人会企业服务委员会委员

DBA是问题导向、面向管理实践的应用研究。它的目标本质是自我实现，通过规范系

统的学术训练和实践掌握科学方法论，升华管理经验，创造管理新知识。进一步应用

到升华我们的人生经验，创造我们的人生新知，UBI就是一群坚持用科学方法论来解决

问题的人、一群努力创造新知的人，一群追求社会进化的人、共同修行的道场。

厦大法律系，中国社科院金融博士课程班海峡校友会会长，8年境内外银行风管9年投资管理经验

章延文DBA第14期，潍坊银行投资总监 浙江工业大学 客座教授

攻读博士的三年，是我生命中最充实、最艰苦、也是收获最多的日子。从事银行金融业务

几十年，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可以静心思考做课题研究，最大收获辅导团队的决策力更强了。

研究方向协同金融生态服务体系：通过共享金融生态合作，实现需求深度挖掘，精准定位服务，组建最

具专业的项目团队，提供最具操作性的项目方案；金融生态合作模式--资产证券化全流程+组合策略联

合银行、证券、信托、资管等组成金融生态系统。



DBA博士学员感言

郑海发 DBA第15期，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UBI集聚一批有实干精神和管理实践基础的优秀企业家，在学习实践中

研究并形成新的管理理论体系，成为行业的新领袖。

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唯聚中西之智慧，合中西之明鉴，培养高素质

的全球治理人才，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

向发展，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

光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首席科学家博士后工作站站长，指导老师，国家疫苗重点实验

室主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药学委员会会员，北京社科院金融博士班研究生



孙伟
DBA第3期

上海贵谷投资

董事长

DBA博士精英校友

王军良 DBA第2期

上海智博方略资产管理

董事长

郝相君
DBA第8期

上海金融业联合会

秘书长

虞学泽

DBA第9期

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DBA第12期

金帝联合控股集团

董事长

卢斯侃

丁捷 DBA第10期

云学堂联合创始人兼CEO 

中欧MBA面试官

林宏润 DBA深圳

海南省政协常委，海南宇

中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海南省工商联兼职副主席

DBA第15期

上海鼎辉科技股份

董事长

李建胜

陆辉
DBA第14期

风神空调集团

董事长

DBA第14期

上海汇华企业管理咨询

董事长

高航



毕业啦 布鲁塞尔期待您的到来 ！





Part 4
项目申请

Program Application

营造一个令人兴奋的学习环境，在该学习环境中

以最高的学者理论和道德行为原则标准来指导国际商业惯例



DBA项目申请条件与流程

提交报名材料

面试与综合评审

申请结果公布

录取通知函与学费缴付

学费:￥798,900（双博士学位）

￥688,800（UBI 博士学位）

基本申请条件：拥有国内、国外大学硕士学位、MBA、EMBA或以上学历学位；

具备7~10年及以上工作经验，其中5年及以上管理岗位工作经验。

申请奖学金的最终解释权归学院所有



联系我们

United Business Institutes · Brussels

Rue de Namur 48

B-1000 Brussels , Belgium

Tel: +32 (0)2 548 04 80

UBI比利时联合商学院 · 中国教育中心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1398号同济联合广场B座10F

上海教育中心： 张老师 137 8890 5366

曹老师 136 2173 7699

施老师 186 1669 3288

北京教育中心： 袁老师 138 1057 8513

深圳教育中心： 张老师 136 8951 1338



U B I  G l o b a l  D B A

比利时联合商学院
全球工商管理博士项目

UNITED BUSINESS INSTITUTES
DOCTORA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