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命  INSEAD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汇集全球人才、文化和思想，旨在培养为企业和社会
  创造价值的领导人才和企业家。

成立  1957 年（首批学员 1960 年毕业）

地点  欧洲校区，法国枫丹白露
  亚洲校区，新加坡
  中东校区，阿联酋阿布扎比
  旧金山商业创新中心，美国

董事会主席  Andreas Jacobs 博士

院长  Ilian Mihov 教授

课程  MBA，EMBA， 管理学硕士，管理学博士
  金融专业硕士， 变革指导专业硕士课程
  高级管理培训

校友  全球校友超过62,000 人，代表176个国家，167个国籍

教授  168人，来自41个国籍
  INSEAD Knowledge 智库网：展示教授研究成果
  https://knowledge.insead.edu
  INSEAD 出版案例 
  https://cases.insead.edu/publishing

学术领域  会计与控制、决策学、政治经济学、企业家精神与家族企业、金融学、
  市场营销、组织行为学、策略学以及技术和经营管理 

博士学位课程  管理学博士学位课程增强了学院的研究能力。目前在读管理学博士生 78 人，
  毕业生超过230人。

硕士学位课程  MBA
  INSEAD MBA 课程每年招生1000学生，分别在其欧洲和亚洲校区授课。
  INSEAD MBA 以其无与伦比的多元化而闻名，课程排名保持全球前列。
  EMBA
  INSEAD EMBA 为模块式教学。每年有超过200多名学生在其欧洲、亚洲和中东校区上课。
  INSEAD 还与中国清华大学合办 清华-INSEAD EMBA双学位课程，每年招生40人。
  金融专业硕士
  分六个模块教学，INSEAD金融专业硕士历时18个月。其中五个模块在亚洲校区授课，
  一个模块在欧洲校区授课，每年招生 30 人。  
  变革指导专业硕士
  分八个模块教学，INSEAD变革指导专业硕士一年招生三次 （两次在欧洲校区，
  一次在亚洲校区），每年招生超过 100 人。
  管理学硕士
  INSEAD于2019年5月推出全新管理学硕士项目。为期14-16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针对刚毕
  业和拥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本科毕业生，帮助他们快速掌握创新学习方式，
  从容应对未来挑战。第一批学生94人在2020年9月开学。

高级管理培训  INSEAD高级管理培训每年提供超过70个公开课程。 每年有来自3,500多个公司的 12，
课程  400多名学员参与我们的公开课程和公司特设课程。

合作伙伴/  •  沃顿商学院，美国（2001 年启动 MBA 交换课程）
院校同盟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2006 年启动 EMBA 双学位课程）
  •  索邦大学，法国（INSEAD 是 2012 年成立的索邦综合大学的创建伙伴）
  •  Fundação Dom Cabral 商学院, 巴西（1990 年启动高级管理培训课程）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AIS，美国（2011 年启动双学位 MA 和 MBA 课程）
  •  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 美国 （2014 年启动双学位 MA 和 MBA 课程）
  •  凯洛格商学院， 美国（2010 年启动 MBA 交换课程）
  •  中欧工商管理学院，中国（2013 年启动 MBA 交换课程）
  •  INSEAD 是耶鲁管理学院 2007 推出的高级管理全球网络的会员

研究学院与研  INSEAD 拥有15个研究学院与研究中心
究中心  https://www.insead.edu/faculty-research/centres-excellence

官网  https://www.insea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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