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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MT在2021年度《金融时报》全球管理学硕士排名中位
列全球第12，德国第一。ESMT的管理学硕士项目（MIM）
排名跃升14位，在前二十强商学院中上升最快。项目的总
体满意度指标排名全球第7，国际流动性指标排名第10。

ESMT的管理学硕士项目在2021年度《经济学人》“Which
MBA?”全球管理学硕士项目排名中，位列全球第14位，比
前一年提升了4位。项目在“教学体验”指标上排名第5，“个
人发展”指标排名第8。

欢迎选择ESMT Berlin管理学硕士项目!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看到，在这个属于你们的21世纪，
许多良机正等待着那些有准备的人去把握。我们相信，
你们这一代人将积极地改变机构和企业的发展方向，而
我校管理学硕士项目将为你们提供必要的工具、知识和
网络来实现这一目标。

力项目，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小组咨询任务，为ESMT的学
习之旅划上圆满的句号。在就读MIM项目的同时，你还
可以选修投资组合管理项目，管理一个数百万欧元的实
际投资组合，亦可参加国际一流合作院校的交换项目。

在这段旅程中，你将得到ESMT团队的全力支持，无论是
ESMT管理学硕士项目的灵感来源于柏林多元化的社区， 学习、生活还是个人发展。欢迎加入ESMT，期待你在
你将踏上为期两年充实的个人发展之旅，与来自40多个 ESMT Berlin度过精彩纷呈的两年!
国家的学生共同学习。在前七个月，我们的师资队伍将
带你熟悉动态的数字世界中最重要的商业概念。然后，
你将开始为期三至六个月的实习，学以致用，为你的履
历增添宝贵的深入实习经验。
在第二年，你将选择一个发展方向——创新管理或商业
定量分析，其中包括数字经济中的媒介、机器学习，以
及因果关系等课程。你可选择不同专业的选修课，如金
融学、商业分析、全球战略、创业学，并参加社会影响

Guillermo Baquero教授
管理学硕士项目—学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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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优势
两个方向——根据你的能力量身打造

国际课程选择

这个一个开创性的项目，不要求工作经验，并提供两个发展
方向。其中一个方向专门培养富有创造力的战略思考者，另
一个方向旨在则培养量化决策分析师。

交换项目

投资组合管理项目（PMP）
你将有机会在经验丰富的资产经理和教授的指导下，与团队
合作共同管理数百万欧元的实际投资组合。在第一学年，你
将接受财务分析师培训，第二学年则将接受投资组合经理培
训，并负责进一步制定分配和管理资金的策略。

ESMT与世界各地的商学院合作，你可切实感受全球化的学
习体验，并拓展毕业后的选择面。合作院校包括英国帝国
理工学院商学院、新加坡管理大学、西班牙IE商学院、加拿
大女王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丹
麦哥本哈根商学院、荷兰鹿特丹管理学院、葡萄牙新里斯
本大学商业经济学院等等。在ESMT完成核心课程模块I后，
你将有机会前往我们的合作院校交换一个学期。一些交换项
目在MIM项目的第一学年即可申请，而大多数交换项目将在
第二学年开放。
双学位

职业发展
第一年，你将在一家德国或跨国公司中获得最长为六个月的
实习经验。第二年，你将与指定的非政府组织或社会企业合
作，与团队一起实施一个社会影响力项目。

软技能
以建立高效团队，提高演讲技能、咨询技巧、口头和书面的
商务沟通技能，以及利益相关者管理等方面为重点，开展各
类研讨会，帮助你掌握获得事业成功所必要的个人能力。

学生第一年将在柏林ESMT学习，第二年在耶鲁大学管理学
院学习，然后在ESMT提交毕业论文。只有在ESMT注册入
学之后，学生才能提交耶鲁课程项目的申请。ESMT不保证
学生一定被双学位项目录取。被成功录取的学生将获得
ESMT颁发的管理学硕士学位和耶鲁大学颁发的全球商业与
社会管理硕士学位。

语言
你的学费中包括德语或其他基础语言课程，让你在全球商
务交流中游刃有余。

请登录 degrees.esmt.berlin/mim 了解有关管理学硕士课程的最新内容。

投资组合管理项目

“与其他团队，以及与你的基准（我们当时的基准是标
普500指数）相竞争，这是该课程的特色。因为这种竞争感
能够激励你愈发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并追求自我发展。最
初参加这一课程时，我对市场和投资一无所知，但你付出的
越多，得到的就越多。”
Omar El Maria, 管理学硕士和投资组合管理项目毕业生

实习

社会影响力项目

MIM项目将提供在跨国公司、中型企业或初创公司中实习的
机会，帮助你积累丰富的公司内部工作经验。职业服务团队
将与你一起寻找合适的机会，引导你完成整个申请流程。

社会影响力项目（SIP）是一项为期五周的应用型项目，是
MIM课程的一大亮点。你将有机会把自己在课程中学习到的
业务技能应用到特定社会目标的组织中，例如非营利组织、
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社会公益创业组织或营利性组织。你可
以前往世界各地开展改变人们生活的项目，同时深入了解全
球文化，积累宝贵经验。

MIM学生的实习近况
埃森哲 – 战略咨询顾问
亚马逊 – 商业智能和数据科学
安联保险 – 业务拓展和战略
戴姆勒金融服务公司– 风险管理
德勤数字风投 – 咨询
毕马威 – 数字合规
宝洁 – 供应链和物流
彪马 – 企业可持续发展
普华永道 – 估值，建模和分析
西门子– 金融和商业治理
索尼 – 研发
SUMUP – 入驻创业者

“

我在尼日利亚的职场面临着玻
璃天花板。 ESMT的就业服务在帮助
我规划职业道路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包括最终加入 Wayfair。能够找到一
家赏识自我才能的公司，
这对我而言意义重大。

Simi Ayo Vaughan,
管理学硕士毕业生

社会影响力项目近况
慕尼黑Crypto Development Fund – 为潜在的具有社会影
响力的投资者建立市场和销售策略。
印度DHL企业公民项目 – 识别与印度SOS儿童村开展合作
的潜在机会和障碍
埃塞尔比亚GrowthAfrica – 帮助扩大这家非洲企业孵化器
的运营、网络和资金规模

“

如果你即将开始SIP 项目，我强烈建议你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去一个从未去
过的地方。是的，一开始你会面临巨大的
文化冲击，但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并遇到
各路英 才。在这次短暂但极其充实的经历
后，我完全变了一个人。

Filippo Poggiato，他随项目小组前往乌干达，与Generous
Designs Africa合作，将比迪比迪难民营的塑料垃圾变成日用品。

BIDIBIDI REFUGEE CAMP

MIM课程时间表
MIM项目的课程设计旨在帮助你掌握一系列个
人和专业技能，打下扎实的学术基础，为你在
商业、社会和创业方面的各种角色做好准备。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技能，选择一个方向及
选修课，来定制你的学习。在第一学年，你将与
整个MIM班级一起完成商业核心课程。最初几个
月之后，MIM的学生将分为两个方向：商业量化
分析和创新管理。第一学年以实习结束，实习
期可长达6个月。在完成核心课程模块 I（9月至
12月）后，你还有机会到世界各地的合作院校
进行交换。

第二学年开始，你将与所有MIM学生一起回到柏林校
园，完成市场营销管理核心课程和商业模拟。随后，
全班再次分成不同方向。两年制项目的最后一个学期
提供一系列选修课程，包括金融学、商业分析、创新/
创业和领导力，以及为期6周的社会影响力小组项
目，最后是硕士论文，需要在三个月内完成。
在整个MIM项目期间，你还可以选修投资组合管理项
目。这是一个为期两年的选修项目，被选中的学生将
积极管理一个实际投资组合。所有学生每周都会有外
语课程。MIM项目还提供技能工作坊，以支持你的个
人和职业发展。最后，学生社团和其他由学生发起的
活动，为个人发展提供广泛的参与机会。

ESMT BERLIN

MIM课程

第1学期

2022
9 月

核心课程

· 商业经济学
· 企业战略

· 财务管理
· 组织行为

第2学期

2023
1 月

核心课程与发展方向

商业定量分析

或
·
·
·
·

· 面向分析的数据科学
· 计量经济学
· 估值

4月

实习

创新管理

技术革新经济学
创业学
数字业务转型
初创企业挑战

你将在一家公司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实习。
实习地点可以在德国或其他国家。

第3学期

10月

核心课程与发展方向（续）

商业定量分析

· 数字创新与创业
· 数字营销
· 创新的人为因素

或

创新管理

· 高阶决策工具
· 预测分析
· 价值链分析

第4学期

2024

· 创业营销
· 领导与管理人才
· 投资组合理论与资产定价

1月

选修课

4月

社会影响力项目

在一家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完成一项团队项目，或在
一家盈利性企业开展一个社会影响力项目

5月

硕士论文

论文可以是独立学习和研究为主的学术项目，也可以是在
企业中开展工学结合的应用型研究。

9月

毕业

在两年的课程中进行的研讨会和项目
· 投资组合管理项目（选修）
· 国际商务外语
· 软技能研讨会：建立高效团队，商务演讲的个人效率，跨文化商务沟通，咨询能力，SCRUM，
叙事能力

国际课程选项
· 在ESMT完成核心课程块 I 后，你将有机会前往我们的合作院校进行交换。一些交换项目
在MIM项目第一学年的春季学期即开放，而大多数交换项目将在第二学年开放。
· 提供秋季、春季或夏季学期交换。

发现更多

必修课程（部分）

创新管理方向（部分）

商业定量分析方向（部分）

就业数据与就业服务
职业管理是MIM项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校会定期举办专题
研讨会和讲习班。你将从第一天开始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简历和
面试技巧。你将能参加公司的宣讲会和实地参访，以及一年一
度的ESMT招聘会。
在MIM项目结束之时，你将能更好地了解如何制定自己的求职
策略，找到职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建立和激活自己的人际网
络，并通过谈判拿到自己期望的薪资。

毕业生就业实例
阿迪达斯 – 数字分析助理经理（纽伦堡）
奥迪 – 采购专员（英戈尔施塔特）
巴斯夫 – 财务分析报告专员（柏林）
CLEARAGO – 产品经理（柏林，初创公司）
德勤 – 顾问（苏黎世）
高盛 – 分析师（法兰克福）
谷歌 – 客户策略师（都柏林）
软银机器人 – 销售经理（柏林）
象屿集团 – 股权投资分析师（厦门）

毕业生就业行业

毕业生工作地点
亚洲
其他欧盟国家

6%
16%

毕业生选择的
工作地点
德国

78%

科技
金融服务
咨询
快速消费品
医疗健康
其他
制造
能源
零售
运输及物流

29%
26%
22%
6%
4%
4%
3%
2%
2%
2%

平均薪酬（含奖金）：
€ 55,314

创业
ESMT为那些想要自主创业的学生提供各种支持。ESMT位于
欧洲最大的创业经济的心脏地带，这意味着ESMT的学生在创
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Vali Berlin是ESMT Berlin的创业中心，其使命是激励、教育和支
持创业人才，连接技术和商业，并为创业学生、校友和更广泛
的柏林创业生态系统提供平台。通过夏季创业计划（Summer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学生有机会与团队一起研究某个商
业想法，并得到来自ESMT关系网络的专业指导。

“我们需要解决重大的全球性挑战，如气候
变化、贫困和医疗。行动胜于言辞，ESMT
将可持续创业纳入其教育项目和课外支持，
正是践行承诺的体现。”
Baris Efe, ESMT管理学硕士毕业生，
Vali Berlin的主理人及创始人

申请要求与学费

申请要求
✓ 拥有学士学位，专业不限
✓ 毕业后工作经验不超过18个月者从优
✓ 对于创新管理方向的申请者，你参与的课外活动需要体
现好奇心和广泛的沟通能力

✓ 申请商业定量分析方向的学生需具备较强的量化分析能
力（建议提供GMAT或GRE成绩）

项目费用和申请截止日期
管理学硕士课程于9月下旬开学，毕业生将获得管理学硕士
学位（120个ECTS学分）。
ESMT MIM为滚动招生。在最终截止日期前，可以随时提交
申请。一般每两周公布一次招生结果。提前申请者可在录取
和奖学金方面享受优先考虑待遇。
申请截止日期：
早鸟截止日期：3月31日*
最终截止日期：7月31日

✓ 托福成绩（最低95分），或同等的英语能力证明

MIM项目学费：29,500欧元（两个学年内分三次支付）

✓ 在线提交申请，含一封推荐信和几篇短论文

MIM项目的学费包含所有课程、精选教材、入学指南和就业
支持。

✓ 现场或网络个人面试

*3月31日截止日期前完成MIM申请的，一经录取后将享受
2000欧元的学费减免。

发现更多

在线申请
请登录apply.esmt.berlin 在线申请

多元化和包容性
ESMT Berlin鼓励学生、员工、教授团队和行政人员在校内
有意识地重视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的价值观与做法，并
且也在学术界和商业界进行倡导。

经济支持
奖学金
ESMT根据学术成绩和多样性原则，提供部分学费减免政
策，以支持优秀学生。
贷款机会
ESMT通过助学贷款平台Prodigy Finance提供贷款渠道，
帮助全球150多个国家的学生获得MIM学费和生活费贷款。
Brain Capital提供一种创新的资助方案，让来自欧盟、加拿
大和美国的学生有能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
在ESMT学习的美国公民可根据《高等教育法》第四条和
《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申请贷款。

发现更多

对其他国家的国民也有特别资助可供选择。请访问我们的
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发现更多

校园生活
我们会支持你在ESMT学习旅程的每一步
ESMT的校园位于欧洲最具活力的首都—柏林，校园生活充
满活力，积极向上，学生收获良多。你的学位不只局限于课
堂上的学习。

住在柏林
求学期间在德国的生活会使你收获颇丰。德国与整个欧洲之
间交通便利，这意味着放假时你有各种各样的度假选择。德
国的学生签证程序相对简单明了: 一旦你被录取，我们的学生
服务专员会帮助你完成这些流程。ESMT的学生服务部将为你
提供柏林的租房攻略，并帮助你在柏林进行学生注册。

学生社团
当你离开教室之时，社交并未停止。ESMT的学生社团均由学
生发起，初衷是希望学生通过直接参与，将理论应用于实
践。ESMT每个社团的成立，都基于学生的提议和为未来的
ESMT学生创造有益的新事物。我们欢迎来自所有学位项目的
学生加入社团，参与活动。

现有学生社团包括：
·
·
·
·
·
·

咨询
创业
创新与科技
营销
净影响（Net Impact）
女性领导力

数字未来峰会
ESMT Berlin的数字未来峰会（DFS）完全由一群具有创业
精神的管理学硕士学生组织。自2016年成立以来，DFS发
展迅速，已与70多家企业和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2020年
的DFS吸引了来自100个国家的900多名学生和青年职场人
士参加。DFS为参会人员创造了一个讨论和学习数字化的
空间，而企业则通过举办启发式的主题演讲和实践工作坊
等方式来分享知识。

关于 ESMT Berlin

联系方式

ESMT Berlin是德国排名最高，欧洲排名前10的商学院（根据
《金融时报》排名）。

ESMT Berlin

ESMT由25家全球领先的企业创立，在柏林的校园以及世界各
地，通过在线和混合学习的形式提供硕士、MBA、博士以及高
管教育课程。

欧洲管理技术学院
宫殿广场1号
10178 柏林
德国

ESMT专注于三大主题：领导力、创新和商业分析。多元化的教
授团队的文章时常见诸顶级学术期刊。学院还为政、商、学界提
供了一个跨学科对话平台。
ESMT是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通过了AACSB（国
际商学院联合会）、AMBA（工商管理硕士协会）、EQUIS（欧
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和FIBAA（国际商业管理认证基金会）的
认证，致力于在其所有活动和社区中实现多元、公平和包容。
www.esmt.berlin

招生副主任
Boban Sulic
电话: + 49 30 21231 1400
admissions.degrees@esmt.org
中国分部市场经理
余湘云
电话 :+86 186 1638 9822
shelley.yu.e@esmt.org
www.degrees.esmt.berlin/mim
apply.esmt.berlin
微信公众号：ESMT_China
ESMT
BERLIN

ESMT由以下机构认证

关注我们：

ESMT的创始和赞助机构：

ESMT是以下机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