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商学院
2017年暑期赴英国跨文化交流项目
7月9日至8月6日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商学院



欢迎您到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商学院！
希望您能从这个暑期活动体验到曼彻斯特城市的创新工业
与我们学院特殊的联结关系

费用：RMB 27,500.00 为期：4周



学校介绍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商学院规模在全英位列第二，
配有最先进的学习和研究设施，结合一流的课
程、研究及高水准行业专长的教职人员，打造了
独特的学习和教学环境，提供最高标准的专业教
育。

商学院得到代表了全球品质管理教育标准的
AMBA和AACSB的双重认证，在开设学位课
程、研究、产业联系和创新方面跻身全球商学院
前5%的行列。我们荣膺北英格兰机构授予的“
年度最佳商学院”称号，是《泰晤士报》2016年
高等教育“年度最佳 商学院”和“最具创业精
神大学”的候选高校。

商学院的本科、研究生以及职业课程涵盖广泛的
科目，包括会计、金融、经济学、商学、管理
学、项目管理、市场营销、公共关系、银行、商
业科技、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此外，我们在商
业和管理这 两个活跃的学科开设了研究生和博
士课程，并为多种类型的企业客户提供职场和员
工发展培训。我们开展与现实相关的研究工作，
在“研究卓越框架”的评比中被评为“具有国际
水准”。我们的主要研究专长包括性别、创业、
人力与雇佣关系、人权法、国际商业革新、场所
管理、企业的道德和可持续发展等。

我们与25个行业机构联合会建有联系，多个学位
项目得到了行业认证，学生可获得额外收益或可
免考职业认证。我们专设的职业和就业团队致力
为学生提供协助，通过专家工作坊、人际网络拓

展与嘉宾讲座等方式探索未来职业选择。

学校介绍



交流内容
学术讲座 
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和优势、英国本科和研 
究生课程设置、全球化下的跨文化交流、 
品牌战略管理、技术创新与项目管理、国 
际市场营销、学术英语学习技巧等； 
名企参观
曼联队、BBC媒体城、路虎汽车生产线、
罗宾逊啤酒厂等;
名校参观
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曼彻斯特大 
学、格拉斯哥大学等;
文化考察 
参观湖区国家公园、大英博物馆、工业革 
命博物馆、国家画廊和苏格兰艺术馆等文
化考察。国际美术馆、苏格兰议会,等个 
人学习安排学员除接受学术讲座以外,还 
有自学要求,包括:分组案例分析,教学文 
献和分组陈述;
学习评估
学员将根据如下条件进行评估:相应的文
献浏览，案例分析和陈述（3-4人一组完 
成的学习总结），将根据如上评估条件对 
学员进行评估,学生根据自己学习水平获
得优,良,满意三类评估结果，并颁发结业 
证书。

交流内容交流内容

学术讲座 

名企参观

名校参观

文化考察 

学习评估



安排学生宿舍, 其位于从 
大学校园5-10分钟内步行
距离。每位学生都会有自
己的卧室和室内浴室。

住宿住宿



资深讲师简介

Lewis Endlar 路易斯 
Senior Lecturer

路易斯有超过25年的信息系统方向的教学
与研究。在此期间，他已在本科和研究生
教学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主要专注在
项目管理与战略、竞争优势，电子商务和
安全互联网/内联网的研究。

路易斯是曼彻斯特电视M频道的技术专家， 
并定期在电视天评论关于未来技术发展趋 
势对团体和个人的影响。

研究方向
 高冲击技术 
 信息系统 
 项目管理
 无线电频率识别(RFID)
 远程学习技术 
 混合式学习的概念

Dr Michael Flanagan 迈克尔
Senior Lecturer

迈克尔2008年加入商学院。迈克尔的研究方
向是金融服务。他曾在大型企业担任高级职
位（客户服务、制造、物流、采购）。

研究方向
 执行管理 
 企业融资与安全 
 公司报告和战略 
 财务金融分析
 ACCA财政金融项目
 CIMA财务与绩效管理项目

资深讲师简介



Dr Sai Nudurupati 西贡
Reader in Operations Management

西贡是运营管理教授。西贡研究专著于执 
行性能测量和其对业务的后影响，西贡博 
士在2004年获得了从斯克莱德大学博士学
位。第二年，他收到欧洲基金会的优秀博
士生奖。

西贡有超过40篇文章发表在各种期刊和杂
志，从翡翠和工程技术研究所分别收到两
个最佳论文奖。西贡花了六年在建筑业实
施改进项目。

研究方向
 国际市场营销和业务管理 
 测量企业表现 
 绩效管理与测量 
 价值合作生产与共同创造 
 可持续的供应链管理

Dr Xin Shi 石昕
Reader in Applied Statistics 
Director of Manchester Met 
University - China Centre

石昕是应用统计学教授。石博士是英国皇
家统计学会注册统计学家。2007至2009
年，他曾经在谢菲尔德大学医学院从事的
循证医学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石昕获得了来自校内外部的研究机构在商
业分析方向的几个的研究项目资助。他是
一个由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关于人口
健康管理方向200万人民币研究项目的合作
研究者。

研究方向
 健康大数据 
 健康管理
 生存模型建模
 健康经济学
 广义线性模型
 Meta-分析
 纵向数据
 优化理论
 



访问一些历史悠久的英国教 
育城市包括伦敦，牛津，爱 
丁堡。为您提供机会去探索 
和体验每个城市的历史，学 
习和学生生活。

参观名校城市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你将也
有机会参观全球知名企业
如曼彻斯特联队、路虎汽 
车生产线和BBC媒体城，
以获得更好的理解如何把 
学术概念应用于实际的商 
业。

名企参观名企参观



天数 日期 行程安排*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7月9    
周日

7月10
周一

7月11
周二

7月12
周三

7月13
周四

7月14
周五

7月15
周六

7月16
周日

7月17 
周一

7月18 
周二

7月19 
周三

7月20 
周四

7月21 
周五

7月22
周六

7月23 
周日

统一乘航班从中国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入住国际留学生公寓

（每人独立一间，厨房公用，提供厨具等）

上午：欢迎仪式和英国高等教育体系讲座                                          

下午：曼彻斯特市政厅和博物馆参观

上午：社会化媒体

下午：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管理讲座

上午：曼联国际品牌战略管理讲座，参观曼彻斯特联队球场                          
下午：参观BBC媒体城、劳瑞艺术中心

上午：数字市场营销

下午：技术创造性与管理讲座

上午：国际战略管理讲座                                                                                        

下午：商业技术书和分组研究计划辅导

上午：前往历史文化名城约克                                                        

下午：分组城市探索拓展训练

上午：独立调研                                                                           
下午：独立调研

上午：商业决策科学（大数据）                                                     
下午：现代信息技术

上午：IT与物流采购及零售                                                          
下午：人力资源与人生职业规划

上午：参观尖端生产制造行业（罗伊斯罗尔斯）                                                                                       
下午：峰区国家公园的巴克斯顿（Buxton)古镇

上午：数字技术与现代营销                                                                            
下午：现代信息技术管理

上午：参观利物浦世界文化遗产阿尔伯特港、航海博物馆等                                                    
下午：参观路虎汽车生产线

上午: 分组独立调研                                                                      
下午：分组独立调研

上午：切斯特奥莱购物                                                            
下午：切斯特奥莱购物                       



天数 日期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7月24 
周一

7月25 
周二

7月26 
周三

7月27 
周四

7月28 
周五

7月29 
周六

7月30 
周日

8月1 
周一

8月2 
周二

8月3 
周三

8月4 
周四

8月5 
周五

8月6 
周六

8月7 
周日

行程安排*

上午：数字经济与健康讲座                                                          
下午：艺术与城市规划讲座                          

上午：世界金融服务与银行讲座                                                            
下午：创新写作讲座                          

上午：企业观摩                                                           
下午：企业观摩                           

上午：分组独立准备结业答辩                                                           
下午：辩评估和毕业典礼                           

上午：前往苏格兰首府爱丁堡                                                            
下午：参观皇家大道、苏格兰议会等

上午：参观格拉斯哥大学                                                            
下午：格拉斯哥艺术馆     

上午：参观湖区国家公园                                                             
下午：分组湖区探索  

上午：比斯特奥莱购物                                                      
下午：比斯特奥莱购物                            

上午：参观牛津大学及讲座                                                                     
下午：参观牛津小镇，前往伦敦                                          

上午：参观伦敦政治经济大学及讲座                                       
下午：大英博物馆，伦敦商业模式游览  

上午：参观特拉法加广场，伦敦塔桥等                                             
下午：海德公园和白金汉宫                                  

上午：参观伦敦议会大厦，国家艺术馆等                                                           
下午：Victoria and Alert (V&A) 博物馆                           

上午：伦敦牛津街                                                        
下午：返回曼城                                     

飞机返回中国

抵达中国（英国与中国夏季时差为7小时）

*根据情况，会有所调整

7月31
周日



Bye MMU. 在这里学了 
很多，感谢能在这里见 
美丽负责能搞定一切的 
Ally, 和两米巨人D.昨天 
晚上和小伙伴最后一次压 
这条走了无数遍的马路， 
想想也是满伤感，希望还 
能够有机会再回来这里， 
再来看在曼城遇到的这一 
切。

陆雅琪，宁波大学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美 
丽的港口利物浦，披头
士纪念馆，路虎生产线， 
参观中学习，轻松也充 
实。这次游学让我们感觉 
到自己在曼城有个家，仅 
一个月时间住在这里，就 
如同我们就是这里的人一 
样，有首歌唱的很好，如 
此才能真正深入一座城， 
不是吗？‘

胡晓丹，河北工业大学

去年暑期班学生的感想。。。

全球商学
院排名前

5%

去年暑期班学生的感想。。。



‘非常的感谢何老师石老 
师和Dermot对我们生活上 
及学习上的极大的帮助， 
异国他乡，遇到你们我
们很踏实。明天起就要去 
苏格兰等地，有参观，
有讲座，有买买买。还是 
将会依旧的每天丰富的不 
得了。只是不在曼城，我 
会想这里，会想MMU商 
学院。’

张旭阳，上海大学

‘我们听了两个星期的 
lectures，做了两次 
presentations。虽然一直 
在听英语听到真心头痛，
虽然每天食堂的西餐真的
真的不 合中国人的口味， 
虽然每天和家人同学联系
都有时 差很尴尬，但是
还是很努力的学习每一堂 
课，还是在努力的记笔
记,用脑子记能听懂的每
一点，外国的教授上课也 
很用心，很喜欢我们提
问题，这点于国内并不相 
同。

母炜晗，河北工业大学

‘实话说之前的想法只
是来度假放松一下，然而 
到了这里真正走进这坐古
老的城市，走入MMU的
课堂，这是另一个世界， 
完全异于我门生活了二十 
多年的熟知的那个世界。 
我们去了约克，曼联，
利物浦, BBC, 披头士
机纪念馆，奥特莱撕，战 
争纪念馆，蓝天白云哥
特式建筑，随手拍一拍 
就是一幅画。从这次访学
到了很多，有了掌握英 
语和学术英语的目标，也 
因此决定以后要回到英国 
留学。我会永远珍惜在曼 
城，在英国的每一个经验 
和回忆。’

蒋亘泽， 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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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4月14日

有关项目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名的详细信息，请联络：

英语联系人
Constance（周玮婷）[邮件：c.chiu@mmu.ac.uk]

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4月14日

普通话联系人 
何莉（A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