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
“信息管理理学硕士”
（MOE61HK1A20020395O）
2019 年度招生简章
一、项目介绍
信息管理是一个新兴的复合学科，着眼于将信息技术运用于管理中，提高企业管
理效率和促进资源利用。其主要目标为：培养具有广泛的科技知识和现代管理理论基
础的高素质管理人才，使他们掌握信息管理理论和方法，掌握现代信息系统及技术手
段，能够对信息进行分析、设计、实施和管理，并能够在信息资源的组织和管理以及
信息产品的生产、经营、服务等环节进行创造性劳动。信息管理专业毕业的学员，能
成为：信息管理和技术方面的经营、战略计划制定者，电子商务系统的战略管理者，
信息系统的管理决策者，信息技术专家等。
“信息管理理学硕士”项目由西安交通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两校合作
成立的西安通理国际深造培训学院（西安交通大学通理项目管理中心）负责实施，西
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与香港理工大学工程学院负责学术及教学支持。
西安交通大学以其百余年悠久的历史、浓郁的文化、雄厚的师资、淳朴的校风享
誉海内外，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一所以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大学。西
安交大信息管理学科具有强大的教学和科研师资队伍，在电子商务、知识和信息管理、
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等领域颇有盛誉。西安交大电信学院的学科几乎涵盖整
个电子信息领域的所有新兴学科，肩负着为国家培养该领域高层次人才、进行高水平
科学研究的双重任务。百年来，电信学院为国家输送了大批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能
力的专业人才和一批具有成为科技将帅潜力的人才，为本世纪中叶交大进入世界一流
大学行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香港理工大学位于亚洲金融贸易的核心地，是一所以实用为主及与工商界联系密
切的大学，在 2019 年度 QS 全球五十强年轻大学排行榜中排名第 7 位，QS 世界大学
排行榜中排名第 106 位，及 2018 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行榜中排名第
19 位。建校 80 年来，香港理大已为社会培育了 40 多万多名毕业生，在读学生 28000
余名，为香港高校人数最多的大学。香港理大于 1989 年开始设立信息管理专业，至
今已有众多毕业生任职于香港政府及其它各行业，成为信息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战略决
策者和专家。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9 年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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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学“电子计算科学”专业位列全球大学第 34 位；根据 2018 年 QS 世界大学排
行榜，香港理工大学的“电子计算科学及信息系统”等学科位列全球大学首 100 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有关规定，西安交通大学与香港理
工大学经友好协商，决定充分利用两所知名高校资源，合作举办内地急需的信息管理
理学硕士（MScIS）学位教育项目。学员完成课程、达到毕业要求后，授予香港理工
大学信息管理理学硕士学位，该证书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后，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有效，效力等同于国内高校的相应学位证书。所获学位信息经认证后可在中国
留学网上查询。香港理工大学的学位证书得到英联邦国家及欧美发达国家的认可。
西安交大—香港理大合作培养信息管理理学硕士（MScIS）首期项目于 2002 年 8
月 16 日获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教外港办[2002]471 号）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办公室（学位办[2002]69 号）批准。2003 年初，首期 MScIS 项目按计划如期开课。
2003 年 6 月 26 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位办[2003]56 号）批复，两校将
继续合作培养 MScIS 项目第二至五期，以满足“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国际化高级技术
管理和信息管理人才的需求。2007 年，通理项目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内地与港澳
台合作办学项目复核”(项目批准书编号 MOE61HK1A20020395O)，继续举办第六至第
十五期。2014 年，西安交大与香港理大签署协议，决定续办“信息管理理学硕士”
等教育项目，向教育部提出续办申请并获得批准，该合作项目有效期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合作项目的批准情况可查阅教学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http://www.jsj.edu.cn/）。2017 年 6 月 4 日，交大理大两校签署协议成立丝绸之
路国际工学院，旨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以及中港两地在高等教育和创新
科研方面的合作发展，培养多元人才。信息管理理学硕士项目将纳入丝绸之路国际工
学院的学位项目体系。截至 2018 年 12 月，该合作项目共举办十五期，共 566 名学员
按期毕业，取得了香港理工大学的信息管理理学硕士学位。目前在读学员 32 名。信
息管理理学硕士的教学效果得到学员的一致赞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为有效组织和实施上述合作项目，西安交大与香港理大于 2002 年 5 月合作成立
西安通理国际深造培训学院（西安交通大学通理项目管理中心），通理中心位于西安
交大博源科技广场 D 座，教学设备设施一流，周边环境优雅。有关教学、教务安排及
招生信息，请浏览通理中心网站：http://www.xatongli.com。

二、课程特点
1. 针对我国目前 MScIS 教育的实际情况，与国内实际相结合，融合对信息管理系统
的不同理解，提高课程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2. 是西北地区第一个全部课程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研究生课程，可增强学员的
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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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所名校优秀师资的共享使得该课程既能符合内地的实际情况，又具有国际视野。
4. 教学大纲由香港理工大学设计，授课方式灵活多样，包括利用课堂面授、课外小
组指导、分组讨论、小组作业、自学光盘、网上研讨等，强调实用性，全部课程与国
际接轨。

三、课程设置（共 30 学分）
1. 核心课：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Systems；Database Systems and
Management,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Systems, Information System Acquisition
and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E-Commerce Strategy,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with Object-Oriented Methods, Data Mining and Data
Warehousing Applications, Workflow Management and Collaborative Systems,
Services Science Managemen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IS Project
Management.
选修课：E-Commerce Fundamentals and Development, Software Testing and Quality
Assurance, Enterprise Web and Internet Computing for Managers, Web
Advertising and Web Publishing, Multimedia Computing Systems and Appli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cepts,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
Technology, IT and Logistics, Independent Study.
以上为课程的部份学科,学系将按课程需要而调整授课安排。

2. 完成课程途径（9 学分）
(1) 修毕 5 门核心课，在第二学年开始进行为期两个学期的论文（Dissertation），
论文为 9 个学分。再加 2 门选修课(不含 Independent Study) 共 30 学分； 或如不
愿撰写论文，可附加额外选修课，学员可选修独立研究 (3 学分) (Independent
Study)、小组项目研究(6 学分)(Project)或其它选修科目以取得 9 学分；
(2) 修毕 6 门核心课及 4 门选修课 共 30 学分；(3) 修毕 6 门核心课及 2 门选修课, 再
加小组项目研究(6 学分) 共 30 学分。

四、招生对象和报考条件
1. 招生对象：信息管理理学硕士面向社会招收具有一定实践经验并有一定管理素质
的工商企业和技术管理部门的在职人员及优秀本科毕业生。
2. 报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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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取得香港理工大学认可的学士及以上学位；其他相关资质，需要由香港理工大学单
独审核。
英语要求：托福（TOEFL）互联网考试 80 分以上或笔试 550 分以上；雅思（IELTS）6
分以上。
如果未能符合以上条件，且年满 25 岁的成年学生，要求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英
语满足托福（TOEFL）互联网考试 80 分（笔试 550 分）以上、雅思（IELTS）6 分以
上、CET4 成绩 500 分以上或 CET6 成绩 440 分以上并且在 10 年内取得，可豁免英语
笔试。
3. 考试：所有申请者不需参加全国统考，但需通过该合作项目委员会组织的英语面
试及笔试（符合免试条件的可免试）。

五、授课方式和学制
1. 授课方式：以英文授课为主，辅以中文摘要。学员不脱产在职学习，采用学分制
学习方式。学员通过规定的课程要求及考试，成绩合格方能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课
程学习 21 学分，论文或额外选修课 9 学分，共 30 学分。
2. 学制：在职集中学习，周末上课，最短二年完成课程，但毕业时间按照香港理工
大学的统一规定。
3. 学员待遇：学员享受与香港理工大学本部学生相同待遇，发放香港理工大学学生
证，由香港理工大学进行学籍管理，达到毕业要求的学员可赴香港理工大学参加毕业
典礼（赴港费用自理）。

六、毕业待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教育部项目批准书（编号
MOE61HK1A20020395O），学员修满规定的课程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由香港理工大
学颁发信息管理理学硕士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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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费及押金
总学费为 123,000 元人民币（含复印资料费；不含参考教材费及食宿费用），分学期
缴纳。另外，学生必须于入学注册时缴纳香港理工大学向所有学生收取的学生押金/
毕业费用(Caution money/Graduation fee)，该费用为人民币 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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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名
凡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需持本人高中以后的所有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学历学籍
认证报告、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英语水平考试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毕业成绩单副本、
近期正面免冠照片 1 张、本人填写并签名的报名表格，在以下地点报名，同时缴纳报
名费 400 元。外地报名者可将报名资料邮寄至报名地址，待面试时提交原件。
学历和学籍信息认证方法：
(1)2002 年及以后取得的国内大丏及以上学历（含第二学士学位和研究生班）人员须提供相应的《教育部学历证
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
（如何备案详见学信网 http://www.chsi.com.cn，
《教育部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和《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的网上有效验证期为 30 日有效）
(2)2002 年以前取得的国内大丏及以上学历（含第二学士学位和研究生班）人员须提供相应的《中国高等教育学
历认证报告》
。
（如何认证详见学信网，详细流程请参看
http://www.chsi.com.cn/xlrz/201202/20120228/284945923.html， 《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为永久
有效，但需要一定的申请时间。请考生根据以上情况，提前做好学历和学籍认证准备。
(3)只取得国内硕士学位人员须提供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认证的《中国学位认证报告》
。
（如何认证详
见学位网 http://www.cdgdc.edu.cn/cn/）
(4) 获得国外学历、学位人员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如不能认证请邮件说明）
(5)获得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人员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
。
（如不能认
证请邮件说明）
(6)获得国（境）外学历、学位的国（境）外籍人员需提供在国（境）外学习期间的学习经历证明及成绩单。

报名地址
西安：西安市雁翔路 99 号西安交大博源科技广场 D 座(邮编: 710054), 西安交大通
理项目管理中心
咨询电话：029-8339 9002
电子邮件：zhaosheng@xatongli.com
网址：http://www.xatongli.com
联系人：李老师
苏州：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林泉街 377 号公共学院 5 号楼 802，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
院（苏州）
电话：0512-69562815，13814811116
联系人：汪老师
报名日期： 2019 年 3 月 25 日-2019 年 5 月 25 日
报名时间：9:00-17:00（周六、日电话联系）；
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相关链接：http://www.comp.polyu.edu.hk；http://www.jsj.edu.cn/（教育部批准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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