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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应国民消费需求结构性转型升级，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中国的旅游产业已经进入文旅融合、强化发展的新阶段。文化与旅游产业已

明显呈现出多领域、多产业融合式发展的趋势，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行业投资、创

新创业与职业发展机会。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浙江大学推出国内首个顶级高校文

旅产业管理 MBA 项目，立足中国国情，顺应产业发展趋势，依托浙江大学管理学

院“商学 +”的学科交叉平台和旅游与酒店管理学系的雄厚教学资源，培养既有国

际视野、又深谙中国国情，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引领文旅产业发展的商业健康力量。

本项目秉承管理学院全球化、跨学科、以学生为中心、政产学研融合的一贯办学理念，

依托完善的工商管理理论体系和实践平台 , 围绕行业发展与业态创新需求，进行一

体化课程设计。项目采用名师授课、名企考察、海外学习等多重教学手段 , 旨在传

授体验经济时代文化旅游与休闲健康产业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新业态，培养学

生的全球化视野和引领我国文旅产业发展的战略思维，提高其产品创新能力和项目

运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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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前瞻

课程体系立足商科教育、突出文旅产业特色；既

着眼飞速发展的全球旅游态势，又扎根变革和发

展中的中国文旅产业管理实践。鼓励“商学 +”

多学科领域交叉融合是本 MBA 项目区别于国内

其他传统 MTA 项目的一大特色。课程内容围绕

未来政策走向、行业发展趋势、新型商业模式、

国内外先进管理模式、经典和前沿管理理论展开 , 

能够让学员开阔眼界 , 提升行业前瞻力、领导力、

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平台高端

国内首个顶级高校文旅产业管理 MBA 项目，将

与国际名校合作为学生提供海外学习机会；与

知名行业机构设立高端论坛、实习基地和企业

家导师，给学员提供参与运营管理实践的机会

和就职相关知名企业的绿色通道；此外还将设

立各类奖学金和创业基金 , 奖励优秀学员 , 投资

优秀项目。

文化与旅游产业组织（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文旅集团、房地产

企业、投资机构、农文旅综合体、景区、酒店、度假村、民宿、

主题公园、休闲商业、餐饮、交通、旅游电子商务等）中的

中高层管理人员与后备培养人员，以及有志于未来在文旅产

业创业和发展的人士。
双学位选择

为了培养高端跨国管理人才，本项目计划与美

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合作设立 MBA/MSC 双学位

通道（非必选）。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可

以选择分别在中国杭州和美国奥兰多完成课程

学习（美国的课程部分也可以通过在线学习的

灵活方式完成）。从而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地

区旅游产业发展的特点，有效提升毕业生的国

际竞争力。

注：具体方案要求解释权归浙江大学 MBA 教育中心

双师同堂

除了本学院“产研”双栖的资深教师团队以外 , 

还特别邀请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的资深教授与

知名企业高管加盟授课，并通过产业解构、场

景体验、知识复盘、实践分析等教学环节，进

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度学习。



1. 系统解读文旅相关产业内核，引导学生洞察文旅市场，挖掘

潜在商机，拓展产业新局

2. 深度学习文旅市场特质和消费者体验需求，辅助学生提升业

态创新与项目运营能力 

3. 开拓国际视野，打造卓越领导力，实现高效管理

EDUCATIONAL 
OBJECTIVE
预期收获

定位

投资 运营

模式
文旅产业发展战略

文旅品牌管理

文旅业态与商业模式创新

文创与遗传活化

文旅项目资本运作
旅游地产投资与开发

智慧旅游与大数据分析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
文旅综合体资产管理
康养与旅居产业
服务体验与场景设计
研学旅行与营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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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学制：2.5 年

学习方式：非全日制

招生规模：30—50 人

联考报名时间：2019 年 10 月份
                        （请以教育部和浙江大学研究生院通知为准）

联考考试时间：2019 年 12 月或 2020 年 1 月左右
                           （请以教育部和浙江大学研究生院通知为准）

入学时间：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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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Brand Manage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and Heritage Rejuvenation

Capital Ope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Projects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al Estate

Smart Tourism and Big Data Analysis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sset Manage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mplex

Wellness and Sojourning Industry

Study Travel and Camping Education

Service Experience and Scene Design

文旅产业发展战略

文旅品牌管理 

文旅业态与商业模式创新

文创与遗产活化 

文旅项目资本运作 

旅游地产投资与开发 

智慧旅游与大数据分析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 

文旅综合体资产管理

康养与旅居产业 

研学旅行与营地教育 

服务体验与场景设计



浙江大学 MBA 招生分提前批和常规批两类。其中，提前批是针对工作年限较长，管理经验较丰富的

考生，需要在正式报名参加 MBA 全国联考前向浙江大学 MBA 教育中心提出申请并在通过审核后参

加相应的面试（具体申请和面试安排请登录浙大 MBA 官网查询）。常规批是指不符合提前批面试申

请条件或未申请提前批面试，直接参加 MBA 全国联考的考生。针对两类考生，浙江大学 MBA 教育

中心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录取政策，具体如下：

大学本科毕业后工作 5年或 5年以上（2015 年 9月 1日前获得毕业证书）；大专毕业后有 8年或

8年以上工作经验（2012年 9月1日前获得毕业证书）；研究生毕业后工作3年或3年以上（2017

年 9月 1日前获得学位证书）。

提前批面试成绩分为 3 个级别：优秀、良好、一般。

提前批面试结果为“优秀”的考生，在联考成绩总分和单科分数均不低于国家 A 类线的前提下，政

治考试成绩合格，可直接获得预录取资格；

提前批面试结果为“良好”的考生，在联考成绩总分和单科分数均不低于国家 A 类线的前提下，可

以参加常规批复试，择优录取；

提前批面试结果为“一般”和未参加提前批面试的考生，按照浙江大学研究生院规定的考复比（录取

名额和复试名额的比例）确定复试资格，参加常规批复试，择优录取。
* 注：最终以教育部最新招生政策、规定和浙江大学研究生复试政策为准。

文旅产业管理MBA提前批报考条件：

文旅产业管理MBA提前批优惠政策：

文旅产业管理MBA提前批面试日程安排

如何申请

提前批申请

* 请考生至浙大 MBA 考生服务系统中申请

大学本科毕业后工作 3 年或 3 年以上（2017 年 9 月 1 日前获得毕业证书），大专毕业后工作 5 年

或 5 年以上（2015 年 9 月 1 日前获得毕业证书），研究生毕业后工作 2 年或 2 年以上（2018 年 9

月 1 日前获得毕业证书）。

常规批报考条件：

常规批申请

常规批申请流程：

全国MBA联考报名：

全国 MBA 联考报名采取网上提交报考信息（网报）方式；一般为 10 月初开始，10 月

31 日截止；网报后，考生必须按要求完成报考信息确认，一般为 11 月中上旬。

参加全国MBA联考：

国家教育部统一组织的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入学考试（MBA 联考）；考试科目

为管理类综合能力（数学、写作、逻辑）和英语二；具体考试内容以 2020 年 MBA 联考

大纲为准；考试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份或 2020 年 1 月（具体时间以教育部通知时间为准）。

参加常规批复试：

联考成绩公布后，浙江大学 MBA 教育中心会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公布的考复比（录取

名额和复试名额的比例）确定复试资格，参加常规批复试，复试形式请参照 2020 年复试

政策。

面试地点 面试时间申请截止时间 面试名单公布 面试结果公布

6月 16日

9月 22日

7月 1日

10月 8日

7月 6日

10月 12日

7月 12日

10月 18日

文旅产业管理 (第一场 )

文旅产业管理 (第二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