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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须知  Instructions

一、流程 

1、与EMBA项目办公室联系，初步了解自己是否具备申请资格，以及申请注意事项

2、提交完整申请材料

3、参加面试

4、发放入学通知

5、入学报到

二、申请材料

1. 填写完整的申请表（邮寄至EMBA项目中方办公室）

2. 个人简历（邮寄两份至EMBA项目中方办公室，并将电子版发送至emba@snai.edu）

3. 个人陈述（邮寄两份至EMBA项目中方办公室，并将电子版发送至emba@snai.edu）

4. 电子版2寸证件照（像素不小于500K，电子邮件发送至emba@snai.edu）

5. ——具有全日制4年本科学历的申请者，请提交以下材料，盖章请咨询学校教务处或档案馆，部分高校同时会提供英文翻译服务。

   1) 本科毕业证（复印后至原毕业院校盖章，中英文各两份）

   2) 学士学位证（复印后至原毕业院校盖章，中英文各两份）

   3) 本科成绩单（复印后至原毕业院校盖章，中英文各两份）

   ——非全日制本科学历申请人，须具有4年及以上高等教育经历，且需要注意：

   1) 本项目每年招收非全日制本科学历申请人的录取比例不超过总招生人数的20%

   2) 其所须提交的相应材料如下：

特殊情况 （4年及以上高等教育经历） 应提交的相关材料（复印后经原校盖章、中英文各两份）

专升本

自学考试

其他等同于4年高等教育经历的，譬如：2年或3年专
科+2年研究生学习，或者，2年或3年专科+另外2年
或3年专科（含夜校、函授、远程教育），或者，至
少4年的夜校学习（一所或多所学校）。

专科毕业证，专科就读期间在校所有的成绩单；本科
毕业证，本科在校期间所有成绩单，及所有相关证
书，累计不少于4年

自考毕业证，自考成绩单，经自考所获得的所有相关
证书，累计不少于4年

累计不得少于4年的高等教育成绩单，以及所涉及学校
出具的所有相关证书

三、申请费用和付款方式

报名费：500元人民币（付款方式：银行转账）

账户名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徐泾支行

汇款账号： 31001984300059768088

汇款务必注明 “姓名+EMBA报名费”字样，并附上银行汇出凭证复印件，以备查询和开具发票。

四、联系方式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EMBA项目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200号，201702      

电话：021-69768576，021-69768059

邮箱：emba@snai.edu

网址：http://emba.snai.edu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中国EMBA项目办公室

地址：300 E.Lemon Street, Tempe, Arizona, USA, 85287-4906

电话：+1-480-965-4203

邮箱：chinaemba@asu.edu

网址：http://wpcarey.asu.edu/

申请须知



基本信息  Personal Information

请用中英文对照填写  Please fill the form in Chinese and English

姓名与拼音
Name and 

Pinyin

性别
Gender

口  女

口  男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YY(年)        MM(月)       DD(日)  

国籍（或地区）

Citizenship
2寸近照

2inch Photo

出生地（省市）

Birth Place

身份证件
种类

ID Type

口 身份证ID Card

口 港澳台地区身份证HK or TW ID

口 护照Passport

身份证件号码
ID/Passport

Number

手机号
Mobile

当前工作单位
Name of 
Company

单位电话
Office Tel.

常用邮箱
Email:

部门／职务
Department 
and Position

个人爱好
Hobby

通讯地址
（邮编）
Address 

(Post Code)

口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口 集体企业  
口 外资或外资控股企业  
口 民营、私营企业  
口 政府和事业单位
口 其他

单位性质
Type of 

Organization 

行业类别
Type of
Industry

口 农业      
口 采矿业       
口 制造业  
口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口 建筑业 
口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口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口 批发和零售   
口 住宿和餐饮业
口 金融业 
口 房地产业
口 租赁和商务服务 
口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 
口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口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
口 教育
口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口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口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口 国际组织
口 其他

紧急联系人

手机
Mobile

姓名
Name

身份证正面复印件
粘贴处

Copy of ID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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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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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背景  Higher Education Background

起止时间（月／年～月／年）
Start/End Month/Year

学校名称
School

专业
Major

学位
Degree

全部工作经历  Total Working Experience
（按从以往至目前的顺序填写 In Chronological Order）

全职工作年数
Total Years of Full-time Work

管理工作年数
Management Years

起止时间（月／年～月/年）
Start/End Month/Year

工作单位
Organization

部门与职务
Department &Position



承诺书和权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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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承诺书  Applicant Affidavit

申请人权利声明

我保证向SNAI-ASU EMBA项目办公室提交的所有申请信息是完整和真实的，如有不真实信息，我的报名资格或学籍可随

时被取消。我知道我所提交的申请资料一旦提交，我将没有任何理由索回，且报名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予退还。

I certify that the information I provided to SNAI-ASU EMBA program office is complete and correct, and that I may 

be disqualified from the program at any time due to any incorrect information I provided to the program office. I 

understand that all documents submitted for admission consideration will not be returned to me. I also understand 

that the application fee is nonrefundable. 

我授权推荐人在申请表第6-8页对本人申请EMBA项目的资质做出评价。根据美国联邦法律，我有权获知该评价信息，也

可以放弃该权利，但任何学校或个人都不能强迫我放弃该权利。

I authorize the reference to provide an evaluation of my qualifications on page6-8 to the W.P.Carey EMBA Shang-

hai Program,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I understand that federal legislation provides me with a right to access this 

information. This right may be waived but no school or person can require me to do so.

申请人签名：

Signature

日期：

Date      

申请人签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

Date      

在此我选择                     口 放弃                      口 不放弃获知信息的权利

I hereby                              waive                        do not waive my right to access this information

请申请人粘贴一张名片



请推荐人用中文或英文填写（推荐人应为申请人的直接领导，或者与申请人有商务往来的权威人士）。

推荐信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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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推荐人：

为了加速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满足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高端管理人才方面的切实需求，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SNAI）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凯瑞商学院于2003年9月合作推出了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项目，旨在通过

知识文化的国际交流，培养更多企业和政府管理人才。请您对申请人做出评估，您的评估将作为我们考察该申请人的一个重

要信息，希望您能对申请人的潜力，尤其是学习和创新能力以及作为成功商界领袖的能力做出客观评估。

The applicant is applying to the SNAI-ASU EMBA Program and has requested that your evaluation be included 

as part of the information on which we will base our admission decision. Your appraisal of the applicant’s potential 

as a graduate business student, noting in particular any characteristics that illustrate intellectual capacity, initia-

tive, and potential for a successful leadership role in management is appreciated.

1、请标出您对申请人的推荐程度（请在表内所选项下打勾）。

      Please mark    how much you want to recommend the applicant

口 极力推荐 Highly recommend               

口 推荐 Recommend                    

口 有保留的推荐 Recommend with reservations

口 不予推荐 Do not recommend

请推荐人粘贴一张名片



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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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您描述申请人有哪些优点及特点，在哪些方面需要提高？

Please list the outstanding tal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pplicant. In what areas can the applicant improve?

2、你认识申请人多久及如何认识？

In what capacity and for how long have you known the applicant?



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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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您就申请人的学习能力、职业发展潜能等做出总体评价。

Please provide your comments about the applicant’s potential for success in graduate study; the applicant’s 

potential for success as an effective and responsible manager; and some explanation of the applicant’s planned 

career path within the company.

4、您认为，申请人的人际交往与团队工作能力如何（包括申请人与上级、同级和下级的合作能力）？

How are the applicant’s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work capability in a team?

推荐人签字

Reference Signature

日期：

Date      



个人简历和个人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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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个人基本情况介绍。

格式：1、长度控制在A4纸一页左右；

           2、题目请用“个人简历”，三号黑体加粗；

           3、正文内容用宋体，小四号，1.5倍行距；

           4、结尾请注明您的姓名。

内容：1、目前工作单位的基本情况、组织结构、行业地位，

           2、您在该组织中的位置和主要工作职责；

           3、您的职业规划；

           4、您期望通过本EMBA项目的学习，达到怎样的学习目标。

格式：1、长度控制在A4纸两页左右；

           2、题目请用“个人陈述”，三号黑体加粗；

           3、正文内容用宋体，小四号，1.5倍行距； 

           4、结尾请注明您的姓名。

个人简历 Resume （中文，两份）

个人陈述 Personal  Statement（中文，两份）

以上个人简历和个人陈述撰写完毕后，请先将电子版本发至emba@snai.edu，然后各打印两份，

与本申请表一并寄往EMBA项目中方办公室。



单位人事证明   Employer’s Reference

请用中文填写

申请人                     在                                                                  （单位和部门名称）现任                                      （职务）。

本单位同意该申请人报考该EMBA项目，并同意其根据课程安排在各别情况下占用1-2个工作日参加该项目的学习。

该申请人的有关学费将由：（请在口 中打√确认）

      口 本公司全额支付                   口 本公司部分支付                      口 申请人全额自付

        特此说明

人事部门主管签字：          

签字日期：     

人事部门主管姓名： 手       机：                 

电子邮箱： 办公电话：               

通讯地址： 邮       编：              

单位人事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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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的请在口中打√）

申请材料检查清单   Checklist

申请材料检查清单

口 填写完整的入学申请表

口 个人简历（邮寄两份至EMBA项目中方办公室，并电子邮件发送至emba@snai.edu）

口 个人陈述（邮寄两份至EMBA项目中方办公室，并将电子版发送至emba@snai.edu）

口 电子版2寸证件照（像素不小于500K，邮件发送至emba@snai.edu）

口 教育部承认的4年高等教育学历材料（邮寄至EMBA项目办公室)，具体包括：

    毕业证（复印后至原毕业学校盖章，中英文各两份）、

    学位证（复印后至原毕业学校盖章，中英文各两份）、

    成绩单（复印后至原毕业院校盖章，中英文各两份，）。

口 500元人民币（付款方式：银行转账）

    账户名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银行帐号：3100 1984 3000 5976 8088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徐泾支行

汇款务必注明 “姓名+EMBA报名费”字样，并附上银行汇出凭证复印件，已备查询和开具发票。

以上材料将由项目中方办公室寄往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生院进行最终审核。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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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一、为什么申请表要填写完整？

填写完整和清晰的申请表将有助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工作人员准确的将您的信息输入到系统中。请按照申请表范本用

中英文对照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和教育背景部分，其余部分可用中文填写。

填表常见错误：

1、用铅笔填写。申请表应用蓝色或黑色钢笔（含签字笔）填写，内容应如实准确，力求详尽，字迹应工整、清晰。

2、信息不一致。申请者“姓名”和“生日”栏所填信息，应与本人护照、身份证的信息完全一致。

二、学历材料（成绩单、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如何盖章？

申请者复印大学期间的成绩单、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后，须到原发证的学校教务处或档案馆盖红章或钢印，只有复印件

则无效。根据学校和地区的不同，学员返院校盖章所需的时间也不一样，请预留充裕的时间准备。

三、 我是否可以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成绩单中文原件？

如果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比如因院校合并或高校学籍资料遗失等造成原就读 学校无法盖章的情形，申请者可以提供中文

原件。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工作人员会将相关证书中文原件连同翻译件用联邦快递寄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生院审核，审核

完毕后再归还给申请者。但在邮寄过程中，存在着丢失风险，所以申请人应该尽量避免提交原件。

四、我的英文不好，请问如何获得准确的翻译件？

国内大部分高校有统一的翻译稿（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成绩单），以供毕业生申请国外的学校。如果你原先就读的高

校不提供这样的翻译件，请你与熟悉英文的朋友或翻译社联系，请他们翻译。所有的翻译件（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成绩

单）必须拿到原就读高校教务处或档案处盖上学校的红章或者钢印。

五、如果我没有全日制本科学士学位，是否可以申请本项目？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按照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生院规定，申请者必须拥有中国教育部或国外教育机构认可的学士学位。但鉴于中国的国

情，如果项目申请者提供总计四年或四年以上的大学学历证明，我们会酌情考虑是否申请者具有ASU认可的4年大学同等学

历。非4年全日制本科情况的申请者，须根据此处列出的特殊情况及要求准备申请材料。

 

特殊情况 （4年大学同等学历） 应提交的相关材料（经原校鉴定盖章、中英文各两份）

专升本

自学考试

其他具有等同于4年高等教育经历的，譬如：2年或3
年专科+2年研究生学习，或者，2年或3年专科+另
外2年或3年专科（含夜校、函授、远程教育），或
者，至少4年的夜校学习（一所或多所夜校均可）。

专科毕业证，专科就读期间在校所有的成绩单；本科毕业
证，本科在校期间所有成绩单，及所有相关证书

自考毕业证，自考成绩单，经自考所获得的所有相关证书

累计不得少于4年的高等教育成绩单，所涉及学校出具的
所有相关证书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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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果我提供了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学历材料，可以不提供本科或与本科同等的学历材料吗？

不可以，按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院规定，申请EMBA硕士项目的学员需提供大学本科或与本科同等的学历材料。

七、哪些材料需要提供电子版本？

可以用电子邮件递交的材料有：

1、个人简历；2、个人陈述，3、电子证件照片

不可以用电子邮件提交的材料有：

1、填写完整的申请表

2、经原毕业院校盖章的大学期间成绩单复印件，中英文各二份

3、经原毕业院校盖章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中英文各二份

4、单位人事部门开具的证明（如需单位付全部或部分学费）

＊ 由于以上的材料上有签名、盖章或钢印，所以只能用邮寄或亲自（托人）送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八、经公证处鉴定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成绩单的复印件和翻译件是否有效？

无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只认可由原就读学校盖章的复印件和翻译件。

九、我原来的就读学校已经与其他学校合并，请问去哪里盖章？

合并后的高校教务处或档案馆，同时如果你能让合并后的高校出具一份证明，说明院校合并的情况，将有助于录取工作

的进行。如：1998年9月15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浙江大学。

十、我原来就读学校更名，是否一定要提供学校更名的证明？

是的，应让更名后的学校出具一份证明，说明院校更名的时间、原名和现在的名称。如：2004年5月21日，经教育部批

准，浙江工程学院更名为浙江理工大学。

十一、我原来就读学校因为合并，学籍资料不全，无法出具成绩单，怎么办？

请让合并后的高校提供证明，说明因为何种原因，该申请者的学籍资料遗失，无法出具成绩单。我们会根据申请者提供

的其他申请资料（盖有合并后高校红章或钢印的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中英文件等），酌情考虑。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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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我怎么知道入学申请是否通过？

申请者可以直接联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工作人员了解录取进度和材料审核情况。

十三、如有其它问题，我可以联系谁？

 

1、EMBA项目中方：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EMBA项目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200号，201702

电子邮箱：emba@snai.edu  

办公室电话：021- 69768059 或021-69768576 

传真：021-69768027   

2、EMBA项目美方：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中国EMBA项目办公室

地址：300 E. Lemon Street, BA 252C Tempe, AZ 85287-4906 USA  

邮箱：chinaemba@asu.edu  

电话：001-480-965-4203    

传真：(480) 965-8569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蟠龙路200号（201702）

电话：021-69768059    69768576 ｜ 传真：021-69768027

网址：http://emba.snai.edu ｜ 电子邮箱：emba@snai.edu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
地址：450 E. Lemon Street, Tempe, AZ 85287

电话：1-480-965-4203 ｜ 传真：1-480-965-8569

网址：http://wpcarey.asu.edu/china ｜ 电子邮箱：emba@asu.edu

上国会-凯瑞︱金融财务EMBA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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