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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克莱蒙商学院

法国克莱蒙商学院集团（也称克莱蒙费朗高等商业学院）成立于 1919 年，

是一家隶属法国普德道省政府、克莱蒙-费朗市工商会的百年老校。学校是法国

精英商学院会员单位，还得到了 AACSB 国际认证，全球只有 2%商学院有此殊荣。

克莱蒙-费朗是法国中南部重要城市，也是米其林轮胎的全球总部所在地。

克莱蒙商学院以全球化的办学理念为指导，与当地和国际上企业紧密联系，

并与全球 50 个国家 100 多家高等院校建立了国际合作交流。

学校在校学生 1400 名，博士以上学位常驻教授 39 位，还有 200 多位双师型

的任课教师。学校以管理学精英研究生教育为中心，积极发展国际化本科教育。

管理学硕士研究生学制三年，实行精英教育模式，有数字营销、采购和供应

链、智能商务、人力资源、商务拓展、健康产业、国际商务、项目管理、银行金

融、管理会计、审计事务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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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管理本科教育学制三年，从一年级开始就实行全英文教学，大二有国际

金融、国际营销、国际商务三个方向，大三可以到海外五十多所合作院校交流学

习，其中有 13 个合作院校可以获得双学位。

法国克莱蒙商学院的国际管理本科和精英管理学硕士历年均在金融时报的

国际排名中名列前 50 名。

我们的使命

 培养富有使命和责任感的经理人、企业家和企业领导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为学生的成功而努力，我们要为学生打下坚实的教育、人文、地理

基础。这是我们建校百年一直的追求。

百年历史

1919 法国克莱蒙商学院成立，首届 76 名学生入学.

1929 克莱蒙商学院 40%学生为女性

1949 同美国堪萨斯大学签约，这是学校第一个国际合作交流协议

1951 管理学硕士项目得到法国教育部认证

1979 克莱蒙商学院演变成克莱蒙商学院集团，并成立继续教育学院

1985-1986 加入“全法精英商学院联盟”，成立自己的科研中心，并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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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学院宪章”成员

2005 学校首次获得 AASCB 国际管理教育认证

2007 学校首届本科生入校

2010-2011 管理学精英硕士研究生和 AASCB 得到五年再认证。管理学硕士连

续 4年进入金融时报排名国际 50 强，审计事务专业名列国际 10 强。本科项目

2011 和 2012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法商学院第一。

2013 克莱蒙商学院和另外 3家法国商学院合并，成立法兰西商学院

2014 创业孵化器和创新实验室成立

2015 脱离法兰西商学院，克莱蒙商学院学校重获独立，创新工坊剪彩成立

法国克莱蒙商学院亮点

 校园地处城市中心

 1400 名在校学生

 5 个协会

 来自 38 个国家的 305 名外国留学生

 39 位常驻教授

 200 名讲师

 与 50 个国家 100 个国外院校的合作交流

 2013 本科项目名列法国商学院第一

 11000 名校友分布在世界 130 个国家

 200 家校企合作企业

 精英研究生 9个专业方向

 58 位学生选择边读边工作模式

 每年合作企业提供 9300 个实习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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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教育

1、国际管理本科

克莱蒙商学院国际管理本科的学生能够

在三年内拿到双文凭：法国学士学位以

及一所合作大学的文凭。从去法国企业

实习到最后一年的境外学习，该项目的

国际化特征能让学生获得丰富的工作经

验和社会经验。并且，它为每位学生提

供个性化指导，以帮助其规划职业生涯。

优势

国际管理本科学位

15 种双文凭选择

AACSB（美国国际高等商学院联合会）认证

本科毕业后获得 RNCP（国家职业证书认证目录）中级经济师证书）

十大亮点

1.三年本科毕业可获得双文凭

2.全球 15 个双文凭选择

3.至少 7个月的实习

4.网络营销专业为大三学生提供勤工俭

学专门项目

5.从一年级开始就全英教学

6.39 位研究型教授

7.200 位专业讲师

8.100 所国际合作院校

9.200 所合作企业

10.3 年后毕业率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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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ine Pinglot（本科生项目负责人）

“就像你们将会发现的，我们的本科生项目将为你们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满足

学生的需求。这将为你们在管理领域的学习开启很多的可能性，因为这门课程包

罗万象，融合了许多相关行业和组织的知识。你们将会习得很多企业需要的素质，

一步一步地建立你们的职业计划，实现你们的梦想！

我们的项目是进入大学校（grand ecole）学习的第一步。你们可以选择大三

（bac+3）时进入职业生涯，或者继续学习，以获得 Bac+5 的大学校文凭。”

三年，勾勒出你的轨道

克莱蒙商学院本科=安全、开放和选择

1.双文凭=相当于普通本科毕业生两

倍的机会

2.半工半读=同样的学时+企业报销学

费+工作补贴

3.合作伙伴和共同建设=100%的双文

凭和专业培训都来自与世界各地的企

业和大学的合作

4.个性化管理和跟踪=个性化指导，毕

业率高达 95%，远高于公立大学

国际管理本科

教育既能为学

生打下坚实的

理论基础，又能

为学生提供具

体的实践经验和职业安置。这得益于共同建设：

1.院校合作：旨在给我们的学生带来难忘的国际化经历（双文凭或交换）

2.校企合作：旨在推行符合市场需求的项目，为学生创造实习和半工半读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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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本土高等教育机构合作：旨在拓展新能力及新学科

发现世界，了解企业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基础知识：

基础管理课程

数字文化

语言与文化

基础知识：

基础管理课程

数字文化

语言与文化

国际双文凭：

在我们的合作大学度过完整

的一学年

社会工作技能：

社会责任项目

进入职场第一步：找实习

商业游戏

强化知识：

国际商务

国际市场

国际金融

克莱蒙全英语授课

在国际班就读一年（有机会

在国外交换或实习）

职业化：

在法国或国外实习：2 个月

9个学生社团，体验协会生活

社会工作技能：

新商业项目：项目构想+创业

进入职场第一步：关系网络发

展

网络营销专业：

勤工俭学（alternance）一

年

专业细化：旅游，汽车，银

行，奢侈品，零售业，体育

等。

职业化：

在法国或国外实习：5个月

9 个学生社团，体验协会生活

渐进式英文课程：30%-70%-100%

全英课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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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的方法，只为梦想起飞

 一年级，我学习了：

1.项目和社团中的小组合作

2.管理学

3.企业的运作

4.项目管理

 二年级，我选择了：

1.专业方向

2.实习的行业和职位

3.三年级的方向

 三年级，我实现了：

1.在国外学习一学年

或一学期

2.或在企业一年半工半读（alternance）

一年级（争取全英教学）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

经济和法律环境：

微观经济

法律基础

经济和法律环境：

全球化

商业和数字法律规章

会计概论：

金融会计引论

分析会计：

成本和利润计算概论

市场营销：

消费者和市场

市场营销决策

市场营销：

商业谈判

沟通

沟通：

人际沟通和沟通技巧

管理学概论：

发现管理者的功用

语言和文化： 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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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其他欧洲语言或中文 英语，其他欧洲语言和中文

数字文化：

数字文化和办公工具

数字文化：

数字文化和数据分析工具

实操和社会知识 实操和社会知识

就业研讨会：欢迎 公益项目

公益项目 商业游戏

初入职场 初入职场

职场经历：发现企业（2 个月的实习）

校园生活经历：协会，推广，校园项目

二年级（5个月实习）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

企业金融：

金融分析概论

企业金融：

预期管理概论

人力资源管理：

发现 HR 的功用

人力管理：

HR 的功用

数字和数据文化：

应用数据方法/

商业尽职调查

语言和文化：

英语，其他欧洲语言和中文

语言和文化：

英语，其他欧洲语言和中文

知识强化 知识强化

三个可选的领域：

国际商务（国际商务，国际商务条例，国际

市场营销，世界经济）

国际市场营销（市场营销研究，国际市场营

销）

国际金融（管理控制，金融管理，税收，会

三个可选的领域：

1.国际商务（国际商务，跨文化商业谈判，

国际金融，采购和供应链，采购）

2.国际市场营销（商业谈判，数字市场）

3.国际金融（金融市场基础，会计，审计概

论，计算和金融操作）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BD%E8%81%8C%E8%B0%83%E6%9F%A5/33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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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实操和社会知识 实操和社会知识

创业项目 职业经历：5个月的职场实习

初入职场 创业项目

校园生活：

协会，推广，校园项目

初入职场

三年级

双文凭：在合作院校学习一学年

苏格兰 阿伯丁 罗伯特戈登大学

爱尔兰 都柏林 都柏林商学院

英国 诺丁汉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德国 普福尔茨海姆 普福尔茨海姆大学

墨西哥 克雷塔罗大学城 蒙特雷技术学院

中国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哥伦比亚 加利 伊塞斯大学

巴兰基里亚 诺尔特大学

丹麦 奥登塞 南丹麦大学

西班牙 阿尔卡拉 阿尔卡拉大学

格拉纳达 格拉纳达大学

芬兰 于韦斯屈莱 于韦斯屈莱应用科学大学

印度尼西亚 日惹 卡渣玛达大学

意大利 帕维亚 帕维亚大学

秘鲁 利马 ESAN 大学

克莱蒙两个国际学科

有机会在第五学期或者第六学期在合作院校交换学习

国际商务 商务和数字营销

第五学期 第五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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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和国际发展

商业智能

商业伦理

跨文化管理

文化发展和外语

电子商务战略

数字营销

商务谈判

网页程式设计

销售组织

文化发展和外语

第六学期 第六学期

国际经济和金融

商务谈判

电子商务战略

网址发展

文化发展和外语

领导力和雇佣能力

数字营销

数字表现分析

网页程式设计

商务谈判

消费者关系管理

商贸及网络法律

文化发展和外语

领导力和雇佣能力

销售和网络市场专业实行 alternance（半工半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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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游学之旅

15 个双文凭合作院校：

25 个交换院校：

1.马德里（西班牙首都），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2.奥维耶多（西班牙北部），奥维耶多大学

3.库埃纳瓦卡（墨西哥中南部）/圣达菲（美国），蒙特雷技术学院

4.圣地亚哥（智利首都），马约尔大学

5.利马（秘鲁首都），利马大学

6.班堡（德国世遗古城），班堡大学

7.普福尔茨海姆（德国西南部），普福尔茨海姆大学

8.里斯本（葡萄牙首都），葡萄牙天主教大学

9.帕维亚（意大利），帕维亚大学

10.克里夫兰（美国），克里夫兰州立大学

11.达拉斯（美国），达拉斯大学

12.普罗沃（美国），杨百翰大学

13.厄勒布鲁（瑞典最古老的城市），厄勒布鲁大学

14.桑讷堡（丹麦），南丹麦大学

15.布雷达（荷兰），艾文思应用科技大学

16.波兹南（葡萄牙），波兹南大学

17.维尔纽斯（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

18.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

19.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罗马尼亚美国大学

20.台北（中国台湾），台湾国立大学

21.首尔（韩国首都），建国大学

22.大田广域市（韩国），又松大学

23.布达佩斯（匈牙利），布达佩斯商学院

24.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巴西），桑塔卡塔琳娜州立大学

25.伦敦市（加拿大安大略省），范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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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经历，任你选择

如果说旅行是青年时期的专属，国际化能力则源自持续不断的实践和教育。在克

莱蒙商学院，跨文化交际贯穿始终。

我们的项目是国际化的项目，这种国际化通过下列形式表现出来：学习不同的语

言和文化，以各种形式出国交流（实习、交换、双文凭），在跨文化的校园里分

享多姿多彩的生活瞬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和同学，文化交流活动...）

语言

为了支持学生出国攻读双文凭，本科生项目从始至终都贯彻外语教育：

从一年级开始，有全英课程和渐进式英文教学（从第一学期 30%英文教学，到第

四学期 100%全英教学）可供选择；

必修二外（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中文），为学生攻读南美洲和德国的双

文凭清除语言的障碍。

成熟的、有指导的项目

根据不同的水平，学生可选择出国学习。为此，无论是项目的选择（目的地、动

机、托福以及学业成绩），还是出发前的准备及步骤，学生们都能得到国际办公

室的指导。

在实验室的帮助下，规划未来

就业实验室：一个服务于求职学生的工作室。

就业实验室的团队为学生提供就业指导的课程和方法，组织就业交流活动，以帮

助学生做出职业规划。

1.企业嘉年华

2.找工作数字化平台

3.校招

4.找工作的技巧和方法

5.讲座和研讨会

6.毕业生工作信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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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实验室：提供实时就业信息的中心

信息实验室是学校的文档资料中心，为

求职的学生提供线上和线下的资源

（europresse, Xerfi, DIANE 等），找

工作的方法，以及团队协作理想的工作

空间。Infolab 信息实验室还领导着两

个在图特纳生活绝对不可错过的平台：

LMS（课程设置，指导和教学评价）和

ENT（squarelab 资源，提供勤工俭学

和实习机会，应用程序……）。

创业实验室：一个校内创业孵化室，进行

企业创业创新发展

创业实验室作为 Maison Innovergne 协会

的合作伙伴，引导项目发起者——不管是

学生还是校外创业者——开启创业之旅。

孵化室提供个性化的指导，以专家团队为

支撑（税收，商业，金融，法律等专家），

维护创业的生态系统（举行商业计划比赛

“企业家视角”，新企业家文化日等）。

克莱蒙商学院校友会：受益终身的关系网

克莱蒙商学院校友会集合了12000位毕业

生，全年在 5个大洲举行许多活动。这张

关系网不受地域限制，我们有 jobdatings

工作室，工作交流，出国咨询……克莱蒙

商学院校友会心系母校，为晚辈提供无处

不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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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

每个年级的学生都要完成实习。合作企业为商学院的学生提供多种就业机会，涉

及到各行各业的多个职位。

以下是 2016 年部分企业和职位。

实习职位：

沟通助理

广告部主管助理

人资部助理

活动策划助理

商业部

网络营销助理

初级顾问

会计助理

产品部主管助理

部门主管助理

房地产谈判助理

销售助理

社区管理员

富有活力的校园生活

社团生活占据重要的位置。学生社团不止是融入大学生活的媒介，还可以使学生

找到自己的位置，锻炼新的技能。

1.学生会：组织社团生活，推出多样的活动，包括周末聚会，圣诞嘉年华，和毕

业晚会

2.体育协会：拥有五支运动队伍（橄榄球，足球，手球，篮球，排球）以及啦啦

队，每年都参加滑雪活动和“海滩杯”球赛。

3.就业指导中心：学生就业服务，为求职学生提供就业机会。

4.创意办公室：拥有音乐、报刊和沟通中心，主办 Zic 狂欢节和丰富多彩的晚会

5.Go2C：校园推广协会，每年出差 180 次，对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以及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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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指导

6.文化中心：各国文化融汇的中心。拥有美食和葡萄酒俱乐部，围绕世界文化和

法国文化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

7.戒瘾协会：预防吸毒，酗酒等恶习。

8.高级企业校园行：全国高级企业联合会的成员，协助开展企业活动

9.人道中心：为非政府组织和地方协会组织慈善活动

社团招新，激动人心的时刻

每年九月份，社团开始招新（宣讲会，报名，面试）

周末聚会

十月初：迎新晚会

一年级学生为学生家长准备的晚会：通过各种形式介绍学校，展现本科生才艺。

是出镜率很高的协会哦。

十一月：汽车竞技赛

十二月：圣诞嘉年华：保留了几十

年的节目，为所有学生和教职工举

办的圣诞晚会，包括演出，晚餐，

晚会（由 DJ 主持）等。

一月：文化旅游&滑雪活动

三月：春天嘉年华：在实习和去国

外交流之前举办的晚会

四月：毕业生晚会 上一届毕业的

学生们会回来一起狂欢

不容错过的盛会！

丰富多彩的活动

克莱蒙是法国最大的大学城，它凭借多样的培训机会、丰富的体育文化设施和富

有活力的经济，每年都会吸引超过 42000 名大学生。在这座年轻的城市里，三分

之一的居民都不到 2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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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蒙商学院位于市中心，离火车站和 Jaude 广场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对于在这里的 12000 名毕业生和在读大学生而言，它是一个真正适合生活的地方。

学校提供了适合职业和个人发展的环境，和企业以及合作院校都保持着良好的关

系。学生可以通过参加协会、与教师近距离交流去体验一种有节奏的学习生活。

1050 名学生

39 位老师

200 位合作讲师

100 所合作院校

200 名留学生

12000 毕业生

40 场由企业主办的活动（每年）

学费

2018/2019 年度学费为 7000 欧，第三年海外交流双学位的学费为 8000 欧。学校

保留每年调整学费的权利。

奖学金

高等教育奖学金

由 CROUS 颁发，根据法国学生家庭收入水平来进行选拔。

奖学金资格评估网站：http://usine.crous-clermont.fr/bourses-2/

克莱蒙商学院基金会

遵从机会平等原则，通过委员会的文件和决定，“瞄得更高，走得更远”，给表现

优异的法国学生减免学费的机会。

http://usine.crous-clermont.fr/bourse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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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

银行给就读高商的欧盟学生提供低利率的贷款等优惠。欢迎大家在学院开放日和

其它活动日前来咨询。

大学生兼职

学生会每年提供十几个工作岗位（如销售，市场策划，公关，数字媒体，餐饮等），

招聘信息在相关网站上发布，申请程序灵活简单。学生们可以借此机会了解感兴

趣的行业，获取工作经验和生活费用。

交换项目

在第三学年网络营销专业的学生每月可以享有补贴。此外，学费也将全额有相关

企业承担，他们还将享受同员工一样的待遇（带薪假期，失业补贴，退休金，医

疗保险等）！

海外学习补贴

当欧盟学生去合作院校学习（交换或者双文凭）或者去企业实习时，Erasmus+

奖学金项目会支付你在欧洲的部分生活费。

由 ARA 委员会发起，为海外实习的学生提供助学奖学金。（实习期需达连续九月

以上）

关于住房

80%学生能够回自己家中午餐

到克莱蒙商学院平均仅需 10 分钟路程

九月开学季前仅需提前两个月找房

75%学生仅需步行即可到达克莱蒙商学院

克莱蒙高等商学院自主选拔考试（非 APB 系统）

网址：concours-atoutplus3.com

Atout+3 考试面向高中毕业班学生以及成功通过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该考试由

隶属于法国精英学校联合会的 9所法国高等商业学校共同举办。

海外合作院校招生可通过特殊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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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分为两部分：笔试和口试，每部分满分均分 12 分

笔试：

1.语言能力测试。

时长 90 分钟，满分为 5分。旨在考查对于文章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

2．逻辑推理测试

时长 45 分钟，满分为 3分。

该测试分为三部分：综合逻辑推理，数学，案例分析

3．英语测试

时长 45 分钟，满分为 4分

通过 QCM 测试平台，我们测试考生的语法，词汇，阅读理解能力。

口试：

1．面试

时长 45 分钟，满分为 8分

该环节分为两部分：情景模拟，旨在考查考生的反应能力

发掘考生的性格，观察其是否适合该项目

2. 英语口试

时长 25 分钟，满分为 4分

该项考试结果适用于举办 Atout+3 考试的所有高商。

考察以下几项能力：表达，理解，词汇，语法以及发音。

考试费用

笔试：

非奖学金学生：150 欧

奖学金学生：免费

口试：

非奖学金学生：参加一所学校的考试需缴纳 30 欧（面试加英语测试），参加其它

的八所高商面试，一所学校需 20 欧。

奖学金学生: 参加一所学校的考试需缴纳 15 欧（面试加英语测试），参加其它的

八所高商面试，一所学校需 10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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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和网络营销本科（法语授课）

100%勤工俭学项目

1年工作经验 2种合同模式：学徒合同或者职业化合同

月薪

企业承担学费 在签订合同前便有个性化指导

项目概观

申请条件：本科二年级及以上学生，需通过考试。

1、12 月 15 号起在 www.candidat-esc-clermont.fr进行在线注册

2、多样化视频面试

3、进行为期一天的考试：职业经验、动机以及英语口语面试

4、指导学生通过工作实验室（JobLab）来搜索勤工俭学机会

5、任务生效

6、签合同

7、最终录取

可在 www.esc-clermont.fr 以及 Facebook、Twitter、Linkdin和 Instagram这些社交

媒体上获得我们的最新消息

克莱蒙商学院的网络营销本科专业是一个可利用大三这一年时间进行勤工俭学

的项目。它专门面向大学本科二年级及以上的学生，使他们获得网络营销和商贸

职业所需的知识及能力。该专业的多行业特征使得学生能够真正融入就业市场，

从事诸如网络营销或多渠道商业拓展等飞速发展领域的运营类职位。除就业外，

完成该本科课程的学生还可选择继续攻读硕士。

大二学习网络营销本科专业——在大三获取本科学历——开始职业生涯（网络营

销多渠道商业拓展）或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http://www.esc-clermont.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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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课程：获取销售和数据方面的基本知识

基础课程致力于让每一位学生获得商业、市场及管理方面的基础能力：掌握销售

方法、谈判技巧以及网络营销工具。

同时，通过对创造性学习方法的使用和对个人发展的关注，该课程能培养学生的

适应能力，使他们成功融入职场，获得职业发展。

专业化以及获取职业/行业技术的

选择

学生可在跨行业和银行保险行业

之间进行选择，接受针对特定行业

的专门培训，获得与融入职场直接

相关的知识、技巧和方法。

与企业联合制定的教学内容

随着各行业中与数据应用相关的新职业的兴起，与销售和客户关系相关的职业也

正在蓬勃发展。企业希望聘用一些能在本科毕业后就直接进行多渠道商务工作的

基础课程

获得商务、市场营销及管理技能

销售技巧/企业绩效管理/电子商务战略/管理学/英语/Excel/个人发展/期末论

文

跨行业选择 银行-保险业选择

获得多渠道运作技能和行业数字文化 掌握客户咨询职业的实践技能

数据交流（视频，信息化，媒体） 银行产品和保险

数据市场：基础理论及其在奢侈品、运

动及汽车方面的多领域应用

银行风险预防及管理

网络拓展 市场金融引论

网络营销的经济和法律环境 客户关系方法

项目管理 商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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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年轻毕业生。网络营销专业是一个完全与企业联合设计的专业，以确保学

生在习得理论的同时也能获得相应的、必要的实践能力。

个性化指导

网络营销本科专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与学生的任务内容和职业规划相匹配。一旦成

功通过考试，每位学生都将获得工作实验室成员们的针对性指导。工作实验室是

克莱蒙集团的实习工作指导机构。

克莱蒙集团工作实验室会在找工作的不同阶段给予考生指导

1、准备简历和动机信

2、企业搜索（尤其是在奥维捏 罗纳-阿尔卑斯大区的企业）

3、准备面试

4、明确任务

5、签合同

从成为候选人到找工作

工作实验室会邀请成功通过考试的候选人参加个性化指导或小组指导

项目内容：

关于专业和职业的信息

关于简历和动机信的建议

准备招聘面试

通过合作企业提供勤工俭学机会

招聘者和面试者的快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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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一整年

学生的学习方法取决于三方：学生—企业导师—学校导师，并且包括一些固定阶

段，活动记录，合同期及合同结束时的任务评估。

学生也必须履行学校义务，完成不同的小组合作学习和课程学习，部分参与或者

连续测验。

什么样的工作和公司？

今年，这些企业和职业欢迎我们的学生：

商务

市场营销和网络营销

大数据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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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教育

克莱蒙商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精英研究生（GE 项

目），另一类是理学硕士，也称国际硕士（MSc），共有四个专业，分别是：国际

贸易和数字营销、智慧商务和大数据、项目管理、管理审计和企业金融。

1、管理学硕士—GE 大学校项目

研究生学制三年，实行精英教育模式，有数字营销、采购和供应链、智能商

务、人力资源、商务拓展、健康产业、国际商务、项目管理、银行金融、管理会

计、审计事务等专业。

克莱蒙商学院精英管理学硕士项目旨在授予学生专业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

使之成为未来职业生涯中的精英。

因此，克莱蒙商学院精英管理学硕士项目的毕业生：

1.具备坚实的管理知识，有能力成为年轻的领导者

2.拥有双专业或双文凭

3.在学校或合作院校获得的专业知识能顺利就业

4.丰富的职业经验：实习，为期 1年或 2年的勤工俭学，总计 30 个月的企

业经验

 克莱蒙商学院硕士毕业=最好的第一份工作

 双学位/双文凭=2 倍的竞争力和成功率

 每位学生都有机会参加的为期 1 年或 2 年的勤工俭学=丰富的职场经验+

学费优惠

 国际化联合培养=100%的学科和专业都和国际企业和院校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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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预科 硕士一年级（M1） 硕士二年级（M2）

 管理基础课程

 数字文化

 企业环境与关键

 大型项目策划

 语言和文化

 社团生活：远不止

是融入校园的媒介，更是小

组合作和项目管理的学习

 实习（3 个月）

 （全英授课）

 管理强化课程

 商务国际战略视野

 决策工具

 创业方法

 管理能力

 语言和文化

 社团生活

 到合作院校学习一

学期

 实习/人道主义项

目/夏令营：3 个月

 （全英授课，勤工

俭学）

 审计鉴定咨询学科

 ITB 双文凭项目—

24 个月的勤工俭学

 专业方向

 跨学科研讨会

 语言与文化

 数字化转换

 实习：6 个月

 研究论文

 （全英授课，勤工

俭学）

 审计鉴定咨询学

科—12 个月的勤工俭学

 ITB 双文凭项目

—24 个月的勤工俭学

 国际双文凭

 国际商务拓展理

学硕士双文凭

 项目管理理学硕

士双文凭

 管理审计和企业

金融理学硕士双文凭

 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学生需要在法国或海外完成至少 3个月的实习，第三

年的学生则至少 6个月。

 学生可以在硕士二年级选择 12 个月的勤工俭学，或选择在硕士一年级和

二年级进行 24 个月的勤工俭学

 为期 6个月或 12 个月的企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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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审计和企业金融理学硕士

在 21 世纪愈发激烈的企业竞争中，管理审计人员在规避企业风险的大环境

下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学生需要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做好充足

的准备：本课程首要目标是为学生进入金融行业提供一个现代化并且高效率的途

径。完成课程后，学生需要在实习企业完成一项审计项目，为提高该企业的运营

效率进行金融分析和风险评估。

课程时长 16-18 个月，包括 4-6 个月实习

课程特点

1）课程提供丰富的实习资源，学生将有机会在企业实习中运用课程理论对

其进行实时审计。

2）课程为学生提供大量有关“欺诈审查”课程的文献资料。

3）学生将会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来自不同文化和学术背景的导师和同学，

开拓人脉资源。

课程目标

1）精准地结合金融资讯

为企业的运营方向做决策。

2）准确地判断出企业存

在的问题，并且帮助企业进

行欺诈审查，规避投资风险。

3）熟练运用科技手段与

金融模型进行管理审计。

就业方向

-金融管理类：

金融分析师、企业管理人员、银行家以及其他金融行业

-审计与风险管理类：

风险评估师、企业管理人员、审计行业咨询师以及跨国企业审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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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管理理学硕士

项目管理理学硕士课程采用英语授课，以开拓学生知识层面、锻炼实战技能

以及发掘潜能为目标，致力于为企业培养并输送高效率的项目管理领导型人才。

在攻读 PMI 证书（全球领先的非盈利项目管理协会官方认证）的过程中，学生们

将有机会在导师的指导下进入合作企业参与项目管理，提高竞争能力，发展能用

于众多领域的必备技能。

课程时长 16-18 个月，包括

4-6 个月实习

课程优势

项目管理专业排名第 9名

课程特色

1）本课程拥有众多经验丰

富的企业项目管理人员以及

PMI 协会成员对学生进行指导，并提供实战资源。

2）攻读课程的同时可以备战 PRINCE2 国际证书以及 PMI 证书。

3）免费成为一年的 PMI 法国分部的会员。

课程目标

1）掌握项目管理的概念和理论精华，学习管理项目的技巧和方式。

2）熟练地把商业的可持续发展性以及灵活性结合到项目管理当中。

3）有效地协调利益相关者的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

就业方向

项目负责人、项目分析与审计员、国际项目管理人员、商业项目经理或策划、

项目咨询顾问以及企业家等。

4、国际贸易和数字营销理学硕士

21 世纪的国际贸易市场对商业人才的需求激增，对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也

越来越高。为了迎合商业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从事或者将要投入商务贸易的人士

需要愈发注意市场的特点以及运用数码科技等新兴方式进行市场评估。本课程致

力于引导学生将传统市场营销、数字产业、社交媒体和国际贸易进行创新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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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并且为他们提供在背景多样化的本地以及跨国企业相关项目中实践的机

会。

课程时长 16-18 个月，包括 4-6 个月实习

课程特色

1.通过参与真实商业项目的

运作，把课堂理论与实际工作相

结合。

2.课程提供与多家本土或跨

国企业的合作资源。

3.有机会与来自不同国家地

区、不同领域的同学和专业人士

建立社交圈子，开拓人脉资源。

课程目标

1.熟练运用数字工具，比如：网页设计、社交媒体运营、谷歌网站数据统计

和 SEO 数据分析工具等。

2.了解世界经济与商业的发展趋势以及本地企业的商业运行模式。

3.培养完善的市场规划能力以及成熟的市场营销技巧。

就业方向

-国际商务类：

出口经理、营销经理和跨国贸易经理等

-市场营销类：

产品经理、社交媒体经理和跨国营销经理等

5、智慧商务和大数据理学硕士

数据分析在现今社会中对企业的管理、决策以及商业模式的定位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本课程致力于培养智慧型高端商务人才以及数据分析人才，为企业管

理层做决策提供横向直观的数据支持。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将学会综合不同的商

业因素和企业的信息系统来进行市场预判。

课程时长 16-18 个月，包括 4-6 个月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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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优势

被 Eduniversal评为“创新课程”

课程特色

1.回应现代市场对智慧商务和数据分析数字化趋势的迫切需求。

2.结合课程提供的专业文献中的理论、实践和外部会议资料。

3.在实践项目中熟练并灵活地使用专业相关的主流软件。

课程目标

1.深度掌握本专业相关的

概念和技巧，熟练运用专业的

辅助工具（软件）。

2.学会在数据分析以及市

场需求中发掘商机。

3.有效且灵活地把信息数

据系统融合到商业运作当中。

就业方向

-商务类：

商业数据分析师、数据库管理人员、信息系统管理人员以及 BI/BA 项目管理

者等

-信息系统类：

BI/BA 功能分析师、咨询师、区域经理等

以上资料由法国克莱蒙商学院在华代表宇佳教育翻译整理，如需进一步信息，

请联系宇佳（广州）国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电话：020-84132205；18069855089；18928856825

邮箱：xiang@yukia.net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西路 174 号汇富商务中心 2号楼 505 室

mailto:xiang@yuki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