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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课程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商学院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简称 UCR）安德森管理学院（A. Gary Anderson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简称 AGSM）是全美百强商学院，
以高质量的研究和教学、世界级的教授团队以及杰出的
毕业生而闻名于世。

我们欢迎所有本科毕业生无论本科专业也不管有无工作经验都
可以申请我们的研究生项目。研究生项目的录取主要取决于申
请者的本科学业成绩、GMAT 或 GRE 成绩（可选）、推荐信以
及工作经验。对于商业分析、金融和会计专业的申请者，我们
建议你需要有优秀的数学能力，并具备商科、工程、数学、统
计或相关数理背景。

•  在线申请表格
•  申请文书（动机函）
•  大学成绩单
•  一封推荐信
•  简历 / 履历表
•  GMAT 或 GRE 成绩（可选）
•  托福或雅思成绩（仅针对国际生）

UCR 商学院为研究生学生开设了专属职业发展中心，为学生提
供综合性、以求职为导向的资源和辅导。职业发展中心的目标
是帮助每一位商学院研究生学生具备职业发展必备素质、顺利
地进行求职并最终成长为商业领袖。

UCR 商学院拥有由成千上万名在美国或者国际大型公司工作的
商业精英组成的校友网络。这些杰出校友们与 UCR 商学院保持
着密切的联系，并会积极地支持并雇佣 UCR 商学院的新近毕业
生。

我们会给包括国际生在内的申请者提供极具竞争力的奖学金组
合。奖学金主要会根据申请者的学术成就和能力，职业成就和
其他成绩综合评定。

此外学生还可以申请助教、研究助理和其他校内工作获得额外
补助。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商学院暨安德森管理学院

录取标准

申请所需材料

职业发展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杰出校友

奖学金和助学金

UCR 商学院坐落于国际商贸中心，全美经济发展最为迅
猛的南加州。它是全美乃至国际顶级的商学院和商业研
究领导者。其所开设的研究生专业致力于培养商业领袖、
创新者和学者，帮助学生直面挑战，把握机遇，并成为
商业世界中的领导者。

职业发展中心的团队会密切地与学生进行沟通、定制学生的找
实习和毕业工作的策略方案、并且利用庞大的企业资源和人脉
网络帮学生进行职业推荐。



MBA 项目适合于想突破自我，获得世界认可 MBA 学位的学生。
该项目帮助学生建立全面的商业组织战略管理专业框架，它允
许学生灵活选择各种功能领域的课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
发展定制自己的课程。项目中，学生还需要参加相关专业的实
习丰富实战经验，并有计划参与到众多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

Full-time MBA 为期两年，Professional MBA 可以根据自己的学
习进度自行安排课程。两个项目课程设置完全相同。项目中，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细分专业方向。MBA 项目会最终
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综合提升学生的软硬实
力，使其成为职业经理人、领导者和决策者。

MBA 学生在第二年可以选择一个或两个细分方向进行学习，并在学生顾问的建议下安排课程，从而契合个人职业发展目标。

MFin 项目意在通过培养学生的金融直觉，提高学生各种盈利非
盈利组织的金融管理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再通过特许金融分析
师（CFA）、认证财务策划师（CFP）或其成员全球风险专业人
员协会（GARP）开启在金融界的个人职业生涯，逐步使学生掌
握全美乃至国际水平的金融实战能力。

MFin 所设课程传授给学生大量金融核心知识，使学生可以参与
并领导企业级乃至国际级金融管理，并具备公司财务、投资银行、
风险管理相关的金融分析能力。

  MBA 和 Professional MBA
工商管理硕士
STEM 认证学位项目

MBA 可选细分领域方向

会计、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管理、营销、供应链和运营管理

  Master of Finance
金融硕士
STEM 认证学位项目

• Full-time MBA：21 个月
• Professional MBA：可以自行安排学习进度
• MBA – 82 学分｜ PMBA – 80 学分
• 9 门必修课
• 9 门选修课
• 1 门必选实习 / 工作项目

• 9 个月
• 48 学分
• 7 门必修课
• 2 门限选课
• 2 门选修课



MPAc 项目适合对会计感兴趣，并具有批判性思维和优秀解决
问题能力的学生。为应对市场对有创造性且能够有效解决商业
管理问题的财会类人才需求，MPAc 项目大量课程根据美国注
册会计师执照（CPA）要求设定，毕业生 100% 拿到 CPA 证书
（美国平均通过率仅 40%）。项目内容同时也涵盖注册管理会
计（CMA）、注册审计师（CIA）和注册信息系统会计（CISA）
所学的知识。

MPAc 有两套培养计划（Track）：一套是针对具有财会背景的
学生，项目可在 9 个月内完成；另一套是针对没有财会背景的
学生，项目通常需要 15 个月完成。

MsBA 项目致力于培养商业分析领域的杰出人才。这是 UCR 商
学院因应互联网时代，企业运营中需要面对和利用大量商业数
据的趋势最新开设的研究生项目。通过高质量的商业课程和计
算机统计课程，商业分析硕士项目将让学生具备分析利用大量
商业数据的能力，并结合业界的最新动态和实操项目让学生可
以快速掌握行业经验，毕业后可以迅速胜任商业分析的工作。

MsBA 设计通过 9 个月高强度的课程和实践项目，使学生可以
快速成为商业分析人才。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ancy

专业会计硕士
STEM 认证学位项目

  Maste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硕士
STEM 认证学位项目

• Track 1 – 9 个月｜ Track 2 – 15 个月
• Track 1 – 48 学分｜ Track 2 – 56 学分
• 5 门必修课
• 7 门选修课

• 9 个月
• 48 学分
• 8 门必修课
• 3 门选修课
• 2 门综合实践课程

STEM 是科学 (Science)、技术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和数学 (Mathematics) 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缩写。美国国土安
全部根据美国教育部对 STEM 领域的定义，会给大学里面的学科专业颁发 STEM 认证。STEM 专业的毕业生不仅在求职中更具竞
争力，还可以获得在美总计 36 个月的合法工作实习身份（OPT）。

什么是 STEM 认证？



加州大学是世界一流学府，在各项学术指标和排名中名列前茅。
这些校区互相独立又紧密联系，各自作为独立的大学而存在，
共同组成了享誉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加州大学系统。

其中 UCR 作为加州大学十大分校之一，坐落于离洛杉矶一小时
车程的河滨市，学校以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和“全美最美校园”
闻名于世。除此之外，UCR 还以学生多样化、教育理念多样化、

课程多样化为特点，并荣膺 U.S. News & World Report “全美
上升最快大学”。

这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豪华的健身房、清澈的室外游泳池、
宽阔的足球场、汇聚世界风味的学生餐厅和咖啡馆、幽静舒适
的学生公寓、服务周到的学生健康中心、科技与行业最前沿的
实验室和研究站、种类繁多的学生组织和活动。

本项目面向已经获得了本科学位并渴望进入研究生学习的国际学生。通过 GATEway

项目，学生将在 UCR 商学院进行一个学期的学习，在体验美国学术、文化和社会环
境的同时，获得 12 学分的研究生学分，并最终构筑出自己通往美国顶级商学院研究
生学位的快通道。

查看更多

本项目面向想体验美国顶级商学院教育并渴望成长为商业领袖的学生。通过 ABLE 项
目，学生将获得两周的全美顶尖商科教育体验。本项目会助力学生未来职业和学术生
涯，帮助学生成为名校 MBA 或商科专业硕士的理想人选。

查看更多

本项目面向在其他国家大学本科高年级并想体验在美一年交换学习的学生。通过
MBPP 项目，学生将在 UCR 进修高阶本科商科课程，并为之后研究生申请打下基础。
本项目还会提供同学定制化的辅导，帮助大家申请 UCR 研究生或者世界其他高校的
研究生。

查看更多

 UCR 商学院国际项目

研究生学术过渡项目
Graduate Academic Transition Experience (GATEway)

查看UCR全景视频

未来管理领袖体验营
Accelerated Business Leaders Education (ABLE)

商科硕士预备项目
Master of Business Preparation Program (MBPP)

https://business.ucr.edu/sites/g/files/rcwecm2116/files/2021-02/UCR_GATEway_Chinese_Brochure-c.pdf
https://business.ucr.edu/sites/g/files/rcwecm2116/files/2021-02/UCR_ABLE_Chinese_Brochure-c.pdf
https://business.ucr.edu/sites/g/files/rcwecm2116/files/2021-02/UCR_MBPP_2021_CN.pdf
https://mp.weixin.qq.com/s/l9RQMcgw29WP84R-A8pATA


庞大校友网络，
支持学生的未来发展

学院专属就业辅导中心，
高就业率保证

UCR位于全美
商业最为发达的南加州

所有专业 STEM认证，
毕业后可在美工作三年

全美顶级商学院，
世界级教授团队授课

河滨市（Riverside）坐落于南加州内
陆中央，是区域多元文化艺术和文化
中心。我们距离：

•	 迪士尼乐园 38英里

•	 大熊湖度假区 50英里

•	 棕榈泉 56英里

•	 洛杉矶市中心 60英里

•	 圣地亚哥市中心 60英里

地理位置优越

ucragsm

ibusiness@ucr.edu

business.ucr.edu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