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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国际认证，全球1%顶尖商学院



一、学校概况

法国南锡高等商学院
法国南锡高等商学院，拥有 AMBA，EQUIS，AACSB 三重国际认证

（全世界仅 100 余所商学院获得 3 项国际认证），中国教育部承认的海外知
名高校，在中国教育部监管网中备案名：ICN Business School（ICN）。

教育部监管网链接：http://jsj.moe.gov.cn/n1/12033.shtml

学校隶属于国立洛林大学（2019、2020 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 500
强中排名位列 200-300 名区间，仅国立洛林大学下属 4 所大学中的 1 所参
与排名所获结果）。学校成立于 1905 年，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商学院之一，
连续多年位列欧洲商学院前 50 名。学校的管理学硕士项目连续 7 年在英国
金融时报排名世界 20-50 名区间。学校也是传统的金融、审计、会计专业
的强校，是全法 2 所拥有资格颁发法国金融市场监管局从业资格认证的学校
之一，全法极少数全部课程获得 CFA（国际注册金融分析师）认证的学校
之一。

学校在校生人数 3000 余名，其中国际学生 900 余名，91 名专职教师
及 400 余名来自企业的高级职业经理人作为授课教师。学校总共 4 个校区，
法国南锡校区，巴黎校区，德国柏林校区以及中国校区(截止 2020 年 7 月， 
105 名法国学生来到中国校区学习)。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为 100%，首次就
业平均年薪为：36227 欧，学校国际化程度全法排名第 7 名，学校学生不
分国籍均有机会交换到海外学习，可获得海外双学位甚至三学位（海外合作
学校有英国巴斯大学，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乔治亚理工大学，加拿大拉瓦
尔大学，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意大利博诺尼亚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德
国科隆大学等 119所）。

WElCOME
To icn business school！

法国南锡

南锡是欧洲历史文化名城，欧洲金融中心和行政中心之一，既具有悠
久的历史，又同时拥有现代文明。并拥有许多先进的现代工业（机器人工
业、电子业、人工智能、机械工业、电机工业、造纸、纺织、冶金和印刷
工业）。南锡还是一个重要的教育中心，是法国东北部最大的大学城，在
法国最受欢迎的大学城排名位列第6名（巴黎位列第 8名）。在这些大学
与科研机构中有上千名研究者和数以百计的实验室，这一切使得南锡成为
一个知识密集型城市。与法国其他大城市的物价水平相比，南锡的生活开
销每个月平均为 600-700 欧（含住、食、交通费用），是法国大学城中，
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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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sj.moe.gov.cn/n1/12033.shtml


图：南锡市中心斯坦尼斯拉斯广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遗产”，也是欧洲最美丽的广场之一）

图：南锡校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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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国南锡高等商学院与四川农业大学合作模式（适用于应
届毕业生）

1
3+1

（适合大三年级）

2

3+1+X

交换生本硕连读项目

（适合大三年级）

全校设置 5 个名额 可免法国南锡

高等商学院本科学费

双本科文凭、南锡高商硕士文凭（可选项目为管理

学硕士项目、国际管理硕士项目、国际商务拓展硕

士、奢侈品与设计管理硕士、金融与风险管理硕士、

市场营销与品牌管理硕士、数字化管理硕士、人才

管理硕士、审计硕士、创新与文化产业管理硕士项

目。）

3
4+1

（适合大三年级）

大四在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区经济

学院完成法方硕士第一年预备课程

后，大四毕业可直接攻读硕士 2年

级

四川农业大学本科文凭+南锡高商硕士文凭（可选

项目：国际商务拓展硕士、奢侈品与设计管理硕士、

金融与风险管理硕士、市场营销与品牌管理硕士、

数字化管理硕士、人才管理硕士、审计硕士、创新

与文化产业管理硕士项目。）

4
4+2

（适合大四年级）

应届毕业生赴法方攻读管理学硕士

项目

四川农业大学本科文凭+南锡高商硕士文凭（可选

项目为管理学硕士、国际管理硕士项目。）

5 硕士 1+1+1

研二赴法方学习一年

全校设置 2 个名额 可免法国南锡

高等商学院硕士学费

双硕士文凭（可选项目：国际商务拓展硕士、奢侈

品与设计管理硕士、金融与风险管理硕士、市场营

销与品牌管理硕士、数字化管理硕士、人才管理硕

士、审计硕士、创新与文化产业管理硕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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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赴法方学习一年

全校设置 5 个名额 可免法国南锡

高等商学院本科学费

双本科文凭（可选项目为工商管理本科项目）



三、法国南锡高等商学院项目介绍

  

管理学硕士项目（教学地点：南锡校区），国家文凭，2年学制，第一年学费 12700 欧，第二年学费
12600 欧，硕士第二年可以免学费交换到美国卡耐基梅隆，乔治亚理工大学，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英国
巴斯大学等世界名校，毕业后将获得南锡高商和海外合作学校双硕士文凭。

下设14 个专业方向（审计，银行、基金与金融市场，产品、服务设计与创新，零售业管理，电子商
务与大客户管理，企业金融，艺术产业与娱乐产业管理，国际商务拓展、金融与风险管理，市场营销与品
牌管理，财务管理、创新管理，人才管理、数字化管理）。

 2020 年 FT 英国金融时报全法排名第 12 名
 根据学生个体职业规划自主构建学业轨迹：14 大专业方向供学生自由选择, 24 个 ARTEM 联盟(南

锡高等商学院-南锡国立高等矿业工程师学院-南锡国立高等艺术学院三校联盟)的项目实训平台，超
过 40个学生社团组织，以及数量众多的获取双硕士学位的机会。

 学生将受益于我校 119 所海外合作高校(全法最大的校际国际交流合作网络之一)使学生学业轨迹充
分全球化(国际师资、课程交换、海外研讨会、国际性企业实习、学期交换、国际双硕士学位或国际
三硕士学位等)。

 国际性研讨会与企业界人士的讲座密集举办贯穿学校的常规教学活动, 使学生学会自我超越和完善
个体职业规划。

 全法独一无二的 ARTEM院校联盟(南锡高等商学院-南锡国立高等矿业工程师学院-南锡国立高等艺
术学院三校联盟)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创新精神。多学科交叉融合与渗透(商科教育、工程师教
育与艺术教育)启迪学生创新思维，开阔学生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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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国南锡高等商学院项目介绍

重磅消息：

2021年3月31前录取（可晚提
交语言成绩），可以获得近
1200欧元奖学金。

1. 管理学硕士项目（Master in Management）
(全英语/全法语/英法双语授课)



  

国际管理硕士项目，连续多年，该项目排名全法第一，全意大利第一名。
该项目为 2年制，第一年学费 8600 欧，第二年学费 3000-8600 欧，

硕士第一学期在南锡高商学习，第二学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学习，第三学期
在下面 6所学校中任意选择一所（法国南锡高等商学院、上海华东理工大
学，墨西哥拉萨尔大学，莫斯科国立关系学院，巴西南大河滨大学）毕业后
获得三校硕士文凭。

学生可以获得南锡高等商学院国际管理硕士学位，意大利博诺尼亚大学
国际管理硕士学位，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管理学硕士或墨西哥拉
塞尔国际MBA文凭或中国华东理工大学MBA文凭或国际商务硕士文凭或
巴西南大河联邦大学硕士学位。

    

国际商务拓展硕士项目（全英语授课，教学地点：南锡校区），一年制，学费为 10740 欧。
该项目旨在使学生能够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先进技术和多元文化占据日益重要地位的国际

环境中进行管理工作，培养学生以国际化视角开展商业活动，提升拓展国际业务所需要的核心
竞争力。

南锡高等商学院通过为学生们提供一个真正的国际多元化的学习环境，众多的海外交换，
实习以及海外研讨会，课内和课外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辅以多元企业集团的案例研究分析，必
将显著提升学生适应新文化环境的能力，使学生更加熟知交叉文化现象，成为未来国际商务发
展的新一代领军人物。

设计与奢侈品管理项目（全英语授课，教学地点：南锡或巴黎校区），一年制，学费为 11600
欧。

南锡商学院的设计与奢侈品管理硕士项目直接受益于全法独一无二的 ARTEM 院校联盟
（南锡高等商学院-南锡国立高等矿业工程师学院-南锡国立高等艺术学院三校联盟），通过艺
术，管理，工程的跨学科交叉融合与渗透，辅以在奢侈品著名企业进行实习与参观的机会及国
际化的学习环境，使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奢侈品行业的各个环节的实际操作，学会分析潜在的奢
侈品市场和文化及消费者行为，并逐步培养开拓新兴市场的能力，同时通过进入奢侈品顶尖企
业实习，观摩积累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启迪创新思维，开拓视野。项目设置中包含巴黎游
学及奢侈品行业的企业参访与CEO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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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管理MIEX硕士项目
(全英语授课)

3. 国际商务拓展硕士项目（Master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Business）

4. 设计与奢侈品管理硕士项目（Master in Design and Luxury Management）



      
 

金融、保险与风险管理硕士项目（全英语授课，教学地点：柏林校区），一年制，学费为 10740 欧。
本项目通过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和课外作业等教学环节，理论知识学习和实际分析能力培养
并重，使学生较系统学习和掌握金融机构和保险机构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和金融学基础知识，通过教学
使学生掌握金融、保险机构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掌握识别金融、保险风险、计
量金融风险、化解金融、保险风险，以及防范金融与保险机构的风险。课程中还涉及资产管理的可持续
性与责任，金融创新（数字化，大数据，网络安全等）话题。 除此之外，该项目还包括关于研究方法
的课程，以便学生之后参加博士课程。

     
 

市场营销与品牌管理硕士项目（全英语授课，教学地点：柏林校区），一年制，学费为 10740 欧。
为期一年的全日制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战略性和创造性的技能，以提高企业的品牌资产以及实施

有效的营销计划。
该硕士项目课程为学生提供真正的多元文化体验，学生将在德国最好的法国商学院学习。
项目期间，学生将了解品牌和沟通策略的基本原理并且提高他们在平面设计、视觉构图、产品开发、

创业项目、社交媒体活动以及活动策划和赞助方面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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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保险与风险管理硕士项目（Master in Finance, Insur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6. 市场营销与品牌管理硕士项目（Master in Marketing and Br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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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流程与申请材料清单

1. 申请表 （申请表上需要填写候选人的姓名与出生日期，请与候选人护照上的信
息保持一致）

2. CV (英文)

3. 动机信（英文，陈述自己选择法国留学、选择 ICN 和选择该项目的理由，职业
规划等。A4 规格 1-2 页）

4. 护照首页扫描件

5. 证件照片

6. 大学前7学期成绩单（中英文版本，需学校教务处盖章）

7. 语言能力证明：法语授课提供（法语TCF或TEF B2等级证明），英语授课提
供(IELTS 6.0 或 TOEFL 79分或 TOEIC 750分)成绩单扫描件，可先报名面试再
提交语言能力证明。

8. 至少1 封推荐信（英文，需推荐人的亲笔签名,推荐人可以是任课老师，也可以
是实习单位的同事）

9. 申请法语授课的同学以上材料用法语书写。

项目报名截至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

2021年3月31前录取（可晚提交语言成绩），可以获得近1200欧元奖
学金。



五、学校及排名相关数据

 我校所开设的本科项目最终所获学位为法国教育部所颁发的国家学位，只有极少数法国商学院有资格颁发本
科阶段的国家学位

 我校一直是最受企业界青睐的商学院之一，100%的学生在毕业前签订就业合同

 2020 年全法商科本科项目（ICN Bachelor）排名第 3名

 2019 年全法国际商务及国际贸易硕士类项目（ICN MSC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排名第 2名

 2019 年全法国际商务及国际贸易硕士类项目(ICN MSC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velopment）排名
第 3名

 2020 年管理学硕士法国排名第 12 名，世界排名第 58 名

 2020 年金融类硕士世界排名第 100 名

 2020 年市场营销类硕士排名世界第 51 名

 国际化程度全法排名第 4名，毕业生海外就业率全法排名第 2名，校友资源全法排名第 5名，校企融合度
及企业认可度全法排名第 7名

 全法两所有资格颁发法国金融市场监管局从业资格认证的学习之一，全法极少数全部课程获得 CFA（国际
注册金融分析师）认证的学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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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系方式

http://www.icn-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