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MBA 申请流程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完成在线申请 

登录在线报名系统，注册，按要求填写信息及上传材料，完成提交。 

需要上传的材料包括： 

 中、英文简历 

 本科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需附加英文翻译件） 

 本科成绩单原件和英文翻译件（申请人先上传电子版成绩单，随后需要将成绩单原

件邮寄至招生部） 

 目前所在公司介绍和组织结构图 

 两封推荐信（只接受英文版） 

 身份证/护照复印件 

 个人证件照片及名片 

 托福、雅思等英语语言成绩单（可以在完成面试后提交，须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

前提交） 

 GMAT/GRE 成绩单（可选） 

 其他补充材料（可选） 

* 除学士学位外，申请人如仍具有其他高等教育经历，需同时提交其他高等教育

阶段的相关证书及成绩单。（如相关资料为非英文，需要同时提供英文翻译件） 

* *完成在线申请后，申请人须尽快将所有高等教育阶段的成绩单原件寄送到北

大国发院 MBA 招生部，成绩单原件将不予返还。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612 室 （100871）

（建议使用顺丰或 EMS 寄送成绩单） 

完成在线申请和材料寄送的申请人将进入到资格审核阶段，通常会在申请人所选

择的面试日期前 1-2 周收到审核反馈。 

2、参加面试 



所有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请人将会被邀请到北大参加面试，面试时长为 40 分钟，

由 2-3 位面试官面试 1 位申请人，包括“自我介绍与问答”和“观点阐述与问答”两

个环节。面试时间详见以下“2020年申请及考试时间”安排。 

3、参加笔试 

申请人有 2 种方式完成笔试（二选一即可）： 

选择 1 自行安排参加标准化考试：GMAT 或 GRE（须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提

交合格的成绩） 

选择 2 参加“北京大学—伦敦大学学院MBA”校园逻辑考试（校园考试一般与面

试安排在同一天，详见下表） 

2020年申请及考试时间 

 

4、收到申请结果 

申请结果将于考生参加面试笔试后 5-6 周左右发布，以邮件进行通知。结果分为： 

1)      正式录取 

2)      条件录取 准备或已预约参加雅思/托福等标准化考试的申请人如通过审

核资格，可以参加面试，通过面试后将收到“条件录取”的结果。此类申请人须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提交合格的英语考试成绩以获得正式录取资格。 

3)      候补 

4)      不录取 



 

 

 

 

 

申请材料 

发布日期： 2016-12-20 02:5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 “北京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MBA 项目”的申请人需要登录在线报

名系统，完成注册后按要求填写信息，并上传如下申请材料并完成提交。 

 

中、英文简历 

      

学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及英文翻译件（在中国大陆取得学位的申请人，需同时提交毕业证书复

印件及英文翻译件） 

      

本科中英文成绩单（成绩单需由申请人毕业学校官方开具，且具有完整成绩记录） 

 

*除学士学位外，申请人如仍具有其他高等教育经历，需同时提交其他高等教育阶段的相关

证书及成绩单。（如相关资料为非英文，需要同时提供英文翻译） 

 

**申请人需将所有高等教育阶段的成绩单原件寄送到招生部，成绩单原件不予返还（请使用

顺丰或 EMS 寄送）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612 室   电话：62754800 

      

目前所在公司介绍和组织结构图  

      

两封推荐信（英文，由推荐人在线完成） 

      

身份证/护照复印件，个人证件照片及名片 

      

托福、雅思、PTE 等英语语言成绩单（可在完成面试后提交，请确保成绩单在入学时仍保持

在两年有效期内：对于申请 2020 年入学的申请人，需确保有效期在 2020 年 9 月 10 日或之

后） 

 

*申请人如果未通过考试中心寄送成绩单原件至 BiMBA 商学院，则需尽快将成绩单原件寄送

到招生部，成绩单原件不予返还（请使用顺丰或 EMS 寄送）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612 室   电话：62754800 

 

-----------------------------以下两项材料为可选材料-------------------------------- 

GMAT/GRE 成绩单（可选，请确保成绩单在入学时仍保持在五年有效期内：对于申请 2020



年入学的申请人，需确保有效期在 2020 年 9 月 10 日或之后） 

 

*选择通过 GMAT/GRE 成绩作为入学方式的申请人，如果未通过考试中心寄送成绩单原件至

BiMBA 商学院，则需尽快将成绩单原件寄送到招生部，成绩单原件不予返还（请使用顺丰或

EMS 寄送）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612 室   电话：62754800 

      

其他补充材料（可选） 

 

  

 

 

具体要求和详细信息如下： 

 

    中、英文简历 

 

请同时提交中、英文简历。简历中须详细说明教育背景及工作经历。工作经历部分须包含：

公司简介、工作时间、职位及主要工作职责。（格式支持：pdf） 

 

    学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及英文翻译件（在中国大陆取得学位的申请人，需同时提交毕业证

书复印件及英文翻译件） 

 

除学士学位外，申请人如仍具有其他高等教育经历，需提交所有高等教育阶段的中英文学位

证书。在中国大陆取得学位的申请人，需同时提交相应的毕业证书复印件及英文翻译件。证

书英文翻译件可由毕业学校或公证处或第三方翻译公司出据，也可由个人翻译经过招生部审

核（申请人可在 MBA 在线报名系统上查看证书翻译模板）；如果证书原件为其他语言（非

中文和英文），需提供正规翻译机构盖章的英文翻译件。 

 

    本科及其他高等教育阶段中英文成绩单 

 

申请人需要提交本人毕业学校出具的，具有完整成绩记录的中英文成绩单，如果毕业学校只

能提供中文版成绩单原件，申请人需补充提交英文翻译件。英文翻译件可由公证处或第三方

翻译公司出据，也可由个人翻译经过招生部审核；如果成绩单原件为其他语言（非中文和英

文），需提供正规翻译机构盖章的英文翻译件。 

 

    目前所在公司介绍和组织结构图 

 

语言要求中、英文均可。此项材料包含：公司简介、组织结构图两部分。其中组织结构图部

分，申请人需给出公司的整体组织框架，并标注出本人所处的位置。申请人可通过在线报名

系统材料下载页面下载详细说明。 

 

    两封推荐信 

 



申请人需要提交至少两封推荐信。推荐信语言为英文，需由推荐人在线完成。推荐人需熟悉

申请人的工作表现、学习能力和管理潜质等。建议请现任或前任公司直接主管或公司高层管

理人员。推荐人不应包含申请人的亲友。 

 

    身份证/护照复印件，个人证件照片及名片 

 

中国大陆申请人请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护照复印件可选择提交。近期白底彩色证件照片

（像素 480*640，JPG 格式），名片（若申请人的工作性质无需名片，可不用提交）。 

 

    托福、雅思、PTE 等英语语言成绩单（可在完成面试后提交，请确保成绩单在入学时仍

保持在两年有效期内） 

 

所有母语为非英语的申请人需要具备合格的英语能力水平并提交有效的国际标准化英语语

言成绩，包括 TOEFL、IELTS 及其他伦敦大学学院认可的达到“标准”水平的其他形式的英语

语言资格或考试。申请人可以在准备或已预约参加雅思、托福、PTE 等标准化英语语言考试

的情况下提交其他所有材料用于申请评估。评估通过后可应邀参加面试，通过入学笔试及面

试后将收到“条件录取”的结果。此类申请人须在规定日期之前提交合格的国际标准化英语

语言成绩以获得正式录取资格。 

 

英语语言成绩提交方式：BiMBA 在线报名系统上传电子版官方成绩单；如果申请人未选择通

过考试中心寄送成绩单原件，则需尽快将成绩单原件单独寄送至招生部。 

 

BiMBA 商学院在 TOEFL 考试中心的学校代码为：2613，申请人可在考 TOEFL 时，选择 BiMBA

为寄送学校。学校类型：01-Graduae，院系/部门：82-Business and Commerce 

 

申请人可在考 IELTS 时，选择 BiMBA 为寄送学校，学校名称为：BiMBA of NSD at Peking 

University，如需了解雅思考试的内容及报名情况，请登陆雅思考试中国官方网站

www.chinaielts.org 查询。 

 

    GMAT/GRE （请确保成绩单在入学时仍保持在五年有效期内） 

 

选择通过参加国际标准化考试作为入学笔试成绩的申请人，需要提交合格的 GMAT/GRE 成绩

单。 

 

GMAT/GRE 成绩提交方式：BiMBA 在线报名系统上传电子版官方成绩单；如果申请人未选择

通过考试中心寄送成绩单原件，则需尽快将成绩单原件单独寄送至招生部。 

 

BiMBA 商学院在 GMAT 考试中心的考试代码为 SVH-36-11（全日制 MBA）、 SVH-36-62（在

职 MBA），申请人可在考 GMAT 时，选择 BiMBA 为寄送学校。 

 

BiMBA 商学院在 GRE 考试中心的学校代码为：4029, 申请人可在考 GRE 时，选择 BiMBA 为

寄送学校。 

 

 



入学考试与面试 

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要求所有“北京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MBA 项目”申请

人必须参加入学笔试和面试。 

第一部分：入学笔试  

 

所有申请人需要提供被学校认可的入学笔试成绩。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提

供两种入学笔试方式选择，申请人选择参加其中任意一类即可： 

1. GMAT/GRE 考试   2. “北京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MBA”校园考试 

选择 1：国际标准化考试--GMAT/GRE 

GMAT：BiMBA 商学院鼓励申请人参加 GMAT考试。较高的 GMAT 成绩也作

为全日制申请人申请部分种类奖学金的必要条件。 

GMAT是帮助商学院衡量申请人是否具有潜质进行高级商业管理工作的全球标

准化考试，总分在 200 到 800 之间。BiMBA 以往录取的申请人的 GMAT成绩

一般在 600 分以上，作文在 4 分以上。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mba.com。 

BiMBA 商学院在 GMAT考试中心的考试代码为 SVH-36-11（全日制 MBA）、 

SVH-36-62（在职MBA），申请人可在考 GMAT时，选择 BiMBA 为寄送学校。 

GRE：参考分数为：Verbal Part: 157, Quantitative Part: 158 



BiMBA 商学院在 GRE考试中心的学校代码为：4029, 申请人可在考 GRE时，

选择 BiMBA 为寄送学校。 

  

选择 2：北京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MBA”校园考试 

为了帮助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而不能参加 GMAT考试的申请人顺利获得学习的

机会，BiMBA 商学院允许申请人选择校园考试替代国际标准化考试

-GMAT/GRE。 

校园考试将以机考方式进行，考核注重考核申请人平日的积累和基本素质，数理

分析能力。考生需要在 50 分钟内在线完成一定数量的归纳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 25'）和数字推理（Numerical Reasoning, 25'）方面的单项选择

题，以评估考生对图表的理解进而运用基础数学解题的能力。 

Sample Questions: Inductive Reasoning & Numerical 

Reasoning 

请进入页面选择“Inductive Reasoning”及 “Numerical Ability” 

第二部分：面试 

面试时间为 40 分钟，由两位面试官面试一位申请人，包括“自我介绍与问答”

和“观点阐述与问答”两个环节。 

面试第一部分：自我介绍与问答 

https://www.shl.com/en/assessments/cognitive-ability/shl-verify/#numerical
https://www.shl.com/en/assessments/cognitive-ability/shl-verify/#numerical


时间约 25 分钟，语言为英文。考察申请人综合素质与能力，例如学习意愿、职

业经验、对商业管理的兴趣、自我认知、兴趣和视野、人际沟通能力、英语表达

能力、创新思维以及领导潜能等。                                     

面试第二部分：观点阐述与问答 

观点阐述与问答：时间约 15 分钟，语言可自由选择中文或英文。申请人将在面

试前一周收到指定话题，完成一份 10 页之内的 PPT。面试当天考生需要对指定

话题进行观点陈述并回答相关问题。考察申请人在宏观层面，包括国内外经济、

金融、政策、商业等方面的知识面、学习能力、对问题的逻辑分析和表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