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与优势

爱恩学院是上海海洋大学的二级学院，成立于2002年，经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由二所

百年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和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合作举办本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环境信息系

统）专业”和“市场营销（国际商务）专业”。两个专业全部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计划。

学院办学宗旨是：有效引进海外优质教育资源，用优势互补的中外教育资源培养跨文化的国际化专业

人才，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服务。

评估及认证: 2013年：两个专业通过教育部举行的中外合作办学本科教育项目的合格评估。

2011年：两个专业接受澳大利亚大学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署（TEQSA）的检查，并获得好评。

2008年1月：作为上海市第一批中外合作项目通过教育部复核，两个项目获得国家教育部颁发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书。

2005年：两个项目接受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署（AUQA）的检查，并获得好评。

爱恩学院
AIEN INSTITUTE

国际化办学。从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师资队伍、教学计划与大纲、内容、模式与方法，到以教学质量保障为核心

的教育管理，严格遵从国际化标准。毕业生可获得中外两个学位证书，实现不出国的留学。

70％的专业课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全英语教学，让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专业知识，掌握专业知识的精华；强化英语小

班教学与训练，让学生拥有高水平的英语运用能力。

人才核心竞争力突出。东西文化的融合，前沿知识与应用领域的结合，造就毕业生拥有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能

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竞争与发展。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上海海洋大学

倪老师：021- 61900785 
马老师：021- 61900787 
李老师：021- 61900772 

各专业招生人数：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环境信息系统） 200名

市场营销（国际商务）      200名

 

就读校区：

上海海洋大学/临港新城校区

学院招生总人数：400名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环境信息
系统）专业

主要学习经济、计算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环境科学方面的基

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系统和信息管理方法及环境监测的基本训练，

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较强的英语综合运用

能力。

主要学习营销、经济、商务和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受到先进的营销技能和策划的基本训练，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较强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市场营销

(国际商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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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环境信息系统）专业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现代信息技术、信息系统、信息管理、企业管理、商务物流和环境科学的
基础理论；具备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和开发能力；熟练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国际化和专业化工
作能力；以及一定的学术科研能力的国际化人才。毕业后可继续国内外深造，攻读硕士学位，又
可在广阔的领域就业，从事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和管理等工作。

学历证书
上海海洋大学毕业证书，上海海洋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证书，塔斯马尼亚大学信息系统学士

学位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证书、数据库管理人员证书、电子商务师证书。

就业去向
海内外留学读研和国内就业，平均就业率95%以上。国内主要就业单位有：中国石化、中国

石油天然气、惠普中国、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西门子（德国）、强生集团（美国）、史泰博（
美国）、欧尚（法国）、佳能、施耐庵电器（法国）、渣打银行、联想集团、德国汉高、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等。

注：课程名称括号内的“澳”字表示该课程是引进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课程。

培养目标

爱恩学院
 AIEN Institute

走进爱恩  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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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4届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专业毕业生就业途径汇总

53.81%

31.01%

1.68%
0.58%

8.935%0.86%

签约

海外留学

国内读研

基层项目

合同就业

灵活就业

2014

课程结构

部分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爱恩英语

爱恩专业英语

大学英语

高等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线性代数

计算机应用基础

程序设计语言

会计与财务决策（澳）

管理入门（澳）

动态网页开发（澳）

系统获取和实现（澳）

组织行为学（澳）

数据管理（澳）

编程和问题解决（澳）

商务物流（澳）

数据库管理系统（澳）

财务管理学

统计学

环境工程概论

网络管理

专业核心课                                                        选修课 

商业信息系统（澳）

需求分析与建模（澳）

环境管理学（澳）

信息系统项目（澳）

信息系统管理（澳）

商业和系统分析（澳）

信息和通讯技术项目（澳）

 

自然区域管理（澳）

软件开发与设计

企业资源计划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管理

商业与系统分析（澳）

现代物流管理

国际金融概论

管理软件应用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课程（Java）

数据库管理人员课程（Oracle）

数据库管理人员课程（SQL Server）

电子商务师课程

企业信息化和信息资源战略化人才的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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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越红     女
专业：2012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
毕业中学：山西省重点中学太原五
中

孙维 男

专业：2013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专业
毕业中学：山东省淄博七中

高中时我在省重点中学的重点班，压力非常大，甚至在一
次次不理想的成绩中失去了自信，迷失了自己。来到爱恩学院
学习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转折。在这里，我可以发挥我的英
语特长与外教和同学很好地交流。每个学期都保持在专业前几
名也又让我相信了努力是一定会有回报的。大一暑假时参加了
学院提供的赴美带薪实习项目，一个人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了两
个多月，让我发现原来自己可以这么强大。爱恩的中外教学模
式和老师都给了我很多帮助，渐渐我确定了毕业要出国读研的
计划，也懂得了我应该怎样努力。在爱恩的三年让我重拾信
心，找回自己，明确人生方向，感谢爱恩。

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爱恩学院带给我的感觉最多是惊
讶，惊讶毕业生前辈们的临别宣言，惊讶学长学姐们眼瞳中
写满的自信。爱恩的生活节奏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变强的
速度也非常快。无论在一教通宵复习全英文的专业课，还是
霸占了餐厅一遍一遍地排练英语演讲，爱恩只属于努力的
人。这仅仅一年半，我变得大气沉稳了，变得再也不怕挑战
了，变得让老同学羡慕了，爱恩给我足够的能力去获得很大
的成就，抗压能力强悍，学习速度迅捷，大学初赛就获得了
惠普营销大赛上海区冠军，初次实习就成为了公司的周销售
冠军，他们会问我，你英语进步这么大，一定花了很大的功
夫吧，或许只有爱恩学院可以给他们答案，因为这里会让自
己的潜力被很大程度的挖掘，也正是所谓的强者更强了。

施政

2007届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专业毕业生
塔斯马尼亚大学会计专业
硕士毕业
现在宁波鄞州银行工作

周梦晓

2010届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专业毕业生
法国斯特拉斯堡商学院硕
士毕业
现在安德普翰人力资源服
务公司工作

在爱恩学院我的自主学习和独立生活能力得到很大提升。
我是2007年7月赴塔斯马尼亚大学攻读会计专业硕士学位的， 
从与导师见面,确定所选课程，到与注册中心的沟通，完成注
册；通过张贴板上的广告，洽谈中介或学校TUU协会，完成
了看房、谈判、签协议和落实住宿问题；然后熟悉周围生活环
境，办理银行事宜，超市购物，办理出行交通事宜等，这些事
情对于一个普通国际学生来说至少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而我
在二天之内完成，这完全得益于在爱恩学院所受到国际化教育
的结果。

我是以第一志愿报考爱恩学院的，当时选择的理由就是
到爱恩既能提升英语运用能力又能学到国际前沿的专业知
识。在四年大学的时光里，爱恩学院独特的中外合办教学模
式不但传授给我牢固的文化基础和专业技能，还拓展了我的
国际视野，提高了我的团队合作能力，使我外语水平得到飞
速的提高，为我毕业后的海外学习和今天的工作奠定了强有
力的基础。感谢学院各位授课老师们的辛勤耕耘，感谢学院
给我们带来的一切！

徐天竞

2007届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生
塔斯马尼亚大学会计
专业硕士
已移民澳洲
现为爱恩学院专业课
兼职教师

赵梦弦

爱恩学院2009届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业毕业生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分校金融硕士毕业
现为德勤华永会计事
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师

本科四年不仅学到专业知识，还了解很多西方文化。
学院的师资力量很雄厚，无论是国内老师还是外教老师，
都能够很好地将理论知识与现实运用相结合。最重要的
是，学院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出国平台，让我能够在大四上
学期提前去塔大就读硕士学位，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现在我选择回到爱恩学院当老师，不仅是因为对教师这份
职业的热爱，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分享
给学生。

我很庆幸，在毕业的那一年就职于一家日企的管理
咨询公司，并落户上海。我画出的第一份公司的业务流
程图，使用的就是专业课老师教给我的方法；因为我在
爱恩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所以能够顺利赴美国留
学，这是爱恩学院小班英语教学给予的；赴美国留学的
第一门基础课是统计学，也是爱恩专业课知识的延伸；
我现在做审计师也得益于我在爱恩学院所学的会计基础
知识，等等这一切，我从爱恩收获很多。毕业后我又把
我的表妹介绍给母校做学生。

Bachelor of Inform
ation Syste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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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Systemsand Trade

在校生

毕业生

2014

一日学习生活作息表
一日学习生活作息表

08:00 0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08:00 0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上课 上课或社团活动 自习与锻炼身体

07:00 08:00 0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休息

07:00 08:00 0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上课 上课或看课外书 晚餐

爱恩让我重拾信心，确定了奋斗的方向。 爱恩，走向强者世界。

自修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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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课程名称括号内的“澳”字表示该课程是引进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课程。

2012-2014届市场营销（国际
商务）专业毕业生就业途径汇总

42.73%

30.15%

3.33%

0.55%

17.53%

0.26%

1.65%

签约

海外留学

国内读研

基层项目

定向委培

合同就业

灵活就业

课程结构

部分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市场营销（国际商务）专业
 Bachelor of Business

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现代营销基础理论、先进的营销技能、国际商务知识，以及企业管理、财务管理
和经济学基础理论；具备现代市场分析、市场管理和企业运营能力，熟练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国际化
和专业化工作能力；以及一定的学术科研能力的国际化人才。毕业后可继续国内外深造，攻读硕士学
位，又可在广阔的领域就业，从事国际营销、国际商务与市场管理、市场战略规划和运作等工作。

学历证书
上海海洋大学毕业证书，上海海洋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证书，塔斯马尼亚大学商学士学位

职业资格证书
电子商务师证书。

就业去向
海内外留学读研和国内就业，平均就业率95%以上。国内主要单位有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

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平安银行、江苏银行、渣打银行、麦德龙公司、沃尔
玛公司等。

爱恩英语

爱恩专业英语

大学英语

高等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线性代数

计算机应用基础

现代物流管理

国际商务入门（澳）

组织行为学（澳）

服务业市场营销（澳）

统计学

商业信息系统（澳）

会计与财务决策（澳）

管理入门（澳）

微观经济学

定量分析法（澳）

战略性管理（澳）

财务管理学

国际贸易

国际市场营销(澳)

商业交易学（澳）

欧洲商务管理(澳)

企业家精神与创新(澳)

商务经济（澳）

市场营销原理(澳）

企业家精神概论（澳）

亚太地区商务管理（澳）

市场管理学（澳）

市场营销策划

电子商务

企业资源计划

国际金融概论

程序设计语言

营销案例

电子商务师课程

爱恩学院
 AIEN Institute

培养目标

市场决定企业生存，营销关乎市场兴衰。

Bachelor of Business

市
场
营
销
专
业

专业核心课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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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晶莹  女
专业：2012级市场营销专业  
毕业中学：上海市进才中学

马雨薇 女
专业：2013级市场营销专业
毕业中学：浙江省嵊州市马寅初
中学

在爱恩学院学习生活的三年时光中，我感受到了大学生活
的精彩，而这些都源于爱恩学院优良的学生组织。在学院领导
的支持下，在各位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爱恩学院的学生组织
举行了一系列学院活动及比赛，其中包含“班班有歌声”合唱
比赛，迎新晚会，项目策划及Presentation大赛，英语歌曲
大赛等活动。作为学生组织的一员，我从这些活动的组织策划
中积累了走上社会不可或缺的经验。这些不仅丰富了我的课余
生活，同时大大加强我们的组织领导能力，为日后发展奠定基
础。与此同时，爱恩的教学模式与国外接轨，课堂中会有大大
小小的团队合作，这为我日后的出国留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总之，学在爱恩，帮助我树立自信，培养我领导能力，成就我
非凡人生。

      爱恩有着特殊的教学形式，在全英文专业课教学的同时，
还有风格多样的小英课。尽管小英的Presentation, interview
这类考核每次都会让我捏一把冷汗，但是每当成功挑战自己
后，我心里就会喜悦万分。爱恩学院的学生，虽然比其他学生
学得更“艰难”，但是只要你能充分利用这里的资源，肯下功
夫学习，你会发现得到的远比期望的多。慢慢地，我从羞涩到
敢言；慢慢地，我可以洋洋洒洒写下几千字的论文；慢慢地，
我发现原来曾经难以驾驭的全英教材，也可以看得轻松自如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如果你一味抱怨，你得到的只有沮
丧；如果你不断挑战，你收获的是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进入爱
恩，是我最初的也是最终的选择。我在这里等你，一起“苦中
作乐”，一起成为自信的爱恩人。

曾经纬

爱恩学院2009届
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

沈文澜

2007届市场营销专
业毕业生
现在申通德高地铁
广告有限公司工作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厦门经纬国际英
语学校校长，此照片是2012年3月在纽约召开的“纪念尼克松总统
访华40年会”上，为希拉里·克林顿做现场翻译。

我是一名来自贫困家庭的福建学生。学院老师给了我终身难忘
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的关怀让我感觉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也坚定
了我掌握英语这个爱恩学院必备的学习工具，完成学业的信心和决
心。四年下来，我的英语水平从入校时最低分一跃成为年级第一
名，并有幸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高级翻译及新东方英语教
师。现在我创办了自己的国际英语学校，希望把爱恩国际化教育带
给我的感悟传递给更多的学生。为了表达对母校的恩情，在母校百
年华诞的时候，我赠送给母校一幅对联：“爱如水十年栽培昭日
月，恩若山百岁耕耘映乾坤”。

在爱恩我获得了非常好的工作能力。在大学
四年的时光里，我担任了校团委实践部部长、院
学生会主席和“Open”英语社团负责人，我也
曾在学校和院级大型活动中做过节目主持人，这
些都使我的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得到了很多的锻
炼，自信心也得到很大提升。毕业后我很顺利地
找到理想的工作，并能够得心应手，全得益于我
在学院期间的积累，得益于学院提供给我的平
台。感恩母校！

王静静

2008届市场营销专
业毕业生
塔斯马尼亚大学硕士
和博士
现在塔斯马尼亚大学
任教

陈天琪

2013届市场营销专
业毕业生
现在塔斯马尼亚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

爱恩学院四年的学习和生活经历，让我受益匪浅。学院国
际前沿的专业知识提升了我的国际化视野，澳方严格的学习及
考试要求培养了我良好的学习习惯、批判性思考及钻研精神，
提高了我的分析能力、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为随后的深造及
教学科研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现在受聘塔斯马尼亚大学
派驻上海，在爱恩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我要把学到的一
切传授给我的学弟学妹们，回报母校的培养。

我来自山东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家里根本没有资金支持我
出国留学。在爱恩学院“孙行佳硕士奖学金”的帮助下，我得
以于2013年7月赴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攻读会计专业硕
士学位，从而实现了我的留学梦想。这是我人生的意外惊喜，
也是我人生的一次飞跃。学院的关怀和四年的培育为我人生的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谢谢你们—我亲爱的老师们，你们辛
苦了！

市场营销专业
Bachelor of Business

在校生

毕业生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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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恩，成就我非凡人生。 环境给我方向和动力。

准备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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