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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昂诺欧孔子商务学院

诺欧商学院 NEOMA BUSINESS SCHOOL

诺欧商学院由鲁昂高等商学院和兰斯管理学院合并而成，在校董事会
主席Yves Bénard和校长Frank Bostyn共同领导下，根据法国《1901
机构法》创立。新学校有两大战略目标：进入欧洲最顶尖的商校行
列；成为企业界的优秀合作伙伴。新学校的三个校区（鲁昂、兰斯、
巴黎）共同提供从学士项目到高级管理硕士及DBA等项目的整套教
学内容。学校教职人员由200多名常任教授构成，在校学生近8000
名，超过4万名毕业生。诺欧商学院因其教育课程、教学方法及技
能领域的优秀业绩而成为欧洲的百年名校，拥有世界顶级的三大认
证：EQUIS，AACSB和AMBA。原鲁昂高等商学院和兰斯管理学院始终名
列法国商校前十位。根据《学生》媒体2013年排名，诺欧商学院“学
术认可度”名列第四；费加罗学生杂志 2013年11月“法国最佳商学
院”排名第八；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9月“全球最佳管理硕士项目”
排名第十九，法国第六。
诺欧商学院在中国设有两个办公室，分别位于上海和北京。办公室除
日常工作外，在职业发展方面,为回国的中国学生和希望到中国工作
生活的外国学生提供相应辅导和帮助。诺欧商学院每年提供100个中
国工作岗位，中国是诺欧商学院除法国之外的第一生源国。商学院拥
有6个中国合作项目及15所中国合作院校。凭借拥有长期且优秀的中
国合作伙伴，诺欧商学院成为唯一列入中国高考招生简章的法国商
校，其学位课程得到中国教育部认可。

资源优势
诺欧商学院拥有强劲的师资力量。除高度学术化、国际化的常任教授
队伍，还聘请诸多企业界主管作为兼职教员。这使得传授的知识国际
化、专业化, 贴近市场需求，得到企业认同。

鲁昂诺欧孔子商务学院

诺欧商学院与法国及国际百余家企业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
供在法企业或跨国企业实习与发展的机会。学校各类设施完备，并会
不定期开展文娱、体育等各项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思想
和管理能力。

地理位置
诺欧商学院总部位于法国西北部上诺曼底大区的首府城市鲁昂，是法
国最富裕和最古朴的城市之一。鲁昂距离巴黎1小时车程，是距离巴
黎最近的区首府城市，被称为巴黎人的后花园。诺欧商学院鲁昂校区
坐落在7公顷的森林公园旁边，在这里学习,既可感受诺曼底生活的安
逸，又便于前往周边国家旅行观光。
诺欧商学院兰斯校区位于距离巴黎约130公里的兰斯，该城市属法国
东北部交通枢纽，也是世界著名的香槟城。香槟区约有21000处葡萄
农家及近100家香槟厂，每年出产约有两亿瓶香槟。兰斯是历任法国
国王加冕的地方，前后一共16位法国国王在此接受加冕。兰斯做为法
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世界文化遗产，兰斯圣母院是兰斯最重要
的景点。
诺欧商学院巴黎校区位于交通便利、繁华的巴黎城市中心。这里不仅
是世界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与旅游中心之一，也是许多跨国企业的总
部所在。在巴黎生活学习，可以享受大都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
便利，也有希望获得更多实习、培训的机会。

2014年3月28日，法国第16所孔子学院 -- 鲁昂诺欧孔子商务学院在鲁昂举行揭牌仪式。法国外交
部长法比尤斯和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共同为孔子学院揭牌。
鲁昂诺欧孔子商务学院是法国第一所商务孔子学院，由法国诺欧商学院和中国南开大学共同承办。
孔子商务学院所在地鲁昂是法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学院的成立旨在为法国企业打开一扇面向中国的
窗口，并以此优化中法经济关系。诺欧孔子商务学院和全球另外6所分布在美国、英国、丹麦、巴
西和希腊的孔子商务学院结为联盟，旨在加强全球孔子商务学院间在跨文化管理研究及教育方面的
合作。
诺欧商学院商务孔子学院不仅对个人开设多个级别的汉语课程，帮助海外友人了解中国文化，更致
力于搭建中法企业之间的桥梁。诺欧孔子商务学院对企业进行跨文化交流与管理培训；根据企业的
策略需求，定制课程，提供相应的培训方案，安排实施；组织中国经济及商务领域研讨会，帮助企
业及政府机构搭建交流网络，为企业在中国发展业务及投资提供咨询服务；通过新成立的《中欧企
业家俱乐部》，推动中法企业间的商务交流。

资源优势
•
•
•
•

作为法国第一所商务孔子学院，得到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部
长日娜维耶芙·菲奥拉索以及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支持
法国鲁昂诺欧孔子商务学院的建立，是鲁昂城市共同体与天津市政府三年来紧密合作关系的延
续
由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命名，是诺欧商学院和南开大学合作的成果，因此同
时享有两所合作大学的师资
拥有一个熟悉中国国情、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配有专门的办公室、教室和会议室，拥有一个文
档及教育资源中心。

鲁昂诺欧孔子商务学院培训项目及咨询服务

鲁昂诺欧孔子商务学院为学员提供一个接触魅力文化、新颖思维方式
以及无限充实自身的特别入口。

学院对外国学生开展的课程和活动包括：

•
•
•
•
•
•
•

汉语课程（多个级别）
汉语水平考试培训
文化工作室：书法、美食、音乐、太极拳……
中国文明与文化讲座
文化及语言实地居住体验
与中国学生深入交流
组织文化活动

学院对中国企业及机构提供的培训和服务包括：
•
•
•
•
•

跨文化交流与管理培训
中欧经济及商务领域研讨会
与法国及欧洲企业以及当地政府部门建立联系
为中国商学院EMBA提供欧洲游学项目
为学生组织“了解欧洲”夏令营

鲁昂诺欧孔子商务学院可为中国企业进入法国市场提供
以下方面商务咨询服务：
•
•
•
•
•
•
•

市场调查
产品定位
竞争力分析
销售及服务商选择
合作企业资信调查
投资环境分析
投资战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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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及近100家香槟厂，每年出产约有两亿瓶香槟。兰斯是历任法国
国王加冕的地方，前后一共16位法国国王在此接受加冕。兰斯做为法
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世界文化遗产，兰斯圣母院是兰斯最重要
的景点。
诺欧商学院巴黎校区位于交通便利、繁华的巴黎城市中心。这里不仅
是世界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与旅游中心之一，也是许多跨国企业的总
部所在。在巴黎生活学习，可以享受大都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
便利，也有希望获得更多实习、培训的机会。

2014年3月28日，法国第16所孔子学院 -- 鲁昂诺欧孔子商务学院在鲁昂举行揭牌仪式。法国外交
部长法比尤斯和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共同为孔子学院揭牌。
鲁昂诺欧孔子商务学院是法国第一所商务孔子学院，由法国诺欧商学院和中国南开大学共同承办。
孔子商务学院所在地鲁昂是法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学院的成立旨在为法国企业打开一扇面向中国的
窗口，并以此优化中法经济关系。诺欧孔子商务学院和全球另外6所分布在美国、英国、丹麦、巴
西和希腊的孔子商务学院结为联盟，旨在加强全球孔子商务学院间在跨文化管理研究及教育方面的
合作。
诺欧商学院商务孔子学院不仅对个人开设多个级别的汉语课程，帮助海外友人了解中国文化，更致
力于搭建中法企业之间的桥梁。诺欧孔子商务学院对企业进行跨文化交流与管理培训；根据企业的
策略需求，定制课程，提供相应的培训方案，安排实施；组织中国经济及商务领域研讨会，帮助企
业及政府机构搭建交流网络，为企业在中国发展业务及投资提供咨询服务；通过新成立的《中欧企
业家俱乐部》，推动中法企业间的商务交流。

资源优势
•
•
•
•

作为法国第一所商务孔子学院，得到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部
长日娜维耶芙·菲奥拉索以及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支持
法国鲁昂诺欧孔子商务学院的建立，是鲁昂城市共同体与天津市政府三年来紧密合作关系的延
续
由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命名，是诺欧商学院和南开大学合作的成果，因此同
时享有两所合作大学的师资
拥有一个熟悉中国国情、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配有专门的办公室、教室和会议室，拥有一个文
档及教育资源中心。

鲁昂诺欧孔子商务学院培训项目及咨询服务

鲁昂诺欧孔子商务学院为学员提供一个接触魅力文化、新颖思维方式
以及无限充实自身的特别入口。

学院对外国学生开展的课程和活动包括：

•
•
•
•
•
•
•

汉语课程（多个级别）
汉语水平考试培训
文化工作室：书法、美食、音乐、太极拳……
中国文明与文化讲座
文化及语言实地居住体验
与中国学生深入交流
组织文化活动

学院对中国企业及机构提供的培训和服务包括：
•
•
•
•
•

跨文化交流与管理培训
中欧经济及商务领域研讨会
与法国及欧洲企业以及当地政府部门建立联系
为中国商学院EMBA提供欧洲游学项目
为学生组织“了解欧洲”夏令营

鲁昂诺欧孔子商务学院可为中国企业进入法国市场提供
以下方面商务咨询服务：
•
•
•
•
•
•
•

市场调查
产品定位
竞争力分析
销售及服务商选择
合作企业资信调查
投资环境分析
投资战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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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NEOMA Confucius Institute for Business - Rouen (NCIBR)
1, rue du Maréchal Juin
76825 MONT-SAINT-AIGNAN Ce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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