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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任务是预测人工智能变革
商业的方式。”

2020年，SKEMA商学院推出了SKY25战略计划（SKEMA 
YEARS 2020-2025），在构成该战略的三大支柱中，立志打造
先锋学校：由于人工智能正撼动经济、商业模式和职业发展，
因此21世纪人才的教育者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且已经、并将继续在经济、
社会和科学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大多数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均
认同，人工智能将通过创新技术和创造性智慧来变革商业模
式以及各行业的细分领域。此外，它还将在本世纪的绝大多
数认知工作上超越人类，用比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更
迅猛的力量，颠覆商业与社会、影响劳动生产率；在它的推动
下，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交付将事半功倍。更重要的是，基于
AI的算法的大规模部署会引发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和道
德问题。

因此，SKEMA商学院在所有教学项目中系统地引入了人工智
能，这是SKEMA SKY25战略计划的主要支柱之一。具体而言，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整合化：这种整合是我们雄心壮志的核心
宗旨，即通过我们的项目组合——基于人工智能的商业，打造
先锋学校。

未来数年中，人工智能活动将在全球各校区支持学校的主
要任务：研究、教学、与行业和组织协作并建立伙伴关系与
牢固纽带。包括我们与UCA（ 法国蔚蓝海岸大学）的历史渊
源和富有成效的关系、最近与蔚蓝海岸大学3IA研究所的合
作、SKEMA商学院加拿大分支机构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的
资源和开发中心及其快速发展、以及作为我校商业人工智
能学院雏形的商业人工智能研究所的正式启动，都有着非
凡意义。

SKEMA商学院人工智能篇章已拉开序幕，这仅仅是个开始。

爱丽丝·居隆女士 
SKEMA商学院全球总校长

法国精英大学校联盟（CGE）之
精英商校联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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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多个维度 

04 背景

通过设计，SKEMA商学院从多个维度探究人工智能。我们的研究范围涉及方方面面：从
技术和计算方法（尤其是大数据分析）、人机交互、机器学习、移动跟踪分析及面部情绪检
测，到金融、运营、供应链、市场营销、经济学、法律事务和道德规范等领域内以商业为导
向的应用程序等。

SKEMA商学院针对人工智能的全球
举措

具体而言，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已在
物联网、智能扬声器、聊天机器人、网
络安全、3D打印、无人机、面部表情分
析、情感分析或自然语言处理等应用
领域中广泛实施，这将对我们在人力
资源管理与开发、客户分析与预测性
营销、市场融资以及金融科技等领域，
考核和培养学生的方法产生深远而系
统的影响。

近年来，我校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活动
显著增多。我们招募了新的教职员工，
在主要核心领域增加了新的研究方
向，使得从增强智能（人工智能的一个
分支，专注模拟人类认知能力以支持
决策过程）向更复杂、更丰富的人工智
能技术世界的过渡（这一新世界致力
于创建无人或更少人运行的系统和应
用程序）成为可能。

为了联合现有人工智能项目并扩大我
们的计划，SKEMA商学院正在创建专
门的研究所。

 

史无前例的创建：SKEMA商业人工智
能研究所

SKEMA商业人工智能研究所旨在创建
一个强大且跨学科的人工智能研究环
境。它将大力发展其核心研究领域，并
鼓励创建专门的实验室，例如：蒙特利
尔的机器学习实验室和索菲亚校区的
模式分析实验室。

为响应国际研究呼吁，SKEMA商业人
工智能研究所鼓励新的跨学科研究建
议。它将推动开设本科和硕士阶段的
人工智能教育的旗舰项目，并在我校
所有的教学项目中至少提供人工智能
入门课程，来支持与SKEMA商学院所
有项目的融合。

通过有针对性的会议、讲习班和研讨
会，人工智能研究所将为管理者在实
践中理解和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及算法
提供支持，并通过新闻稿、媒体报道和
科学文章，就人工智能技术对组织、组
织活动、提高绩效产生的影响，以及个
人、组织和政策制定者如何解决人工
智能引发的道德问题等一系列议题，
提供深刻见解。
 
SKEMA商业人工智能研究所由所长
Davide La Torre教授领导，他负责监
督该研究所的所有活动，并与SKEMA
商学院综合管理及教研师资办公室合
作，提供战略指导并确定其发展方针。
 

Philippe Monin 教授 
SKEMA商学院全球副校长，负责
教研师资

Davide La Torre 教授
SKEMA商业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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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MA人工智能研究所： 
专家指导委员会

来自人工智能界的九位知名专家
现已加入SKEMA 人工智能研究
所的专家指导委员会

 Maria Axente博士，英国普华永道人工智能项
目负责人

 Shai Ben-David教授，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计算
机科学学院人工智能小组负责人，加拿大人工智
能研究协会主席

 Charles Bouveyron教授，法国3IA跨学科人工
智能研究所所长

 Vassilios Kovanis教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ECE Meng项目的大学教授兼主任，弗吉尼亚理
工大学工程学院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主任

 Hatem Masri教授，巴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兼院长

 Tomaso Poggio教授，Eugene McDermott教
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项目总监，麻省理
工学院STCs项目教授

 Gabriella Pravettoni教授，意大利米兰大学肿
瘤学和欧洲肿瘤研究所主任

 Adam Riccoboni博士，英国伦敦Critical 
Future公司首席执行官

 Gabriele Tazzari工程师，意大利人工智能专业
工程师，顾问和技术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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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师资

人工智能专家团队 

SKEMA商学院人工智能团队是
一支由顶级专家和研究人员组
成的独特团队，他们在人工智能
方法、技术及其在不同学科领域
的应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与经验。 

SKEMA商学院的人工智能研
究，依托不同领域的强大跨学科
学者群体。人工智能团队涵盖的
研究主题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人
工智能基础知识（人工智能新算
法和技术的研发）、人工智能应
用程序及商业人工智能解决方
案。SKEMA商学院研究员受到
顶级大学国际学者、人工智能顾
问以及合作企业CEO们的鼎力
支持。

国际研究合作关系网

目前，SKEMA 人工智能研究所与以下大
学进行了多项研究合作：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
 加拿大阿卡迪亚大学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
 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
 意大利比萨大学
 意大利米兰大学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
 意大利都灵大学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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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基础科学团队

目前，在人工智能基础科学方面，研究项目包括：对疾病复发恐惧的建模及高级检测（与米兰
大学合作）、权衡疫情在人群中的传播及对生产和经济的影响（与不来梅大学合作）、农产品批
发市场的数字化（与威尼斯大学合作）、通过组合行为及人工智能建模增强治疗依从性（与欧
洲肿瘤研究所合作）、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开发——包括在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有效传播信
息以及保护和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的技术（与纽卡斯尔大学合作），还有根据疫情在
医疗、能源、工业和教育领域应用人工智能（与卡塔尔大学合作）。

 Jan Broekaert，博士后：量子概率、类似量子认知属性
 Larissa Faria，数据与软件工程师：数据架构，机器学习算法
 Faizal Hafiz，博士后：模式识别、机器学习算法
 Davide La Torre，教授：人工智能基础科学、图像分析、数学建模

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人工智能团队

教研师资

SKEMA商学院人工智能团队是一支由顶级专家和研究人员组成的独特团队，他们在人
工智能方法、技术及人工智能在四个学科领域的应用积累了丰富知识与经验。

 Zakaria Babutsidze，副教授：数据驱动的决策、数字技术
 Rodolphe Desbordes，教授：经济发展、应用计量经济学
 Laurent Ferrara，教授：财务预测、时间序列分析
 René Garcia，教授：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和顾问
 Stuart Huang，教授：应用统计、数据管理
 Wan Ni Lai，副教授：金融领域的机器学习
 Farouh Magnim，博士后：金融市场、金融微观结构、计量经济学、宏观金融
 Benjamin Montmartin，副教授：应用计量经济学、创新与增长
 Bernard Sinclair-Desgagne，教授：风险与不确定性经济学、人工智能与道德伦理

营销和管理人工智能团队

运营、供应链和信息系统人工智能团队

 Francesco Appio，副教授：创新、数字化转型
 Maria Olmedilla Fernandez，助理教授：eWOM社区、文本挖掘
 Zhenzhen Zhao，副教授：人机交互、数字营销

 Xavier Brusset,，教授：优化算法、供应链管理
 Morteza Davari，助理教授：运筹学、组合优化
 Aida Jebali，副教授：数学编程、运算和供应链建模
 Shumail Mazahir，助理教授：供应链管理、制造工程
 Chitu Okoli，教授：商业智能、数据挖掘、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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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特利尔新成立的人工智能研究
与资源中心，SKEMA开始创建一
个基于开源软件的人工智能平台。
在此项目中，SKEMA对于数据共
享坚持了开放的科学原则。该平台
将支持SKEMA的教师、研究人员
和相关从业人员实施开源的人工智
能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该
平台将进行扩展来嵌入SKEMA 人
工智能的研究人员开发的新算法和
解决方案。

10 教研师资

人工智能新平台的
开源方法





项目设置

SKEMA人工智能项目 

SKEMA人工智能研究所的其中一项主要
任务是，促进资源、人才和基础设施的整
合——这是未来SKEMA商业人工智能学
院的支柱。

SKEMA商学院致力于通过两个不同的
战略方向，培养具备深度的人工智能知识
的新一代商科学生：一方面，学校有力整
合了不同专业组合；到目前为止，超过70
％的专业已在其教学中引入人工智能内
容。SKEMA商学院现在及未来的学生，无
论攻读何种项目或专业，都将学习由学校
人工智能教授、商业专家及人工智能全球
参与者（包括Microsoft、IBM、SAS）共同
开设的课程，以此深入理解人工智能解决
方案和应用。

另一方面，SKEMA商学院的人工智能团队
正在设计最前沿的创新型人工智能项目。

Patrice Houdayer 教授 
SKEMA商学院全球副校长, 负责教学项目、国际
化和学生生活



 项目设置 13

SKEMA商学院人工智能项目
组合 

 在全球管理BBA项目中，学校与南京审计大学
合作，于2020年9月在中国启动了新的人工智
能课程；该课程也将于2021年9月在法国索菲
亚校区和美国罗利校区同时启动。

 在精英商校-管理学硕士项目中，巴黎校区、
索菲亚校区和里尔校区在SKEMA人工智能
研究所所长Davide La Torre教授的领导下，
相继推出了全新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Managers方向。

 在国际硕士项目层面，SKEMA商学院目前在
全球提供四个教学专业：

 与法国高等计算机、电子及自动化学校
（ESIEA）合作，在巴黎校区开设人工智能与商

业转型国际硕士专业。
 在索菲亚校区开设数字商务、数据分析与管理

国际硕士专业。
 在索菲亚校区开设数字营销国际硕士专业。
 与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合作，在中国苏州

和上海开设创业与创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方
向）国际硕士专业。

 在专业硕士项目层面，SKEMA商学院将于
2021年秋季，开设人工智能项目管理这一全
新专业。

自2021年9月，学校将在新的全球EMBA项目中
添加多个人工智能模块；此外，巴西贝洛校区
和美国罗利校区正面向高级管理人才，推出人
工智能相关的认证及纳米学位。SKEMA商学院
这些多样化的项目可确保学生接受人工智能教
育，并理解人工智能对商业创新和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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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尔研究与资源中
心

蒙特利尔，SKEMA全球第八大分支
机构

2019年，当SKEMA商学院开始将人

工智能作为其新战略规划(SKY25 

-SKEMA2020-2025)的核心时，学院便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成立了研究与资源

中心。凭借在五大洲的七大校区的强大

国际影响力，SKEMA商学院做出了一个

不二的选择:蒙特利尔。

罗利校区
美国三角研究园中心

SKEMA罗利校区坐落于北卡罗来纳州立

大学百年校园的中心。罗利校区毗邻美

国首个也是最大的科技园—三角研究园，

诸多创新公司和研究实验室汇聚于此。同

时，学生们有机会可使用这所美国最宏伟

的大学之一的基础设施。除了繁荣的经

济外，当地还设有16所高校，学生生活丰

富多彩……

贝洛·奥里藏特校区
巴西硅谷

贝洛·奥里藏特是巴西的商业中心，也

是巴西首个现代化规划的城市，距里

约热内卢仅360公里，距圣保罗500公

里。SKEMA校区坐落于拉丁美洲最佳商

学院—皇家FDC商学院内。这座城市被

美国《经济》杂志评为拉丁美洲10大最

具活力的商业城市之一，其服务业占经

济总量的80%。贝洛·奥里藏特享有“巴

西硅谷”的美誉，拥有200多家初创企业

和10个孵化器。

索菲亚·安提波利斯校区
“欧洲硅谷”核心区域

索菲亚·安提波利斯有“欧洲硅谷”之称，

是21世纪企业真正的实验室，也是一个

拥有非凡技能和专业知识的社区。它也

是法国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这里诸多

的大型工程师院校、高校和研究机构，构

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知识社区，滋养了

5000名学生的智慧和活力。坐落于此的

1500家企业更为学校师生提供了一展身

手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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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全球校区的人工智能 
SKEMA商学院立足全球，得益于学

校遍布5大洲和7大校区的部署设施，
其人工智能发展也立足全球。

斯泰伦博斯—开普敦校区
最新开设的国际校区

全新SKEMA南非校区位于南非开普敦的

标志性学府—斯泰伦博斯大学校园内，学

生可以享受斯泰伦博斯大学的众多设施：

藏书丰富的文献图书馆、音乐学校、音乐

厅、体育馆、奥林匹克游泳池和运动场地。

苏州校区
创新生态系统，中国的窗口

SKEMA中国校区是SKEMA与苏州独墅湖

科教创新区合作的结晶。 苏州因其众多

的水系而被誉为“东方威尼斯”，并因其优

雅的环境和传统园林的纯粹之美而闻名

于世。苏州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中心

之一。如今，它拥有超千万人口，苏州工业

园区和苏州高新区两大技术园区正在蓬

勃发展，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18家已在

苏州设立分部。独墅湖科教创新区是苏州

工业园区转型发展的核心项目，致力于构

建高水平的产学研合作体系。这里是中国

首个“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坐拥31所

中外知名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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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校区的人工智能
我们在全球校区中已经开展了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活动：

法国索菲亚校区

SKEMA商学院是蔚蓝海岸大学3IA研究
所的创始成员之一。 

2019年4月，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
正式认可了跨学科人工智能研究所——即
由蔚蓝海岸大学（UCA）创建的3IA研究所，
这是法国四大跨学科人工智能研究所3IA
机构的其中之一。

SKEMA商学院与蔚蓝海岸大学的其他
主要合作伙伴共同创立了3IA研究所。这
些合作伙伴分别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

（CNRS）、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
所（Inria）、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Inserm）、欧洲电信学院（EURECOM）
和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院（MINES 
ParisTech）。蔚蓝海岸大学统计学教授
兼蔚蓝海岸大学3IA研究所的人工智能
主席和科技总监Charles Bouveyron，是
SKEMA 商学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指导委员
会成员。

凭借SKEMA全球创业中心（SKEMA 
Ventures）深厚的专业知识，SKEMA商学
院将深入蔚蓝海岸大学3IA研究所的教育
与培训工作的方方面面，并帮助创建初创
企业。而SKEMA 商学院人工智能研究所
将致力于3IA项目的科研工作。新的蔚蓝
海岸大学3IA研究所将围绕4个主要科学
主题，重点关注健康与国土开发应用：

 基础人工智能：统计、机器学习与深度
学习
 计算机医学的人工智能
 计算机生物学和仿生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和智能安全领域

蔚蓝海岸大学3IA研究所就位于索菲亚技
术校园，这是欧洲先进的科技园区索菲
亚·安提波利斯的核心地带。我校的索菲
亚校区也坐落于此。

与此同时，SKEMA商学院还是建模、仿真
交互中心（MSI）及数字人文实验室的成
员：该机构是一个支持数字人文学科的数
据科研中心。

建模与仿真交互中心（MSI）于2016年成
立，位于索菲亚·安提波利斯科技园，是
蔚蓝海岸大学UCAJED项目法国卓越计划

（IDEX）的一部分，旨在提供跨学科研究

交流架构，发展学术研究与法国南部本地
产业之间的联系。为了确保人们对跨学科
的重视（跨学科是UCAJEDI项目卓越计划
中所有行动关注的重点），建模与仿真交
互中心创建了一个主题专业中心：数字人
文科学实验室（DHLab）。

SKEMA商学院战略与创新教授Francesco 
Castellaneta和SKEMA商学院战略与创
新教授兼知识技术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Ludovic Dibiaggio是DHLal战略委员会
的成员。

法国里尔校区

SKEMA商学院法学教授兼SKEMA全
球创业中心法律顾问Diane de Saint-
Affrique，参与了由创业网络服务平
台Entreprise et Cité与法国雇主协会
MEDEF在 La Cité de l’AI框架内合作创建
的 “伦理与人工智能”智囊团，以便在上法
兰西大区围绕人工智能战略课题展开协
同合作。他们将于2021年4月向该地区领
导人及官员提交一份白皮书。

巴西贝洛校区

我们在巴西贝洛校园举办了第一届法律
与人工智能国际会议。

第一届法律与人工智能国际会议于2020
年7月2日至3日在巴西贝洛盛大召开。

对于那些想在法律领域深入研究数字化
转型的人而言，本次大会意义非凡。在这
两天中，与会者就法律界、人工智能、劳动
力市场和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
入探讨。

业内众多著名专家出席了会议，包括葡
萄牙贝雅科技大学教授兼数据保护官
Manuel David Masseno、根廷萨尔瓦多大
学与意大利比萨大学的Antonio Marino、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法院法官Wilson 
Benevides、国家司法委员会主席助理法
官Bráulio Gabriel Gusmão以及伯克利
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Bruno Meyerhof 
Salam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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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蒙特利尔研究与资源
中心
SKEMA 商学院加拿大分支机构于2019年
在蒙特利尔成立。当时，学校将人工智能
确定为SKY25战略新计划的核心，并以此
展开战略转型。显而易见，SKEMA商学院，
这所在全球5大洲设立了7个校区并具有
强大影响力的国际化学校，已经选择了蒙
特利尔。

蒙特利尔在数年内就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
的标杆。它整合了全球最大的学术社区之
一，赢得了大型技术企业及其研究中心的
青睐，从而推动着重大数据科学创新的不
断涌现。作为加拿大人工智能战略当仁不
让的引领者，蒙特利尔获得了超过5亿加
元的拨款，它将通过促进科研与商业世界
的联系来推动生态系统的发展。自2016年
以来，初创企业和高增长型公司的兴起，也
吸引了私人金融合作伙伴，他们在一系列
风投项目上的投资额已超过14亿美元。这
些应用遍及各个领域：商业、金融、健康、环
境、交通运输、文化和教育。

在SKEMA商学院全球本地化网络中，加拿
大分支机构是SKEMA商学院全球所有校区
的资源和开发中心，它旨在创建一个开源、
开放的科学平台。

最近，加拿大数学科学研究中心（MITACS）
与蒙特利尔大学经济学系合作，在René 
Garcia教授的指导下，对投资组合、交易成
本和机器学习领域博士Magnim Farouh发
起的研究项目提供支持。加拿大数学科学
研究中心是一家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在
加拿大设计和提供研究与培训计划已达20
年之久，它与70所大学、6000家公司和联
邦及省级政府合作，致力于促进可支持加
拿大工业和社会创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罗利校区

SKEMA商学院在美国第一批高科技企业集
团的大本营罗利建立了校区，这绝非偶然。
除了美国最大科技园（三角研究园）提供的
宝贵经济机遇外，北卡罗来纳州还坐拥众
多高校，可为学生提供高品质生活。

在此，校园团队定期举办与人工智能息息
相关的活动。就在最近，SKEMA商学院和美

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埃默里大学伦理学中
心、佐治亚理工学院伦理和技术与人类互
动中心、以及法国驻亚特兰大总领事馆合
作，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题为： “人工智
能的道德管理：美国与法国就隐私、信任和
人类健康检测的对话”。SKEMA商学院罗利
校区教授Melanie Graham主持了其中一
场有关人工智能伦理道德问题的辩论。

人工智能蕴藏着无穷力量，它可能危及人
类存在的意义，影响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并
可能重塑人类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关系。

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问题复杂尖刻，且发
展迅速。因此，确定和实施针对这一问题的
有效解决方案困难重重。

目前，人们正在验证由法国、欧盟和美国就
解决这些道德问题而采取的方法。在2020
年，各国政府仍在考虑各种可行方案，旨在
最大程度地发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潜能的
同时，化解潜在道德问题。

罗利校区团队与IBM建立了紧密合作纽带。
他们已经获得了IBM授予的人工智能从业
者和数据科学从业者认证，并将WATSON
解决方案引入教学流程，也与Pyron、美国
爱齐公司（Align Technology）、InfiniaML、
红帽公司（RedHat）、SAS和NetApp构建了
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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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

人工智能连接万物 
SKEMA是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工智能正在遍布SKEMA的各大校区，且远
不止于此。
以下是学校人工智能团队和其专业学生最近参与的一些活动和项目的摘要：

SKEMA CONSEIL，学生组建的青年企业家协会，欧洲人
工智能研究所的合作伙伴：

SKEMA的青年企业家协会SKEMA Conseil与位于索菲亚·安
提波利斯的人工智能之家--欧洲人工智能研究所（EuropIA 
Institute）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

10月15日，在签署合作伙伴协议之际，欧洲人工智能研究所
的代表团在其主席Marco Landi（前Apple World and Texas 
Instrument EMEA & APAC主席, SMART Deal 06 专家委员
会主席,创新科技及人工智能专家）的带领下，受到了Brahim 
Belasri-Nogueira（SKEMA Conseil协会主席）及其索菲亚·安
提波利斯团队，Corinne Bonnin（SKEMA索菲亚·安提波利斯
校区学生协会负责人），Philippe Chéreau（SKEMA Ventures
全球创业中心总监），Davide La Torre（SKEMA人工智能研究
所所长）的欢迎。 

SKEMA，法国蔚蓝海岸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参与者

法国蔚蓝海岸大区坚定地发展人工智能学科及相关产业，并
获批在索菲亚·安提波利斯开设法国4大3IA（跨学科人工智
能研究所）之一。 2020年9月14日， 包括SKEMA在内的机构、
学术和产业界人士索菲亚·安提波利斯人工智能之家，参加
了欧洲人工智能研究所的网络会议。

SKEMA KTO（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Organisation）
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Ludovic Dibiaggio以专家和研究员的
身份，发表了题为“什么是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主题演讲。

SKEMA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是人工智能科技、经济及社
会影响力研究所Otesia（OBSERVATOIRE SUR LES 
IMPACTS TECHNOLOGIQUES, ECONOMIQUES ET 
SOCIAUX DEL’IA）成员

该研究所的作用是组织与促进关于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
社会最广泛领域中的影响，以便提供用于专业领域的最新报
告和建议，旨在更好的服务大众。这项工作由来自社会与经
济各界人士、地方当局和民间团体，联合蔚蓝海岸大学研究
人员一起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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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MA商学院
   里尔   巴黎   索菲亚·安提波利斯   罗利   贝洛·奥里藏特   苏州   斯泰伦博斯-开普敦   

加拿大蒙特利尔
全球增强智能实验室

美国罗利校区

巴西贝洛·奥里藏特校区 南非斯泰伦博斯-开普敦校区  

法国索菲亚·安提波利斯
校区

法国里尔校区

法国大巴黎校区

中国苏州校区

SKEMA全球校区

法国里尔校区
Avenue Willy Brandt 
59777 Euralille, France

法国大巴黎校区
5, quai Marcel Dassault CS 90067
92156 CEDEX Suresnes, France

法国索菲亚校区
60 rue Dostoïevski CS 30085 
06902 Sophia Antipolis Cédex, France

美国罗利校区
920 Main Campus Drive 
Venture II, Suite 101 Raleigh 
NC 27606 - USA

巴西贝洛校区
R. Bernardo Guimarães, 3071
Santo Agostinho, Belo Horizonte
MG, 30140-083, Brazil

南非斯泰伦博斯—开普敦校区
Ryneveld Street, 
Stellenbosch 7 600, South Africa 

中国苏州校区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 
邮编215123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
仁爱路99号A4-A5栋

加拿大蒙特利尔实验室
SKEMA École de gestion Canada Inc. 
4200 Boulevard Saint-Laurent, 
Porte 685, Montréal, H2W 2R2 (QC), 
Cana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