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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

清华经管学院现任院长

2006 - 至今

朱镕基

清华经管学院首任院长

1984 -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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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概览

清华概览

14,015人

教职工人数

3,414 人

教师

45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

33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12,320人

博士生＊

2,720人

国际学生＊

596人

港澳台侨学生＊

15,570人

本科生＊

47,201人

在学学生人数＊

19,311人

硕士生＊

* 表示包含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的相关内容

1.  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

2. 数据来源：清华大学官方网站。 

450 公顷(6756 亩)
校园面积（不含附属医院面积）

503 万册／件

图书馆馆藏总量（含分馆和院系资料室）

65个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14个

本科第二学位专业

78个

本科专业＊

学院 系

1911年

创立时间

20个 5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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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概览

组织结构

教学研究服务机构

•  校图书馆经管分馆

•  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

•  在线教育办公室

研究中心

•  中国-拉丁美洲管理研究中心  

•  中国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  中国企业全球化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产业创新与金融研究院 

•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 

•  清华大学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 

•  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 

•  中国企业发展与并购重组研究中心 

•  不良资产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 

•   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联合 

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 

•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

•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  中国企业研究中心

•  中国创业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  中国零售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财政与税收研究所

•  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  领导力研究中心

•  医疗管理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

•  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中国企业成长与经济安全 

研究中心 

•  国际经济研究中心  

系

•  会计系

•  经济系

•  金融系

•  创新创业与战略系

•  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

•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  市场营销系

教学机构

•  教学办公室

•  硕士项目办公室	

•  MBA教育中心

•  EMBA教育中心	

•  高管教育中心

•  清华x-空间（清华x-lab）

•  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

党委组织机构

•  党委办公室

•  学生工作组

•  研究生工作组

管理与服务机构

行政组织机构

•  院长办公室

•  教师人事办公室

•  科研事务办公室

•  职员人事办公室

•  财务办公室

•  信息办公室

•  行政办公室

•  职业发展中心

•  校友发展中心

•  合作发展办公室

•  国际事务办公室

•  沟通与推广办公室

•  基础设施建设办公室



1926 年 

•  经济学系建立，朱彬元担任系主任

1928 年 

•  陈岱孙担任经济学系系主任

1952 年 

•  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经济学系并入

其他高校

源流

1979 年 

•  经济管理工程系建立，董新保、傅家骥

分别担任正、副系主任

•  开始举办管理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项目 

1980 年 

•  开始举办本科项目

1981 年 

•  开始举办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生班

前身

04 经管概览

历程

1984 年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朱镕基   
担任首任院长

1986 年 

•  获得“系统工程”和“技术经济”博士授予权

•  经管老楼落成并投入使用

1991 年 

•  开始举办MBA学位教育

1994 年
•  举行学院建院10周年庆祝大会，朱镕基

院长发表讲话，并指出“你们每个人都搞
好一个企业，中国经济就有希望了”

1997 年 

•  学院迁往由利国伟夫妇捐资建成的伟伦楼

•  开始举办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
学院合作的国际MBA项目

1998 年 

•  获得“数量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博士
授予权

2000 年 

•  顾问委员会成立，朱镕基院长担任名誉
主席

•  获得“工商管理”博士授予权

2001 年 

•  赵纯均担任第二任院长

•  “管理科学与工程”、“技术经济及管理”、

“数量经济学”三个学科被评为国家重
点学科

•  开办与哈佛商学院合作的清华-哈佛高
层经理研修项目

2002 年 

•  开始举办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项目

•  由伍舜德先生捐资的舜德楼落成并投
入使用

•  开创特聘教授制度

2003 年 

•  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4 年 

•  举行建院20周年庆典活动

•  企业管理系分为人力资源系、市场营销
系和企业战略与政策系

2005 年 

•   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兼任第三任院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7 - 2018

学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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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  钱颖一担任第四任院长

•  获得“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博士学位授予权

•  开始举办经济学本科第二学位项目

 

2007 年 

•  通过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的
认证

•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   

“数量经济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  开始举办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合作的清华-INSEAD 

   EMBA双学位项目

2008 年 

•  通过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EQUIS）
的认证

2009 年 

•  实施新版本科培养方案

•  实施新版清华MBA培养方案

2010 年 

•  启动MBA招生改革 

•  开始举办会计专业硕士项目

•  启动硕士教育改革，推出中国首个管理
硕士项目（MiM）

2011 年 

•  《清华管理评论》创刊

•  百年校庆之际朱镕基院长回学院

•  开始举办管理硕士项目（MiM）和金融  
专业硕士项目

•  博士项目开始按照学系招生和培养

2012 年 

•  开始执行教师准聘长聘制度

•  推出以清华EMBA全新课程体系为核心的

“清华EMBA创新发展2012计划”

2013 年 

•  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建立

•  清华x-空间（清华x-lab）创建

•  恢复举办管理学本科第二学位项目

•  开始举办MBA+X双学位项目

•  开始举办清华经管企业家学者项目

2014 年 

•  试点本科招生改革

•  《经济学报》创刊

•  举办建院30周年师生校友重聚共叙活动

•  学院校友会成立

•  开始举办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合作的清华-MIT全球MBA项目

•  本科教育改革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  

•  MBA教育改革获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学会研究生教育成果奖一等奖  

 

2015 年
•  开始举办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商务  

分析硕士双学位项目

•  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创建

•  清华-INSEAD EMBA双学位项目在英
国《金融时报》EMBA排名中位列全球
第一

2016 年
•  清华经济学系建系90周年

•  举办纪念陈岱孙先生诞辰115周年展览

•  举办优秀共产党员赵家和老师事迹展览

•  开设《朱镕基经济管理理论与实践》课程

•  举办首期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经营管理培
训班

2017 年
•  与Facebook合作开设学分课程《创新

与创业：硅谷洞察》

•  再次通过国际商学院联合会
（AACSB）认证维护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 
“会计与金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四个学科被列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顾问委员会
2000年10月，在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的亲自推动下，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

德尼·杜威
Denis Duverne

安盛集团非执行董事长

威廉·福特
William E. Ford
美国泛大西洋投资集团首席执行官

冯国经	
Victor K. Fung
冯氏集团主席
利丰有限公司荣誉主席

克里斯多夫·高尔文 
Christopher B. Galvin
哈里森街资本公司主席、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摩托罗拉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吉尔菲·盖瑞特
Geoffrey Garrett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
管理和私营企业Reliance讲席教授、政治学教授

卡洛斯·戈恩
Carlos Ghosn
雷诺-日产-三菱汽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郭台铭	
Terry Gou
富士康科技集团创办人兼总裁

诸葛睿
Mario Greco
苏黎世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

莫里斯·格林伯格 
Maurice R. Greenberg
美国史带金融财团董事长
AIG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顾秉林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清华大学原校长

郭树清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山东省原省长

何晶	
HO Ching
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长

出井伸之	
Nobuyuki Idei
Quantum	Leaps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索尼集团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名誉主席

朱镕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1984-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98-2003）

 名誉委员

约翰·布朗勋爵 
Lord Browne of Madingley
L1	Energy（英国）公司执行主席
华为技术（英国）有限公司主席
英国BP集团原首席执行官

亨利·保尔森 
Henry M. Paulson, Jr.
保尔森基金会主席
美国财政部原部长
高盛集团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斯阁	
H. Lee Scott, Jr.
BDT	Capital商业顾问委员会主席
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王岐山	

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

 主席

吉姆·布雷耶
Jim Breyer
布雷耶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副主席

邱勇
清华大学校长

 委员

玛丽·博拉
Mary T. Barra 
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鲍达民		
Dominic Barton
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

劳埃德·布莱克费恩 
Lloyd C. Blankfein
高盛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薄睿拓
Carlos Brito
百威英博全球首席执行官

常振明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吉宁
北京市代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原部长
清华大学原校长

陈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副主席
国家开发银行原董事长

蒂姆·库克
Tim Cook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

迈克尔·考伯特
Michael L. Corbat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

迈克尔·戴尔
Michael Dell
戴尔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杰米·戴蒙 
Jamie Dimon
摩根大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戴德立	
Robert Dudley
英国BP集团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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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文·雅各布 
Irwin Mark Jacobs
高通公司创始人兼荣退首席执行官

穆泰康	
Muhtar Kent
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

亨利·克拉维斯 
Henry R. Kravis
KKR投资集团联席董事长兼联席首席执行官

科鲁格
Harald Krüger
宝马集团董事长

乔纳森·莱文
Jonathan D. Levin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菲利普·奈特讲席教授

理查德·莱文 
Richard C. Levin
Coursera原首席执行官
耶鲁大学原校长

李泽楷 
Richard Li
盈科拓展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李彦宏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荣融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

柳传志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联想集团（Lenovo）创始人

刘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刘明康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

刘士余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

楼继伟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原部长

安东尼克·卢克希奇 
Andrónico Luksic
智利卢克希奇集团董事长

马云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凯
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马化腾
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埃里克·马斯金
Eric S. Maskin
哈佛大学亚当斯大学讲席教授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董明伦
Doug McMillon 
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迈克尔·迈克纳马拉
Mike McNamara
伟创力集团首席执行官

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
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

萨提亚·纳德拉
Satya Nadella
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

尼廷·诺里亚 
Nitin Nohria
哈佛商学院院长

卢英德	
Indra K. Nooyi
百事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布莱恩·罗伯兹
Brian L. Roberts
康卡斯特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罗睿兰
Ginni Rometty
IBM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大卫·鲁宾斯坦
David M. Rubenstein
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联席首席执行官

大卫·施密特雷恩
David C. Schmittlein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苏世民
Stephen A. Schwarzman
黑石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共同创办人

李思拓
Risto K. Siilasmaa
诺基亚公司董事长
芬安全公司董事长和创始人

孙正义
Masayoshi Son
软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兼总裁

迈克尔·斯宾塞
A. Michael Spence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拉坦·塔塔
Ratan N. Tata
塔塔有限公司、塔塔工业公司、塔塔汽车公
司、塔塔钢铁公司和塔塔化工公司名誉董事长

约翰·桑顿
John L. Thornton
巴理克黄金公司董事长	
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

范伯登
Ben van Beurden
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雅各布·瓦伦博格
Jacob Wallenberg
银瑞达集团主席
ABB、爱立信和北欧航空副主席

王大中
清华大学原校长

杨敏德	
Marjorie Yang
溢达集团董事长

赵纯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

周小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副主席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Facebook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2017 - 2018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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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教师

本学年学院共有161位全职教师，30位访问教师。全职教师中，157位拥有博士学位，3位

为国家“千人计划”教授，9位获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8位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除此之外，学院还聘请名誉教授和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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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系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审计理论

与实务、税务与纳税筹划

1985  中国人民大学学士

1989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1997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陈关亭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会计与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审计、企业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财务报表分析

1992  中南财经大学学士

199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

2004  清华大学博士

陈武朝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会计与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国际税务、

税务与企业战略、企业价值评估

1983  武汉化工学院学士

1989  中国科技大学硕士

1996  美国杜兰大学博士

陈晓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管理控制与业绩评价、资本管理与公司金

融、财务治理与财务伦理、集团公司与财

务公司、国有资产与国有企业

1984  八一农垦大学学士

1997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杜胜利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审计理论与实务、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财

务会计理论与实务、跨国公司与国际会计

1982  天津财经学院学士

1987  天津财经学院硕士

1992  天津财经学院博士

郝振平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私募股权投资、创业金融和创业企业成长、

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

2002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士

2004  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

2007  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

贾宁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财务会计、企业上市、审计质量、公司内控

2001  北京理工大学学士

2007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博士

李丹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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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

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财务报表分析和

证券估值、盈余操纵、证券市场违规监管

1998  清华大学学士

2004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

罗玫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管理层动机、信息披露、财务报告和经营

战略

1997  北京大学学士

2007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

罗婷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财务信息与资本市场、财务信息与管理

控制、财务舞弊调查、风险投资

1992  四川大学学士

1995  四川大学硕士

1998  北京大学博士

钱苹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治理、财务会计、审计质量

1998  南开大学学士

2003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王琨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财务报告与公司治理、会计准则、比较

会计

1984  江西财经学院学士

1990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

1994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

夏冬林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治理、财务管理、财务报表分析和

财务会计

1994  清华大学双学士

1997  清华大学硕士

2004  清华大学博士

肖星 
教授、系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

会计学及其与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交

叉研究、会计准则、公司治理与经理人激

励、注册会计师行业管制

1993  厦门大学学士

1998  厦门大学博士

谢德仁 
教授

薛健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财务会计、金融市场信息利用、股票分析

师行为、公司治理

1998  清华大学学士

2000  清华大学硕士

2006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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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

管理会计、行为会计、战略与管控机制设

计、会计教育

1982  河北大学学士

1993  厦门大学博士

于增彪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管理会计、审计

1994  清华大学学士

1997  清华大学硕士

2005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张海燕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会计学、公共政策、研究政策 

1988  东南大学学士

1991  东南大学硕士

2002  清华大学博士

周立 
研究员

经济系

主要研究领域:

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共经

济学、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国经济

198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士

1988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

1993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白重恩 
弗里曼讲席教授、常务副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

能源与环境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 

1998  北京大学双学士

2001  北京大学硕士

2007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曹静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治理、高管薪酬、公司信息披露、盈余管理、家族企业

程强
杰出访问教授
新加坡管理大学Lee Kong Chian会计学讲席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金融市场信息利用、企业财务管理、企业监督和刺激机制、基金行

为、金融分析师行为

陈旗
杰出访问教授、联执系主任
美国杜克大学Martin L. Black, Jr讲席教授

访问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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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新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宏观／金融、国际贸易、应用计量经

济学、宏观经济学

2001  南京大学学士

2004  北京大学硕士

2010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计量经济学理论、应用计量经济学

2005  武汉大学双学士

2007  武汉大学硕士

2012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

洪圣杰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货币经济学、应用宏观经济学、货币与财

政政策的协调搭配、宏观经济学中的情势

转换

2002  南开大学学士

2004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2010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博士

李冰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博弈论、机

制设计

2006  中国人民大学学士

2010  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

2012  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

刘潇 
副教授

刘庆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1996  新疆财经大学学士

1999  浙江大学硕士

2002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2008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产业组织理论、电子商务

1987  南开大学学士

1990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

1999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博士

李明志 
副教授

1982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士

1991  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

1996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刘玲玲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中国公共财政、税法和税制、宏观经济、

农村经济与财政政策、转型经济与现代化

理论、经济博弈论与财政体制的设计

高明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微观经济理论、产业组织、行为经济学

2001  清华大学学士

2003  清华大学硕士

2010  英国伦敦商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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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琳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和

发展

2002 武汉大学学士

2005 武汉大学硕士

2010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贸易、应用微观、经济测量

2002  复旦大学学士

2004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硕士

2009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马弘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应用计量、产业组织、劳动

经济学

2000  北京大学学士

2003  美国马里兰大学硕士

2005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

欧阳敏 
副教授

潘文卿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投入产出分析、数量经济学、区域经

济学、国际经济学

1987  西北师范大学学士

1993  兰州大学硕士

1999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齐良书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健康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1993  南开大学学士

1996  北京大学硕士

1999  北京大学博士

陆毅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贸易、中国经济

1999 复旦大学学士

2003 复旦大学硕士

2007 香港大学博士

钱颖一 
教授、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

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

中国经济

1982  清华大学学士

1982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1984  美国耶鲁大学硕士

1990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罗文澜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计算方法

2011 清华大学双学士

2017 美国乔治城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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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

发展与转型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应用微

观、中国经济

2000  北京大学学士

2003  北京大学硕士

2009  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

施新政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产业组织、微观经济理论、互联网经济

2005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士

2006  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硕士

2011  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博士

Alexander C. White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1998  北京大学学士

2007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博士

乔雪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研究、证券投资理论

1986  中国人民大学学士

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

1998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杨思群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国际宏观、应用时间序列

2002  复旦大学学士

2009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徐嫄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中国政府统计理论研究

1982 辽宁大学学士

1986 上海财经大学硕士

1998 北京大学博士

许宪春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

1982  西北大学学士

1985  西北大学硕士

1989  中国科学院博士

武康平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公共经济学、应用微观、教育经济学

1998  西安交通大学学士

2001  北京大学硕士

2006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

吴斌珍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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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林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部分识别计量模型的估计与推断、计量经

济学模型的半参数／非参数估计和推断、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

2004  中国科技大学学士

2006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硕士

2012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博士

陈岩

主要研究领域:

实验经济学、机制设计、信息经济学     

杰出访问教授
美国密歇根大学Daniel Kahneman Collegiate信息
学讲席教授

访问教师

钟笑寒 
副教授、系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

机制设计、应用微观经济学、中国经济

1994  清华大学学士

1999  清华大学硕士、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国际金融、计算经济学

2006  复旦大学学士

2006  英国伯明翰大学学士

2011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

姚雯 
助理教授

郑捷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微观经济理论、产业组织、数理经济

学、金融经济学、实验经济学

2003  清华大学学士

2005  清华大学硕士

2007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硕士

2011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

宋峥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政治经济学

杰出访问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李宏彬

主要研究领域:

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中国经济

杰出访问教授
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文一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

杰出访问教授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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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

资本结构、公司治理、金融市场

2002  复旦大学学士

2010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陈云玲 
助理教授

陈涛涛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新兴市场国家

对外投资、国际化与企业战略、国际经济

与管理、公司财务、企业估价与无形资产

评估

1988  清华大学学士

1991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

2003  清华大学博士

陈秉正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风险管理与保险、企业风险管理、企业

年金、保险证券化

1982  中国科技大学学士

1985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1995  清华大学博士

金融系

刘天宏经济学杰出访问讲席教授组 

Chang Tai Hsieh        
美国芝加哥大学Phyllis and Irwin Winkelried经济
学讲席教授

Torsten Erik Persson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

Gerard Roland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E. Morris Cox经济学讲席教授、
政治学教授 

Kjetil Storesletten    
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

Aleh Tsyvinski           
美国耶鲁大学Arthur M Okun经济学讲席教授 

Fabrizio Zilibotti        
美国耶鲁大学Tuntex国际经济学                                    
和发展经济学讲席教授

AXA国际金融访问教授组 

白艳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副教授

施康 
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

徐隽翊           
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 

岳占崴   
美国埃默里大学副教授

查涛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

杰出访问教授
美国埃默里大学Samuel Candler Dobbs经济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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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磊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实证资产定价、股票市场微观结构

2003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士

2005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

2006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硕士

2011  美国埃默里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金融、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基金、

创业金融以及契约理论

2008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双学士

2011  美国哈佛大学硕士

2013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Hoan Soo Lee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金融、法和金融、政治经济学

199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士

1999  英国艾塞克斯大学硕士

2003  英国牛津大学博士

黄张凯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金融机构、货币经济学、宏观金融

1997  清华大学学士

2002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

2004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

何平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资产定价、风险管理、金融计量学

1999  清华大学学士

2006  清华大学博士

高峰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金融和保险领域的模式创新、量化模型、

资产定价、风险管理和政府监管

2004  北京大学学士

2006  北京大学硕士

2010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硕士

2011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博士

邓颖璐 
助理教授

1985  清华大学学士

1992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李稻葵 
弗里曼讲席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

经济史

郦金梁 
副教授

1997  清华大学学士

2001  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金融市场、企业金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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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琴 
副教授

1986  大连外国语学院学士

1989  清华大学硕士

2014  电子科技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金融服务营销、公司战略沟通、谈判

1995  沈阳工业大学学士

2000  美国东伊利诺伊大学硕士

2007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博士

王浩 
副教授、系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

信用风险、固定收益、公司金融

2006  南开大学学士

2008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双硕士

2013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

沈涛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投资、信用风险、企业并购

1982  美国耶鲁大学学士

1982  美国耶鲁大学硕士

1987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Michael R. Powers
苏黎世保险集团讲席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政府监管和公共政策、博弈中的风险与保

险、企业风险管理中的数学模型、风险转

移的税收待遇

1997  北京大学学士

1999  清华大学硕士

2010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

李旻文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金融、公司治理、董事会组成、

CEO聘任与薪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1999  清华大学学士

2001  清华大学硕士

2007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

刘淳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金融计量、金融市场、风险管理

2000  中央财经大学学士

2003  美国纽约大学硕士

2009  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

陆瑶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金融、公司治理、金融与法、资本市

场发展与国际化

2000  北京大学学士

2004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硕士

2007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

庞家任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金融、公司治理、并购重组、资本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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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珺 
副教授

1995  北方交通大学学士

1998  北京大学硕士

2008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保险经济学、风险管理、公司财务

王茵田 
副教授

1998  西安交通大学学士

2000  加拿大女皇大学硕士

2006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衍生产品、数量经济建模、风险管理

1988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士

1995  清华大学硕士

2001  清华大学博士

杨之曙 
教授、系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

金融市场微观结构、行为金融、公司财务、

银行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计量学

1988  南开大学学士

1991  南开大学硕士

1999  中国科学院博士

张丽宏 
教授、系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

资产定价理论、投资管理、随机过程、风

险理论与风险管理

1994  清华大学学士

1997  清华大学硕士

2006  清华大学博士

赵冬青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金融

1984  清华大学学士

1987  清华大学硕士

2000  清华大学博士

张陶伟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金融工程（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开发、金融

风险管理）、投资银行（私募股权投资、

并购）、国际金融、人民币汇率研究、公

司治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

1987  清华大学学士

1989  清华大学硕士

2002  清华大学博士

朱武祥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金融、产业金融、商业模式

朱英姿 
教授

1991  中国科技大学学士

1993  美国纽约大学硕士

1997  美国纽约大学博士

2002  美国纽约大学MBA

主要研究领域:

资产定价、证券投资、资产配置与投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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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清华大学学士

1997  清华大学硕士

2007  清华大学博士

201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

段志蓉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市场系统（品类组合、系统演变）、企

业国际战略、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女

性创业

高建 
教授、院党委书记

1984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士

1987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硕士

1996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新企业理论、创业投资管理、快公司管

理、技术创业和区域创业体系与政策、中

国创业趋势观察

程源 
副教授

1991  华中理工大学学士

1996  华中理工大学硕士

2000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创新管理、技术战略、新建企业、公司

创业

陈劲 
教授

1989  浙江大学学士

1994  浙江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技术创新管理、工商管理

主要研究领域:

银行和公司金融、金融市场和危机、契约理论

何治国
特聘教授、联执系主任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创新创业与战略系

访问教师

主要研究领域:

美英帝国史、经济史、历史上的经济组织形式

Niall Ferguson
杰出访问教授
美国斯坦福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1992  清华大学学士

1994  清华大学硕士

2005  清华大学博士

朱玉杰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财务、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企

业国际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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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勇军 
副教授

1990  华东师范大学学士

1996  北京大学硕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与重组购并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公司法、

合同法和税法问题研究、法院司法判例研

究和一般管理案例研究

1996  清华大学学士

2002  清华大学硕士

2006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

焦捷 
副教授、院党委副书记

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管理及战略重组、国际战略、区域发

展战略

高旭东 
副教授

1988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士

1991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2003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竞争战略、技术战略、技术创新管理

雷家骕 
教授

1983  西安财经学院学士

1987  西北大学硕士

1993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创新创业与企业成

长、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经济学

1980  吉林工业大学学士

1983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硕士

1989  中国矿业大学博士

金占明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管理理论、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战略选

择、军事战略与企业竞争、收购与兼并、

战略管理过程中的领导与控制

郭依迪 
助理教授

2005 清华大学学士

2008 清华大学硕士

2017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管理、组织理论

1993  兰州大学学士

1996  兰州大学硕士

1999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李东红 
副教授、系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管理、国际化战略、产业升级

李纪珍 
副教授、院长助理

1997  清华大学双学士

2002  清华大学硕士、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技术创新管理、科技政策、项目管理、中

小企业创新创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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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White 
副教授

1985  美国杜克大学学士

1988  日本国际大学硕士

1997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化、创新、战略、战略执行、企业

并购、战略联盟

2001  北京大学学士

2003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硕士

2010  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

吴蕊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联盟、企业间合作关系、交易成本理

论、资源基础论、组织学习理论

1979  西北大学本科

1982  西北大学硕士

1987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魏杰 
清华同方讲席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制度安排、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文化

塑造、企业外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分

析、宏观经济流量分析、市场经济研究

王毅 
副教授

199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士

1996  天津大学硕士

2000  浙江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技术创新管理、企业能力与战略管理

吕春燕 
副教授

1986  北京大学学士

1989  北京大学硕士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法、合同法

1984  清华大学学士

1987  清华大学硕士

1990  清华大学博士

石永恒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化竞争战略、企业经营战略、企业组

织及内部管理体系、国际贸易

1988  清华大学学士

1990  清华大学硕士

2003  清华大学博士

宁向东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治理、战略管理、一般管理、企业理

论、中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李习保 
副教授

1993  上海交通大学双学士

1998  清华大学硕士

2001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

2003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创新管理、创业管理、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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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清华大学学士

1988  清华大学硕士

2010  清华大学博士

薛镭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战略管理、企业创新、医疗卫生事业

管理、企业史

1982  华中师范大学学士

1991  中国科学院硕士

1997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杨德林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创业管理、技术创新管理、大学与产业相

互作用、知识产权管理

1989  中国人民解放军运输工程学院学士

1993  东南大学硕士

1999  清华大学博士

谢伟 
教授、系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联盟、商业模式、创新管理

2005  清华大学学士

2007  荷兰蒂尔堡大学硕士

2013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谢真臻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商务、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并购、企

业研发和创新、新兴市场、创业研究

1995  清华大学学士

1998  清华大学硕士

2002  清华大学博士

张帏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创业投资、创业管理、新兴产业发展

朱恒源 
副教授、系副主任

1991 清华大学学士

1998 清华大学硕士

2000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硕士

2006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新兴市场的竞争优势、创新与企业转型

主要研究领域:

CEO的继任/解雇、外商直接投资、新兴市场的技术创业

张燕
杰出访问讲席教授、联执系主任
美国莱斯大学Fayez Sarofim Vanguard管理学讲席教授

访问教师

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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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庆 
副教授

1993  清华大学学士

1997  清华大学硕士

2007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文化、领导力、人力资源管理、价值

观、个人-组织匹配、管理思维

钱小军 
教授、副院长

1982  清华大学学士

1988  美国普渡大学硕士

1992  美国普渡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领导力、内隐认知、商业伦理、创业伦

理、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姜朋 
副教授

1997  吉林大学学士

2000  吉林大学硕士

2003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商业法律环境（含劳动法律关系）、官商

关系与商业史、职业伦理与社会责任等

高祥宇 
助理教授

2001 西安交通大学双学士

2005 西安交通大学硕士

2015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人际信任、积极主动人格与行为、工作安

全与差错管理

2001  中山大学学士 

2007  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 

2012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

陈晓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启动效应

与潜意识机理、中国情境的管理、战略

的微观心理基础

迟巍 
副教授

1998  中国人民大学学士

2003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薪酬激励、收入差距、劳动关系、合同、

工会

2003  吉林大学学士

2006  深圳大学硕士

2011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博士

陈昊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创业（高管）团队动态、（女性）创业者

团队建设、（创业）企业中上司下属关系

研究、以及这些领域的跨国比较研究

陈国权 
教授、系副主任

1990  清华大学学士

1991  清华大学硕士

1994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团队学习和学习

型团队、个人学习和学习型领导、领导

力、团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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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杭州大学学士

1996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

1999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

吴志明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团队有效性、领导风

格、员工招聘与选拔、外派管理

杨百寅 
伟创力讲席教授、系主任

1982  南京大学学士

1992  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硕士

1996  美国佐治亚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创造力与组织创新、知识整体理论、领导

力开发、个人与组织的学习、学习型组

织、权力与影响的策略、中西文化与管理

理念的比较

1983  东北工学院学士

1987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

1994  清华大学博士

吴维库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领导学、国学智慧与和谐领导力、企业竞

争与博弈、基于价值观的领导、情商与影

响力、阳光心态、领导者核心能力、追随力

王雪莉 
副教授

1993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士

1996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

1996  澳门大学硕士

2003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中国式企业管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组

织变革、企业文化

2000  华东师范大学学士

2004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

2010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王小晔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绩效评估、创造力评估、社会认知

2002  北京师范大学学士

2005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

2011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博士

王蕾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领导力、社会网络、团队知识流通

2003  清华大学学士

2006  清华大学硕士

2012  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

杨灵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组织理论、国际商务、创新创业

杨斌 
教授

1992  清华大学学士

2000  清华大学硕士、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与社会、领导理论与实践、非市场战

略、商业伦理、危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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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西安交通大学学士

2002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

张勉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组织-员工关系、多元角色和身份管理、

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模糊情景下的行为

决策

郑晓明 
副教授

1998  中国科学院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领导力、工作-生活平衡、员工幸福感、团

队有效性、组织文化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主要研究领域:

领导力、服务行为／质量、多元化与融合、创造力和主动性、战略

人力资源管理、跨文化管理

廖卉
杰出访问教授
美国马里兰大学Smith Dean's领导力及管理学教授

访问教师

主要研究领域:

环境对组织创造力、创新以及创业的影响、员工创造力所造成的各

种结果、领导力、工作场所中的个人和团队行为、组织行为和人力

资源管理中的跨文化和多样性问题

周京
杰出访问讲席教授、联执系主任
美国莱斯大学Houston管理学与心理学讲席教授

张进 
副教授

1986  北京大学学士

1989  北京大学硕士

2002  美国南加州大学硕士

2004  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积极组织行为学、幸福科学、积极心理

学、信息系统与组织行为、行为经济学、

人才测评与选拔、职业发展、跨文化沟通

与谈判、工作价值观与工作行为

2005 清华大学学士

2008 清华大学硕士

2014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博士

张佳音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组织行为、组织理论、经济社会学

1982  中国人民大学学士

1988  比利时鲁汶大学硕士

1992  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

陈国青 
EMC讲席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商务智能与电子商务、模糊逻辑与数据模

型、IT战略与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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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波 
副教授

2002  北京大学学士

2006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数据科学、应用计量

李希熙 
助理教授

2006  香港理工大学学士

2010  香港理工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信息技术创新使用、知识管理、动机

理论、卫生医疗信息技术

2000  清华大学双学士

2005  清华大学博士

郭迅华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商务智能

陈剑 
联想讲席教授、系主任

1983  清华大学学士

1986  清华大学硕士

1989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商务智能与决策

分析、系统优化与预测技术

黄京华 
教授

1986 清华大学学士

1988 清华大学硕士

2005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IT商业价值、社交媒体价值、消费者参与

社交媒体行为、组织（企业）参与社交媒

体行为

黄朔 
副教授

1997  清华大学双学士

2002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供应链管理、运作管理、库存控制

林丽慧 
副教授

1994  清华大学学士

1997  清华大学硕士

1999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硕士

2002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知识管理、众包、众筹、开源软件开发、

电子商务、信息技术投资、实物期权、知

识产权授权

199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士

2001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硕士

2006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博士

刘登攀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电子商务、互联网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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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北京化工大学学士

1994  北京化工大学硕士

2000  清华大学博士

刘红岩 
教授、系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

数据／文本挖掘、商务智能、社会网络分

析、推荐系统、计算广告学、医疗数据挖

掘和分析

刘丽文 
教授

1982  北方交通大学学士

1986  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硕士

1989  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生产与运作管理、供应链管理、精益

生产、物流管理、服务管理、工业工程

梁湧 
助理教授

2005  清华大学学士

2008  美国普渡大学硕士

2013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供应链管理、动态规划及最优控制、能源

政策、经济与规划

1987  清华大学学士

1989  清华大学硕士

毛波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数据分

析与商业模式

1991  天津大学学士

1994  天津大学硕士

199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

孙静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决策与变革管理、服务运营管理、决

策科学、质量工程、全面质量管理

2005 清华大学学士

2007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

2014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王纯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动态规划、决策模型、金融工程和风险管

理等方向的研究工作

闻中 
副教授

1998  清华大学学士

2000  清华大学硕士

2006  美国纽约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电子市场、电子商务策略、信息产品定

价、信息经济学、互联网金融

1997  清华大学学士

1999  清华大学硕士

2003  清华大学博士

卫强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信息系统与管理、大数据分析、商务智能

与数据挖掘、不确定性方法、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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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 
副教授

1998  清华大学学士

2001  清华大学硕士

2006  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供应链管理、产能与库存管理、采购与外

包管理、不对称信息下的运作管理

易成 
副教授

2006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士

2011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电子商务、人机交互、网络消费者行为、

互联网营销

杨柳 
副教授

2003  清华大学学士  

2004  新加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联盟硕士

2010  美国杜克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博弈论、排队论、机制设计、行为运营管

理、服务管理、卫生保健系统

徐心 
教授、副院长

1998  清华大学学士

2000  清华大学硕士

2005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IT商业价值、社会媒体、IT治理

肖勇波 
副教授

2000  清华大学学士

2006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收益和定价管理、服务系统和服务管理、

供应链管理

1986  清华大学学士

1989  清华大学硕士

1993  清华大学博士

谢滨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运营与供应链、药品供应链与信息生态、

伤害性控制、基于消费者的治理

朱岩 
教授、院党委副书记

1994  清华大学学士

1998  清华大学硕士、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网络行为与网络经济、电子商务、信任管

理、医疗管理

主要研究领域:

运筹学、随机网络、供应链管理、服务系统管理

戴建岗
特聘教授
美国康奈尔大学Leon C. Welch讲席教授

访问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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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

运营管理、供应链管理、决策模型

宋京生
杰出访问教授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决策模型、决策量化方法、数学优化、动态规划、动态机制设计                                                 

孙彭
杰出访问教授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大数据和商务分析、电子和移动商务、社会网络、信息系统经济学

谭勇
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美国华盛顿大学Neal and Jan Dempsey信息系统学
讲席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排队网络、离散事件随机系统、应用概率论、运作管理

姚大卫
杰出访问教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Piyasombatkul家族基金讲席教授

胡左浩 
教授

1985  华中理工大学学士

1988  浙江大学硕士

2000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营销战略研究、渠道设计与管理、品牌管

理、国际营销战略、金融服务市场的营

销管理

1997  东南大学学士

2000  东南大学硕士

2004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博士

陈煜波 
教授、副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

大数据与全球互联时代的商业创新、移动

互联网环境下的市场变革与商务分析、中

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气候变化与可持续

发展战略

1998  西安交通大学学士

2000  西安交通大学硕士

2004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陈荣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消费者行为、消费者满意度和后悔、风险条

件下的消费者决策制定、二手产品交易决

策、服务管理和创新、价格和促销战略、客

户关系管理

市场营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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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霞 
副教授

1999  北京师范大学学士

2002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

2004  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硕士

2008  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硕士

2010  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营销模型、娱乐营销、品牌管理、营销战略

2008 暨南大学学士

2009 香港城市大学硕士

201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2017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梁屹天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定价模型、大数据营销、网络游戏、电影

刘茜 
副教授

1995  北京大学学士

2002  美国爱荷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社会责任、危机管理、对市场和消费

行为的质性研究

200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

2004  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

2010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

刘文静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消费者行为、行为决策、人际关系、时间

感知、跨期选择、商品定价

1983 北京商学院学士

1988 北京商学院硕士

2002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李飞 
教授、系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

营销定位、全渠道营销、奢侈品营销、中

国营销学史、中国营销理论、营销案例研

究方法

1982  中南矿冶学院学士

1985  清华大学硕士

姜旭平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网络营销、电子商务、互动营销、新媒体整

合营销、网络整合营销传播、电子商务、在

线消费行为分析、精准营销、电子采购、现

代物流、移动商务及数据增值业务、现代

信息服务及在线服务贸易、e-客户关系管

理、需求分析方法、企业信息化、信息管

理、客户关系管理

1986  华中农业大学学士

1989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1992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宋学宝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营销、创业营销、产业营销、绿色营

销、城市营销

孙亚程 
副教授

2001 华中理工大学学士

2002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硕士

2008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定价策略、顾客关系管理分析、社交网络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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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

观察学习、社交互动、营销战略、新兴市场

张娟娟
杰出访问教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时代基金国际管理教授及市场营销教授

于春玲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品牌管理、品牌资产价值评估、新兴市场

品牌国际化战略

1993  天津大学双学士

1996  天津大学硕士

2004  清华大学博士

赵平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品牌战略与管理、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化媒

体营销、顾客满意理论与测量、创业营销

1982  吉林大学学士

1985  天津大学硕士

1992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市场营销中的行为建模、定价、营销渠道、竞争战略、品牌与品牌管

理、营销与运作管理交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

崔海涛
访问教授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Margaret J. Holden and Dorothy A. 
Werlich讲席教授、市场营销教授

访问教师

谢劲红

主要研究领域:

互联网营销新商业模式、消费者互动与营销创新、

网络效应与标准竞争、国际营销战略

杰出访问教授、联执系主任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JCPenney杰出学者讲席教授

郑毓煌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消费者行为、消费者判断与决策、消费者

自我控制、享受型产品与功能型产品营

销战略、价格与促销战略、客户关系管

理、创业、互联网营销、全球化营销、文

化差异

1998  清华大学双学士

2000  清华大学硕士

2002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2006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谢赞 
助理教授

1985  北京大学学士

1991  清华大学硕士

2005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营销策略、消费者行为、市场调查、产品

质量测量、消费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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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教授

陈元

郭树清

李剑阁

李荣融

刘士余

楼继伟

马建堂

吴敬琏

吴晓灵

谢伏瞻

郑静晨

周小川

朱镕基

罗伯特·巴罗
Robert J. Barro

哈佛大学保罗·华伯格经济学讲席教授

刘遵义
Lawrence J. Lau

香港中文大学Ralph and Claire Landau经济学讲席教授

埃里克·马斯金
Eric S. Maskin

哈佛大学亚当斯大学讲席教授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闵建蜀
MUN Kin Chok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原院长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Edmund S. Phelps

哥伦比亚大学麦维克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丹尼尔·瑞奇
Daniel L. Ritchie

丹佛大学第十六任校长

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
Oliver E. Williamson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Edgar F. Kaiser商学荣退教授、
经济学和法学荣退教授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袁宝华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企业管理科学
基金会创始人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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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管学院把人才培养作为学院的使命。学院稳定学生规模，致力于提高办学质量。 

学院在学学生六千余人，分别在本科（含本科第二学位）、博士、硕士、MBA和EMBA等学位项

目学习。此外，学院还设有合作学位项目和高管教育项目。

清华经管学院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和优秀的办学环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学院

共有国际学生和港澳台学生三百余人。学院同109家海外知名院校签署了学生交换协议，每年

为学生提供去海外院校交换学习的名额。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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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   个性发展

本科项目

经济与金融专业（国际班）（含保险方向）

培养既掌握系统的经济学与金融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又具备

解决现代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中实际问题的技能，既具有国

际视野，又了解中国国情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会计学专业

培养既掌握国际前沿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通晓全球会计准

则和会计制度发展趋势，又熟悉国际国内经济发展与资本市场运

作规律的复合型高端会计研究和实践人才。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培养揭示和把握数字经济时代的商务活动规律，开发和运用

信息技术及数理方法以优化管理、提升绩效、引领创新的复合型

管理人才。

工商管理专业（经体班）

体育特长生班，培养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具有综合人文

素养和工商管理基础知识，并在国内外各类体育赛事上获得优

异成绩的综合性专业人才。设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在校学习

时间五年。

本科教育理念

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教育理念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双重的：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

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杰出人才能够脱

颖而出；

第二，本科教育的内容是包括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

获取的“三位一体”；

第三，本科教育的途径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学院本科教育改革成果《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经济

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获得每四年评选一次的2014

年国家级教育成果一等奖。

专业方向

2017年起，清华大学本科实行大类招生政策，经管学院按

照“经济、金融与管理类”进行招生。新生入学后不分专业，大

一春季学期进行专业确认，学生可在“经济与金融”、“会计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三个专业中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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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   个性发展

本科项目

本科第二学位项目

2006年，清华经管学院设立经济学第二学位项目。2013

年，管理学第二学位恢复招生。2015年，管理学第二学位开设

创新创业领导力方向，经济学第二学位开设金融方向。2017

年，管理学第二学位开设财务分析与控制方向。2018年，管理

学第二学位开设商务数据科学方向。

培养目标

对清华大学其他院系的本科生进行系统而严格的专业培养，

使其成为复合型人才。

在课程体系设计中，为第二学位学生单独开设必修课，选修

课比例高于必修课，给学生充分选择的机会。

专业

经济学本科第二学位

培养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素养、包括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功底

和分析方法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使其对其专业领域及其他广

泛领域的经济问题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深刻的思考和严谨的分

析，为将来从事本专业与经济学有关的工作、或者其他与经济学

相关的职业奠定基础。

含金融方向，旨在培养具有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知识和分

析框架、同时又具备解决现代经济及金融领域实际问题的复合型

人才。

管理学本科第二学位

培养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综合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能够

在企业、政府以及各类非赢利性组织从事管理工作或理论研究和

教学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使其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

和诚信品质，掌握现代管理理论，接受企业管理方法与技巧方面

的基本训练，培养实践能力及沟通技能，以在其专业领域及其他

广泛领域中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团队精神，为将来从事本

专业与管理有关的工作、或者其他与管理相关的职业奠定基础。

含创新创业领导力、财务分析与控制、商务数据科学三个

方向。其中，创新创业领导力方向是学院与清华x-空间（清华

x-lab）合作开设，旨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融合学科优势，能

够创立、管理和发展创新型企业和社会组织的领导者。财务分析

与控制方向旨在培养具备坚实会计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财务分

析方法、了解会计学研究前沿动态的跨学科人才。商务数据科学

方向旨在培养掌握经济学与管理学思想、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决

策与数据科学理论方法，具备宽广的商业视角和坚实的分析技能

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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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   崇尚科学

博士项目

• 会计学

• 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 金融学

• 创新创业与战略

• 领导力与组织管理

• 管理科学与工程

• 市场营销

专业

• 会计系

• 经济系

• 金融系

• 创新创业与战略系

• 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

•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 市场营销系

对应的系

培养目标

充分利用多学科优势，致力于培养顶尖的经济类和管理类

学术研究人才，特别是国内外重点高校教师。

项目特色

以专业方向报考

清华经管学院博士项目要求考生以专业方向报考。目前共

开设7个博士专业方向。博士生通过资格考试后，最晚在博士生

提交选题报告以前，经双向选择，确定论文指导小组。

坚持学术导向，注重培养质量

学院设立三个博士生基础课程平台，分别是：经济金融会

计、综合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每一个平台都规定了其必修课

程系列及专业必修课程。博士生一、二年级以修课为主。

要求博士生在规定年限内通过博士资格考试，采取全过程隐

名评审。

以系为单位开设“专题研究”课程，要求学生在此课程中展

示二年级学术论文，设有专门的教师负责指导和点评，给学生创

造展示、探讨研究成果的机会。

博士生论文全部实行双向隐名评审制。

加强项目管理和就业辅导

每个系都成立了博士项目委员会。委员会全面负责协调、制

定和落实博士生培养方案，进行博士项目的全面管理，并负责博

士生的就业辅导，帮助学生们进行职业发展规划，安排博士生在

学期间参与教学，提供海外攻读博士后的信息，向相关学术单位

推荐即将毕业的博士生，为博士生进入重点高校和研究机构提供

有效的帮助。

提供资源，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

清华经管学院设立博士生奖助学金，减少学生的生活负担，

帮助学生专心于学术研究。资助优秀博士生在学期间到海外著名研

究型大学学习一学期或一学年，以及参加国内、国外的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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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济民   追求卓越

硕士项目

金融硕士

• 培养目标

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与金融学理论基础和前沿知

识，拥有前瞻性国际视野并能适应金融市场的迅速变化，服务于

各类金融保险机构、咨询机构、企业及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的高层

次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

• 项目特色

注重学生宏观视野和务实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学生的个性

化成长提供充分的空间和资源。该项目有四个培养方向，即国际

金融方向、金融工程方向、创业与公司金融方向、保险与大数据

金融方向。实行指导教师与行业导师的“双导师”培养。

该项目与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HEC Paris）、美国伯克利

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Haas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ali fornia, Berkeley）以及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合作开展双学位教育。在读学生有机会进入合作学校

攻读双学位，并共享学院与国外100多所学校签订的交换项目。

会计硕士 / 清华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       
首席财务会计专业硕士（双学位）

• 培养目标 

致力于培养服务于会计相关从业领域、各类国际国内金融

机构、咨询机构、著名企业、资本市场及政府和监管机构，通晓

世界会计准则和会计发展趋势，熟悉国际国内经济发展与资本市

场运作规律，掌握现代管理知识的国际化应用型会计人才。

• 项目特色

强调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突出实践知识教

学的导向。该项目引入会计实践领域的资深人士共同承担专业课

程教学。

会计硕士项目将于2018年调整为清华大学—新加坡管理大

学首席财务会计专业硕士双学位项目。

管理硕士

• 培养目标

该项目定位于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综合管理能力和领导

能力，为企业、政府以及各类非营利组织培养具有潜力的、未来

的管理者和领导者。

• 项目特色

项目通过一系列管理分析课程进一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加大管理实践环节的要求和训练强度。实行中英文双语教学。

2 0 11年，清 华 经 管 学 院 正 式 加 入管 理 硕 士 国 际 联 盟

（CEMS），成为CEMS在中国内地唯一成员学院。该项目学生

通过申请，加入CEMS交换项目，符合CEMS考核条件的学生可

再获得CEMS管理硕士证书。此外，该项目的学生经过考核还可

以加入清华大学-HEC管理学硕士双学位项目。

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商务分析硕士（双学位）

•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管理学理论基础与信息技术前沿知识、拥

有前瞻性国际视野和大数据思维、具备较强的商务分析的实践能

力、满足商务分析管理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 项目特色

项目为全日制学习，学习基本年限为2-3年。本项目学生第

一年在清华经管学院就读（中国北京），第二年经申请入读哥伦

比亚大学（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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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MBA自1991年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培养具有综合管理

能力的未来领导者。

教育理念

项目由“品格”（Being）、“知识”（Knowing）和“实践”

（Doing）三个方面组成。教学分为五个模块，即分析基础、管

理基础、软技能、中国与世界及整合实践。这五个模块包括了

知识的传授以及品格和能力的培养，同时还兼顾不同管理领域

的基础性课程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的整合性实践课程。

课程体系

追求知识、能力和品格的平衡，学术严谨性和实践相关性

的平衡，中国根基和全球视野的平衡。通过软技能开发、体验

式学习、整合性学习和全球化经历四项措施来实现。

清华MBA提供7个方向、4大产业、近百门次的方向选修

课，以及与实践结合紧密的企业课程，以便学生结合个人的职

业发展方向和兴趣，深入学习、个性化发展。

招生改革

清华MBA首创“提前面试+国家线录取”政策，考生先

提交材料申请面试，在面试获得条件录取资格后再参加全国联

考，联考成绩达到国家线即可获得预录取资格。持有720分以上

有效GMAT成绩或相当的GRE成绩的考生可以直接获得面试资

格。招生采用国内首创的全流程在线申请。

全球体验

清华MBA学生可以申请海外交换，在合作海外院校进行一

学期免费学习，或参与短期海外交换或海外模块课程。同时每年

百余名海外交换生进入清华MBA项目学习，让清华MBA的课堂

更具国际氛围。清华MBA学生可以申请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

工学院、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的双学位。

领先的学习方式

项目把经典的MBA案例讨论和现代在线课程技术结合，

开设多门国际领先的SPOC模式课程。国内领先的清华大学

MOOC课程也为同学们提供众多选择。

创业资源

清华MBA开设丰富的创业类课程和创业类实践项目，新生

从入学前就可以开始自组项目或入学后与清华大学其他院系同学

组成团队参加创业大赛，清华x-空间（清华x-lab）和清华经管

创业者加速器为创业MBA同学提供从创业计划、组织团队、开

办公司到寻求投资等各阶段的帮助和支持。

校友网络

历经20多年发展，已有万余名清华MBA校友分布于金融、

咨询、制造、科技和信息服务等行业。清华MBA校友会设有多

维度校友组织，促进校友之间、校友和母校之间的交流、互动，

服务和助力校友获取新知、拓展事业、创业合作。

清华MBA项目（在职）项目 清华-MIT全球MBA项目

简介

学制和学习方式

清华MBA项目（在职）定位于为中高级管理者加速事业

升级。项目提供丰富的专业自选课程、融合了各行各业

的管理精英，适合各种职能的中高级管理骨干向高层综

合管理者发展，也适合创业者拓展事业。

30个月在职学习（含6个月毕业报告），也可2年完成学业。

中文课程为主，可选英文课程。

两年全日制学习（18个月课程+6个月毕业报告）。

全英文课程（部分双语），可选高级专业课程，MIT师资，

MIT特设课程模块，MIT实践学习。

清华-MIT全球MBA项目是有清华经管学院和MIT斯隆管

理学院合办的、兼具清华品格与MIT元素、培养全球精英

的MBA项目。适合希望集中完成学业、进行事业转换和

国际化发展的管理精英。

工商管理硕士 (MBA) 项目

根植中国   面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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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项目

培养产业领袖   塑造企业未来

经管EMBA的办学特色，设计出独一无二的课程体系。

2012年，清华经管EMBA推出了“天地人通”全新课程

体系，这是一个基于学院与大学融合的平台，充分体现了清华

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学，经管学院作为一所大学中的商学院的优

势。清华经管EMBA希望带给企业和企业领导者的境界是：知

晓“天时”、把握“地利”、创造“人和”、“会通”八方。

2015年，清华经管EMBA推出全新选修课体系：互联网+ ；创

新创业；转型升级；产融格局。

广泛而雄厚的国际合作

清华经管EMBA自开办以来便积极开拓国际合作，率先加

入EMBA全球理事会。清华经管EMBA已开拓组织七条海外学

习线路，包括美东、美西、法国、德国、英国、中东和中国台

湾地区。

严明而合理的教学管理

清华经管EMBA以严谨且合理的教学管理而闻名，整体教

学井然有序。项目还为学生量身打造入学导向、开学拓展、行

知中国等活动。

充满凝聚力的校友网络

清华经管EMBA已成立48家地方校友会、13家北京年级校

友会、1家TIEMBA校友会、1家媒体校友会、1家人力资源校友

会、1家海外校友会。校友网络几乎覆盖全国。同时，清华经管

EMBA举办校友返校日、荣誉学术评审课程、各种沙龙、论坛

等活动，为学生全方位打造终身学习交流的平台。

清华经管EMBA项目

清华经管EMBA自2002年开办至今，秉承“培养产业领

袖、塑造企业未来”的办学使命，将国外前沿管理理念与中国

国情相结合，以培养具有良好商业道德、创新精神、领导能力

和战略决策能力，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企业家和高层管理者。

2005年，清华经管EMBA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EMBA教育的

首次评估中成绩突出。2007年以来，清华经管EMBA连续六次

蝉联《经理人》杂志“中国最佳EMBA排行榜”榜首。

强大而敬业的师资阵容

清华经管EMBA不仅注重本校师资的开发，也不断在全球

遴选优秀教师。如今清华经管EMBA师资结构形成以本院教师

为主、校外教师为辅的教授团队。

优质而众多的学生来源

清华经管EMBA成立以来，吸引了几万名商界精英报考，

培养了6000余名毕业生。学生中担任副总职务以上的人数比

例达到了87%，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务的人数比例达到了

59%。此外，在清华经管EMBA学生中有三位当选CCTV中国

经济年度人物、五十余位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三百

多位海内外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创始人。

精致而实用的课程设计

清华经管EMBA不仅持续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深入了解

企业管理需求，合理借鉴世界一流学校办学经验，更结合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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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采用全英文授课，教学内容以领导力培养和体验式教学贯

穿始终。清华经管学院和INSEAD两院派出优秀师资授课。授课

地点全球分布，包括北京和INSEAD的新加坡校区、法国枫丹白

露校区及阿联酋阿布扎比校区。顺利完成学业及论文答辩通过之

后，学生将被授予两个学位，即：清华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及INSEAD针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多元化的学生组成 全球校友网络资源

自2007年第一个班入学以来已成功开办11届, 400多位校

友和在校生来自42个国家，分布在30多个不同的国家工作。 例

如中国、新加坡、法国、澳大利亚、德国、蒙古、韩国、马来西亚、

美国、英国、加拿大、巴西、波兰等国家。学生的平均年龄36-38

岁，平均工作年限14年, 代表行业呈多样化。

项目全英文授课，以18个月为一个周期，由多门精干实用

的全球实战管理课程组成，主要分为核心课程、实践课程、选修

课程、实战商业模拟课程和领导力开发课程五大块。强大师资阵

容确保学生在有限授课时间内吸收前沿管理理念及实践精华，为

每位学生在开发领导力方面提供量身定做的专业咨询，个性化指

导贯穿整个课程。

清华-INSEAD EMBA双学位项目
（TIEMBA）

两所精英院校强强联合

2006年，致力于走向国际市场的清华经管学院EMBA项

目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启动

了面向全球、全英文授课的、中国大陆第一个授予双学位的清

华-INSEAD EMBA项目（TIEMBA）。综合两大高等学府

各自的优势，将中西方的管理理念融会贯通，清华在中国本土

的教育资源优势与INSEAD更加多元化的视野得到最完美的结

合，从国际视角关注亚洲，聚焦中国。

自2012年第一次参加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 l 

Times）全球EMBA百强排名以来，连续五年排名全球领先，

2015年更是摘得桂冠，全球排名第一，表明了清华经管学院

EMBA国际项目持续稳定的全球领先地位。

两校强大师资 两个学位证书

清华-INSEAD EMBA项目致力于培养既通晓中国经济和

企业管理，又熟知国际市场运作和国际商业规范的商业领袖。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项目

培养产业领袖   塑造企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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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学位项目是学院与海外院校合作、授予海外院校学位

和清华大学证书的教学项目。

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
工商管理硕士项目（FMBA）

致力于培养熟悉中国市场、兼具国际视野、同时拥有扎实

的金融理论知识和管理技能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成为金融行业

未来领航者。

该项目是清华经管学院和香港中大商学院合作创办的国内

首个金融方向的MBA项目。课程设计既着眼飞速发展的全球金

融市场，又紧密贴近变革和发展中的中国资本市场实践。项目

自2000年在清华大学创办北京班，于2004年在清华大学深圳研

究生院开设深圳班，两地已培养出1000余位掌握金融理论及管

理专长并具有实践经验的学生。

清华经管学院－法国国立民航大学-
法国国立路桥大学航空管理高级
工商管理硕士项目（TEE-EMBA）

该项目由清华经管学院和法国国立路桥大学、法国国立民

航大学于2014年合作创办。项目基于三所院校在学术界的显

著地位和声望，以高起点切入高端管理教育市场，以高质量保

证教学成果，将中西方的管理理念融会贯通，清华在中国本土

的教育资源优势与法国国立路桥大学、法国国立民航大学多元

化、全球化的视野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从国际视角关注亚洲，

聚焦中国，旨在培养掌握中西方管理知识并具有全球化视野的

企业高层管理者。

清华经管学院－法国国立民航大学
航空管理高级硕士项目

该项目是清华经管学院和法国国立民航大学于2014年合作

创办并由中国教育部批准认证的航空管理高级硕士项目。项目

结合了中国最高学府坚实的学科基础及世界航空管理领域的优

秀资源，满足了由中国民航业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管理人员需

求，旨在培养为应对未来中国乃至世界航空业发展所需的掌握

管理基础理论、航空专业知识并具备国际视野的综合人才。

清华经管学院－蘇富比艺术学院艺术
管理硕士学位项目

致力于培养熟识中西方艺术品市场现状与趋势且拥有战略

思维、商业技能以及全球观的综合人才。

该项目由清华经管学院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及蘇富比艺术

学院于2015年合作创办，是国内首个获得教育部认证的艺术

管理类硕士学位课程。教学形式结合课堂授课、嘉宾论坛及艺

术机构参访，并配以纽约、伦敦、洛杉矶等海外模块及论文指

导。项目面向优秀学生开放奖学金，并设立实践基地，择优推

荐毕业生参加实习。

合作学位项目

中国根基   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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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教育项目

百战归来再读书

高管教育是学院为满足高层管理者的知识需求而设立的

非学位教育项目，帮助高层管理者提升领导能力、拓展发展潜

力、促进企业持续发展，是推动企业家和高管终身学习和发展

的平台。

培养目标

为企业和组织的高层管理人员提供高起点、高质量、国际

化、专业化的管理教育课程。

项目概况

2001年底，在学院顾问委员会的积极推动下，学院成立了

高管教育中心。高管教育中心将原有的各类非学历学位教育项

目进行系统整合，纳入学院整体教学计划之中，形成了经典品

牌课程、全球发展课程和专题热点课程三大类高管教育公开招

生课程体系，并设有专门的高端定制项目，为国内外企业提供

量身定制的专业化教育课程。

课程体系

高管教育中心借鉴并引进世界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教学方

法，凭借雄厚的教学和研究基础，结合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创造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管理教育教学体系。

高管教育中心已经为企业培养了七万多名高层管理人才，

成为学院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学院教师与企业家、管理者之间

的纽带，以及学院教学、研究的平台。

清华经管学院高管教育课程体系

• 产业创新提升自主品牌：清华汽车产业高管项目 • 体育产业高管项目 • 高级时尚与创意管理项目

• 根据组织需求定制，已经为上百家企业合作制定超过1000期课程

• 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发展计划（MDP）

•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营管理培训项目（EMT）• YES青年商业领袖计划
• 清华-中欧-哈佛全球高管发   

  展课程（SEPC）

• 总经理课程（AMP）
• 卓越经理人项目

经典品牌项目

行业项目

• 商业模式与企业价值创造-商业模式设计、升级、落地
• 人力资源的新角色、新责任与新技能
• “互联网+”下的企业战略创新与领先之道
• 战略决策与执行

• 公司治理、股权激励与集团管控
• 转型期的创新领导力
• 大数据与全球互联时代的商业创新
• 营销定位与打造卓越品牌

热点专题课程

高端定制课程

• 产业新机遇：金融科技  
• CEO战略财务与公司金融

• 私募股权投融资
• 金融风险管理与创新

• 证券、基金及金融衍生品
• 全球资产配置与财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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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x-空间（清华x-lab）

创意   创新   创业

清华x-空间（清华x-lab，清华大学创意创新创业教育平

台）于2013年4月25日正式启动，依托清华经管学院，由经济

管理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理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美术

学院、医学院、航天航空学院、环境学院、建筑学院、材料学

院、公共管理学院、工程物理系、法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育研究院15个院系合作共建，并与清华科技园、清华控股、

清华企业家协会、盛景网联和中关村发展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清华x-lab是一个开放平台，面向清华所有院系学

生、校友和教师，并以学生为中心。

理念和价值定位

x-lab中的“x”寓意探索“未知”、学科“交叉”，

“lab”则体现体验式学习和团队合作。

清华x-lab独特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实现校内多学科合

作，整合校外各种资源，提供商业模式和社会价值实现的方式

和路径。

支持与服务

场地支持

清华x-lab为创新创业团队提供进行跨学科协同创新、团队

合作和互动交流的空间。

三个平台

清华x-空间开创出“三位一体”的三个平台：学生的教育

平台，团队的培育平台，以及资源聚集和学科交叉的生态平台。

•   学生的教育平台

从2015年秋季学期起，清华经管学院管理学本科第二学位

项目增加创新创业领导力方向，该选修方向由清华x-lab负责教

学管理与实施，强调学院教师与实践教师共同开发和讲授课程。

推出清华大学学生创新力提升证书项目。课程分为思维与

技能、跨界学习、实践交流三个模块，学生在清华在读期间达

到各模块培养要求，即可获得证书。

启动创新创业跨界教师项目。跨界教师将把专业领域的技

术、知识与创新创业相结合，并在清华x-lab的组织下开设更多

跨界课程，增强对学生的指导。

清华x-lab创办以来累计建设了《创新与创业：硅谷洞

察》、《设计思维驱动商业创新》、《创办新企业：中美新观

察》等22门新课程，每学年组织8次工作坊，并引入百森商学院

TechMark管理实战模拟实践课。

•  团队的培育平台

清华x-lab建立了对创意创新创业团队进行筛选和早期指

导体系，制定了多阶段训练与培育方法，每年举办各类培育活

动，帮助团队办理公司注册。清华x-lab定期举办DEMO DAY

项目展示会，帮助团队获得融资，以及举办团队招募日活动，

帮助团队更好的发现人才。

•  资源聚集和学科交叉的生态平台

清华x-lab聘请了23位“驻校企业家”和31位“驻校天使投

资人”、与300多家中外投资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引入了12家专

业驻场机构；成立了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健康医疗、环保、教

育、科技与智能制造、未来生活、社会创新等多个垂直领域的

创新中心，成立了联合设计中心和知识产权中心两个功能服务

中心。

品牌与认可

清华x-lab已经连续举办四届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

赛，营造校园创新文化、提升创新创业学生能力的良好渠道，

并开发了一系列相应的培训体系。

清华x-lab获得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清华x-lab获北京市

政府授牌，成为北京高校第一家“众创空间”，并获《中国新

闻周刊》“影响中国”2015年度双创人物大奖。

国际合作

清华x-lab与众多国家和知名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引入国际

夏令营和交换学习项目，拓展学生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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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

聚天下创业英才   育青年企业领袖

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创建于2015年1月，是一个体现清

华精神，为全球优秀创业者和团队成长服务的创业加速平台。

旨在聚天下创业英才而育之，塑造具有全球视野和竞争力的青

年企业领袖。

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依托聚集于此的优秀人才资源、教

育资源、金融资源、网络资源和创新资源，为创业者提供一个

成长为出色企业家的精神家园和栖息地。以提升创业者或者创

业团队的思维和能力为核心，为那些选入加速器的全国乃至全

球顶级创新项目提供包括创业研发、创业设计、资源配置和商

业模式创新的深度整合服务。

自创立起已帮助260多支创业团队成长，配套基金直投近1

亿规模。搭建了多个垂直领域的实验室或创业走廊，包括人工

智能、智能硬件、医疗大健康、商业模式创新、分享经济和社

群经济。汇集各种资源，加速创业项目成长。

2015年9月，被北京市科委授牌“众创空间”。

2015年11月，被中关村管委会授予“创新型孵化器”。

2015年12月，成功申请成为海淀区科技型企业集中办公区。

2016年2月，被科技部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服务

体系。

2016年6月，被中关村创业大街授予“最佳创业教育奖”。 

支持与服务

创业群英荟

为入选创业群英荟的荟员提供有附加值的成长资本。通过

新思想实验室的强化训练，使创业者成为优秀的组织领导者。

科技接力社

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转化。在科技创造者、企业家

和投资人之间构建新型的产学研关系，把有突破性技术且富于

创新精神的科技创造者与实战经验丰富且眼界高远的企业家、

善于筹划且行动敏锐的投资人结合起来，建成科技转化的杰出

人才社区。

X＋空间

基于协同培养的理念，为创业者加速成长提供新一代智慧工

作空间，以吸引来自全球的创业者享受新型的创业氛围和资源。

伯乐俱乐部

各界思想大师帮助创业者选择价值定位，建立独特竞争优

势，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下一代企业家。

行动学习中心

基于管理及领导力方向的精深研究，结合当前国际最先进

实用的教育理念，采用行动学习的教学方法，使创业者深度体

验创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法，减少试错成本，将

伟大的创业梦想转化为可实施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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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学科建设

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会计与金融

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研究项目

截至2017年9月，清华经管学院累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达393项、国家各部委纵向项目500多项，主持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3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1项、重大国际（地区）合作

项目2项、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项，获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资助2项以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9项，国家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4项。

近年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每年平均20项以上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每年平均2项

•  国家攻关项目、软科学项目：每年平均2项

研究基地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研究成果

•  论文：平均每年300多篇

•  著作：平均每年30多部

科学研究是学院发展的重要内容，经过30年的发展，清华经管学院学科建设日臻完善，涵盖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门类。学院从自身

学科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出发，紧密结合教学和科研工作，积极承担国家、有关部门和企业的研究课题，科学研究整体水平位于国

内同类学院前列。

46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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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重大科研项目

负责人     名称                                                                                         类别                                                          开始时间

白重恩

高旭东

杨德林

陈煜波

陈国青

李稻葵

陈劲

陈剑

姚大卫

陈国权

曹静

陈煜波

陈剑

薛健

徐心

肖勇波

陈剑

杨斌

雷家骕

陈国权

陈国青

李宏彬

白重恩

陈国青

黄京华

李子奈

杨百寅

仝允桓

中国的国际金融一体化 —— 对金融发展和稳定的影响

建设创新生态系统下的广东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促进中国创新发展的制度研究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用户行为与商业创新

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指导专家组战略研究与组织学术交流会费用

我国历史上的GDP及其结构研究（980-1840）

全球价值链发展变化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

大数据环境下的商务管理研究

医疗与健康的数据分析与决策

复杂变化环境下企业组织管理整体系统及其学习变革研究

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全球互联时代的市场营销与商业创新

面向大数据的移动商务推荐系统研究

会计信息的产生与影响

企业信息管理 —— 信息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与影响

需求管理策略

低碳时代的供应链建模、优化与协调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中国企业战略领导力研究：集体领导力的理论模型及有效性

基于科学的产业走向自主创新的技术赶超路径及其战略研究

复杂变化环境下企业组织管理整体系统及其学习变革研究

新兴电子商务平台上中小企业成长模式与关键因素研究

关于性别比例失调的经济分析与政策研究

“十二五”期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和改革方案

新兴电子商务重大基础问题与关键技术研究

信息系统的采纳、扩散与商业价值机理研究

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论基础研究

企业创新能力的多层次形成机制研究

面向低收入群体市场的技术与商业创新模式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2017/1/1

2017/1/1

2016/3/3

2016/1/1

2015/11/1

2015/11/5

2015/7/10

2015/1/1

2015/1/1

2015/1/1

2015/1/1

2014/1/1

2014/1/1

2014/1/1

2013/1/1

2013/1/1

2013/1/1

2013/1/1

2012/9/1

2012/1/1

2012/1/1

2011/1/1

2010/11/20

2009/1/1

2009/1/1

2008/6/30

2008/1/1

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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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研究

2016年中文期刊论文（部分）

系 刊物名称论文标题学院教师作者

货币政策、制度环境与企业投资结构

资本市场中的媒体公关：来自我国企业IPO的经验证据

股市对业绩预告修正一视同仁吗？

高管交易动机与管理层业绩预测

业绩预测的取整行为研究

财务报表重述、所有权性质与债务融资

上市公司“高送转”与内部人股票减持：“谋定后动”
还是“顺水推舟”？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潜在的“地雷”吗？ —— 基于股
价崩盘风险视角的研究

陈晓

李丹

罗玫

罗婷

罗婷

王琨

谢德仁

谢德仁

《科研管理》

《管理世界》

《金融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金融研究》

《中国会计评论》

《金融研究》

《管理世界》

会计系

混合所有制中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国内价值链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增加值的视角

中国与东亚及美国的贸易流转：空间结构与反馈回路

知识价值导向政策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 来自湖
北的经验

基础交通建设能否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 以青藏
铁路为例

重点高中带来的工资溢价：来自大学生就业调查的证据

重点高中的教育回报率：来自大学生就业调查的证据

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

探究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

在恐怖主义背景下经济增长的理论阐释 —— 基于优化
增长理论研究分析

以房养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来自北京市调研的证据

交易频率与资本配置效率

放松贷款利率管制与商业银行贷款效率

金融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 —— 以中国
征信系统为例

CEO与董事间“老乡”关系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

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与上市公司违规犯罪

商业模式升级与持续发展：麦当劳案例

马弘

潘文卿

潘文卿

潘文卿

吴斌珍

吴斌珍、钟笑寒

吴斌珍、钟笑寒

武康平

武康平

武康平

武康平

高峰

何平

李稻葵、刘淳、庞家任

陆瑶

陆瑶

朱武祥

《经济学报》

《管理世界》

《经济学报》

《中国软科学》

《经济学报》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经济学报》

《经济学报》

《经济学报》

《投资研究》

《经济学报》

《金融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金融研究》

《管理评论》

经济系

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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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刊物名称论文标题学院教师作者

“和”式创新中的可持续发展观

寻找独角兽企业

蘑菇街：30亿美元独角兽如何养成？

区域创新系统协同演进研究

高新企业成长相关政策设计与执行对政策效果的作用分析

企业整体上市的长期绩效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 来自中国
整体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

Hello!康力优蓝机器人

新企业创业团队的治理机制与团队绩效的关系

在线关系对中小网商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企业微博如何提升消费者忠诚度？ —— 基于社会认同
理论的实证研究

考虑维修服务质量的产品质保联合决策

基于投资者关注的股价走势预测与交易策略设计 —— 
股票间交叉模式视角

“互联网+”供给侧改革

秋林公司百年回望

虚实之道 —— 如何让企业文化真正落地

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测量工具修订与理论建构

井底之蛙之定力与打造企业核心能力的三种精神

双元领导：让“一山”容“二虎”

换位思考，任务反思与团队创造力：领导批判性思维的
调节作用

如何塑造幸福企业 —— 赢得员工归属、绩效提升与企
业持续发展

抓住决策的核心 —— 偏好和认同从何而来

互动公平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心理授权的中介作用与
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

商标的大小写设计对消费者品牌感知的影响

“漂浮”的共享经济如何落地盈利

消费者产品知识和信息推荐代理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研究

陈劲

高建

金勇军

雷家骕

雷家骕

宁向东

王毅

张帏、高建

郭迅华、陈国青

黄京华

刘丽文

卫强、陈国青

朱岩

姜朋

曲庆

曲庆

吴维库

杨百寅

杨百寅

张进

张勉

郑晓明

陈荣、刘文静

李飞

赵平

《清华管理评论》

《清华管理评论》

《清华管理评论》

《中国软科学》

《中国软科学》

《投资研究》

《清华管理评论》

《管理科学学报》

《中国管理科学》

《南开管理评论》

《中国管理科学》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清华管理评论》

《清华管理评论》

《清华管理评论》

《南开管理评论》

《清华管理评论》

《清华管理评论》

《南开管理评论》

《清华管理评论》

《清华管理评论》

《心理学报》

《营销科学学报》

《清华管理评论》

《中国软科学》

创新创业

与战略系

管理科学

与工程系

领导力与

组织管理系

市场营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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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英文期刊论文（部分）

系 刊物名称论文标题学院教师作者

会计系

经济系

An Analysis of Us Accounting Firms’ Cross-Country 
Audit Quality of China Concepts Stock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of Chinese Reverse 
Merger Firms: The Reverse Merger Effect or the Weak 
Country Effect?

Household Energy Demand in Urban China: 
Accounting for Regional Prices and Rapid Income 
Change 

Advertising versus Brokerage Model for Online 
Trading Platforms

The Retirement Consumption Puzzle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the Mandatory Retirement Policy in 
China

Preference Submission Timing in School Choice 
Matching: Testing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Laboratory

李丹

肖星

曹静

李明志

施新政、吴斌珍 

郑捷、钟笑寒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Accounting Review

Energy Journ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 (MISQ)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金融系

创新创业
与战略系

Influential Investor in Online Stock Forum

How will China Shape the World Economy?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Wage Comovements in 
a Ricardian Model with Money

Investment and the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A Trend Factor: Any Economic Gains from Using 
Information over Investment Horizons?

姜磊、Lee Hoan Soo

李稻葵

庞家任

沈涛

朱英姿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China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through Innovation in 
Emerging Industry：A Case Study

Typical Mod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verse 
Innovation: A Multiple Case Study on Five Enterprises 
Operated in China

Operational Impact of Service Innovations in Multi-
step Service Systems

Catching-Up Pattern Among Countries in Science-
Based Industries: A Case Study i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ollaboration with Foreign Universities for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Entrepreneur Community: 
The Case of Crown Bioscience

陈劲

陈劲

程源

雷家骕

李纪珍

王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Journal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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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
与战略系

领导力与
组织管理系

管理科学
与工程系

市场营销系

系 刊物名称论文标题学院教师作者

迟巍

王蕾、郑晓明

杨百寅

张佳音

郑晓明

郑晓明

陈国青、郭迅华、卫强

郭迅华、卫强、陈国青

黎波

刘红岩

卫强、陈国青、郭迅华

闻中、林丽慧

肖勇波、朱岩

陈荣

李飞

刘霞、罗婷

于春玲

Can Genes Play a Role in Explaining Frequent Job 
Changes? An Examination of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 from Human Capital Theory

To Branch out or Stay Focused? Affective Shifts 
Differentially Predict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Task Performance

Leader-Member Exchange Differentiation and Team 
Creativity: An Investigation of Nonlinearity 

A Lack of Security or of Cultural Capital? Acculturative 
Conservatism in the Naming Choices of Early 20th-Century 
U.S. Jews 

Teamwork Works Best When Top Performers are 
Rewarded

Recognizing “Me” Benefits “We”: Investigating 
th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of Formal Individual 
Recognition in Teams

Providing Consistent Opinions from Online Reviews: 
A Heuristic Stepwise Optimization Approach

Predicting the Incremental Benefits of Online 
Information Search for Heterogeneous Consumers

Hierarchical Models for the Spatial-Temporal Carbon 
Nanotube Height Variations

SocoTraveler: Travel-Package Recommendations 
Leveraging Social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elationship 
Types

A Novel Bipartite Graph Based Competitiveness 
Degree Analysis from Query logs

Optimal Fee Structures of Crowdsourcing Platforms

Value Management of Diagnostic Equipment with 
Cancelation, No-Show, and Emergency Patients

The Role of a Model’s Race in Influencing Chinese 
Consumers’ Product Perception

A Review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Marketing Theory

What Drives a Firm’s Choice of Product Recall 
Remedy? The Impact of Remedy Cost, Product 
Hazard, and the CEO

Love for One’s Country or Oneself: A Brand-Choice 
Framework in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Human Relations

Social Forc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Informs Journal on 
Computing

Decision Sci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ACM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Discovery 
from Data

Decision Sciences

Naval Research 
Logistics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Marketing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谢真臻

杨德林

张帏、Steven Whi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Cre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echnological Competencies: International R&D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Doe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Universities Influence 
High-Tech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China’s 
Project 985

Overcome 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Entrepreneurial 
A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China’s Private Solar 
Photovoltaic Firm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rganization Science

Research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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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

清华经管学院是国内最早开展工商管理案例教学的学院。

清华经管学院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是从事工商管理案例研

究、案例开发、案例库建设和案例教学培训的专业研究和教学

服务机构。中心以“集聚商业智慧、推动教学创新”为宗旨，

在国内首先建立了教授指导研究助理的案例开发模式，并率先

形成以现场案例开发为主体、图书馆案例为补充的规模化案例

研发体系，瞄准中国本土的企业实践开发高品质案例，应用于

工商管理教学。

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已开发并收录了近600篇教学案

例，每年新增案例50个以上，内容涉及企业战略、创新与创

业、会计与控制、金融、信息化与生产管理、人力资源与领导

力、企业文化、项目管理、营销管理、宏观经济等工商管理教

学的全学科领域，并覆盖各个行业。除清华外，目前国内已有

近900所高校试用或正式购买清华案例库使用权，一些大型企

业和金融机构也在其内训中批量采用清华案例。

中 国 工 商 管 理 案 例 中 心 先 后 与 哈 佛 商 学 院 出 版 社

（Harvard Business Publishing）、欧洲案例中心（Case 

Center，原ECCH）和SAGE出版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通

过其网络和线下平台向全球推广中国管理教学案例，将中国企

业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传播到海外商学院课堂。清华经管学院是

中国内地首个与哈佛商学院建立达成合作协议伙伴关系的商学

院，截止2017年8月31日底，已有47篇案例在哈佛商学院出版

平台上线。

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每年举办两次大型案例教学与开发

培训班。

《经济学报》

《经济学报》于2014年正式创

刊，是由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

办，清华经管学院承办的经济学科学

术性期刊。《经济学报》涵盖经济学

科的所有学科领域，发表原创性的学

术研究成果以及综述和评论性的研究

论文。秉承学术、公正的原则，倡导

独立、客观的研究，提倡严谨、规范

的方法。致力于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一

般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问题。为提高

清华大学经济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提供

了新的起点，同时也有助于加快中国

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清华管理评论》

《清华管理评论》创刊于2011年

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教育

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清华经管学

院承办并出版发行。以“思想引导变

革”为办刊宗旨，以“全球视野、中

国根基、政经智慧、人文精神”为刊

物特色，致力于传播前沿的管理思想

和企业最佳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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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支持

信息技术与服务平台

清华经管学院于2009年底启动信息战略项目，2013年完

成建设目标。项目选择国际知名的商业套装软件，采用专业咨

询队伍进行项目实施，秉承“以教授和学生服务为核心，为教

授、学生、校友和合作伙伴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的设计理

念，为用户呈现了一个集知识传播、资源共享和交流互动与服

务于一体的网络平台，为招生、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可靠、有效的平台。

信息化应用为学院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高速局域网

联接学院的两座办公楼，并可顺畅访问互联网，全部区域都有

无线网覆盖。在线讨论区供师生在进行课后学习和沟通。远程

音视频会议系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直接与国内外知名学者沟通的

机会。学院还为教学和研究提供多媒体技术及授权软件支持。

图书情报中心

清华经管学院图书情报中心同时也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经管分

馆，主要为经管学院师生提供服务，同时也为清华大学其他院系

读者提供服务。图书情报中心成立于1985年，现有面积900平

方米。馆藏经济、管理类中文图书10万多册，还有外文图书1万

余册，每年新增图书6000册左右。学院还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

订购中外文的高水平学术期刊，以及有影响力的财经类杂志和报

纸。目前每年订购的期刊、杂志有600种，其中160种为外文期

刊和杂志。

清华大学图书馆采用大馆、专业分馆、资料室的三位一体

方式，为清华大学全体读者提供服务，为了适应电子化发展方

向，大学图书馆先后购买了大量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包括国际知

名的经济与管理数据库。大学图书馆与经管学院图书情报中心还

联合订购了电子数据库并开放给大学全体读者使用。自2008年

开始，为了进一步加强电子资源建设，大学图书馆还与经管学院

图书情报中心合作购买了大量数据型数据库，逐步发展成为数字

化、研究型的现代化专业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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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学院国际组织的密切关系

AACSB

AAPBS

CEMS

EFMD

Executive MBA 
Council

GMAC

PRME

PIM

UNICON

2005 成为国际商学院合作组织（PIM）正式成员

2013 联合主办PIM 2013年会暨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2008 成为大学商学院高层管理培训国际联盟（UNICON）的会员

2011 举办UNICON2011年会

2002 成为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会员

2007 获得AACSB认证，成为中国内地首家获得AACSB认证的商学院

2012 在中国大陆商学院中率先通过AACSB认证维护

 AACSB亚太地区年会在学院举办

2017 通过第二轮AACSB认证维护

2004 参与发起并创立亚太管理学院联合会（AAPBS）

2005 第一届年会在学院举办

2006 成为管理硕士国际联盟（CEMS）伙伴成员

2011 正式加入CEMS，成为CEMS在中国的唯一成员学院

2014 战略委员会年会在学院举行

2006 成为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会员

2008 获得该组织的EQUIS认证，成为中国内地首家获得EQUIS认证的大学商学院

2011 通过EQUIS再认证

2003 成为全球EMBA理事会（ Executive MBA Coucil）正式成员

2004 亚洲区域会议在学院举行

2014 亚洲区域会议在学院举行

2008 受邀成为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GMAC）成员

2007 成为联合国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PRME）签署院校

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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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9月底，学院已与海外109所院校签署了互免学费、互认学分的学生交换合作，为清华经管学院学生提供了大量开拓国际化视

野的机会。2017年，清华经管学院向来自于本科、硕士、MBA项目学生提供超过约420个海外交换席位。

与世界顶尖商学院的深度合作

广泛的学生海外交换网络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MIT Sloan
1996年，合办国际MBA项目

哈佛商学院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1年，合办高级管理培训项目、   

合作教师交流以及案例开发等项目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
Stanford GSB
2005年，合作MBA学生交流项目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Wharton 
 1997年，合作教师交换

 2010年，合作本科学生交换项目 

巴黎HEC商学院
HEC Paris
 1998年，合作教师交流、高级管理培

训以及MBA双学位等项目

2013年，合作国际金融硕士双学位

项目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
2006年，合办EMBA双学位项目 

北美 欧洲 亚太

拉美

百森商学院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商学院

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

麦吉尔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皇后大学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

伯克利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

戴维斯加州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凯南－弗拉格商学院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密西根大学罗斯商学院

明尼苏达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里士满大学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

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意大利博科尼商业大学

哥本哈根商学院

西班牙ESADE商学院

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

巴黎HEC商学院

西班牙企业学院

鲁汶大学

伦敦商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

挪威商业学院

亚琛工业大学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

科隆大学

曼海姆大学

苏黎世大学

维也纳经济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印度商学院

庆应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台湾大学管理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商学院

奥克兰大学

墨尔本大学

悉尼大学

早稻田大学

巴西FGV圣保罗商业管理学院

智利天主教大学

部分参与海外交换的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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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校友是学院的宝贵财富，也是学院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在

过去的30多年中，清华经管学院培养了2.9万多名学位项目学

生、2700多名合作学位项目学生、7万多名非学位项目学生。他

们成为学院跻身世界一流经管学院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学院通过建设校友专享的网络平台、完善校友数据库、提

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学院每年筹办校庆日校友重聚、区域性

校友日师生论坛等大型活动，组织讲座、报告、研讨会，组建

海内外各地校友分会及主题俱乐部等举措，为广大校友创造获

取新知、拓展社会资源、共建合作渠道、互助职业发展的机

会。学院还通过《清华经管学院校友电子通讯》电子杂志并借

助新媒体工具向校友传递信息。

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

组织结构

本科校友会 博士校友会 硕士校友会按照项目

上海校友会 深圳校友会按照地区

按照领域

香港校友会

欧洲校友会

•  英国校友会

•  法国校友会

•  德国校友会

东南亚校友会

•  新加坡校友会

东北亚校友会

•  日本校友会

•  韩国校友会

北美校友会

•  美东校友会

•  美西校友会

•  加东校友会

•  加西校友会

互联网协会 创业联盟 读书协会

MBA校友会 EMBA校友会 高管教育校友会

四川校友会

辽宁校友会 

摄影协会 户外协会 足球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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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发展

清华经管学院的发展离不开海内外企业、社会各界人士及校友的支持和帮助。学院募集的资金主要用来支持学院人才

培养、教学科研、师资建设等各方面工作。根据学院的发展需要，按照捐赠用途设立的项目包括：

讲席教授

教师发展基金

研究中心和研究基金

基础设施建设

奖助学金

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学术会议

学生（校友）活动

实物捐赠

永久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苹果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刘文采

弗里曼基金会

霍顿·弗里曼

美国泛大西洋投资集团

郭台铭

鸿海科技集团

艾文·雅各布

亨利·克拉维斯

李泽楷

百事公司

大卫·鲁宾斯坦

苏世民

苏世民教育基金会

史带国际基金会

清华经管学院MBA校友会

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校友会

苏黎世保险集团

定期

安盛集团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易安信电脑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伟创力制造（香港）有限公司

联想集团

李泽楷

可口可乐公司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用罄）

溢达集团

高盛慈善基金

美林集团

讲席教授席位捐赠者

特定用途

其他项目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 北京 100084
Tel: 86 10-6278 5515
Fax: 86 10-6278 5876

获取更多信息，
请扫描二维码，登录清华经管学院官网。

http://www.sem.tsinghua.edu.cn

使命

创造知识  培育领袖  贡献中国  影响世界

愿望

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

核心价值

正直诚实  敬业尽责  尊重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