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获取项目信息，欢迎垂询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地址：北京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 241 室，邮编 100084
电话：86-10-62794227 / 62789683
传真：86-10-62789821
邮箱：finmba@sem.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学城清华校区 B 座 201 室，邮编 518055
电话：86-755-26036876 / 26036954 / 26032690
传真：86-755-26036887
邮箱：finmba@sz.tsinghua.edu.cn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清华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泽祥街 12 号香港中文大学郑裕彤楼 743 室，FMBA 办公室
电话：852-39439755（北京班）/ 852-39435980（深圳班）
传真：852-26037871
邮箱：finmba@cuhk.edu.hk

中文网址：http://fmba.sem.tsinghua.edu.cn
英文网址：http://www.bschool.cuhk.edu.hk/mba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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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财务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http://fmba.sem.tsinghua.edu.cn

国内首个金融 MBA
专注培养金融行业未来领航者
清华 - 香港中大 FMBA 是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发挥各自专长合
力打造的国内首个金融财务 MBA 项目，旨在培养既熟悉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视野，兼备
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和扎实的金融理论基础的金融行业未来领航者。

国内首创的金融 MBA

世界顶尖的师资力量

2000 年，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前瞻到中国金融行业的

项目汇集了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学界、业界的众

快速发展和深刻变革急需高质量的金融人才，尤其是能够使

多专家学者。他们大多为各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不但

现代金融理论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于是利用两

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先进的教学理念，且对中国及国际

校在相关领域的优势，合作创办了国内首个金融 MBA。

金融行业运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与时俱进的课程设置

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

课程设计既着眼飞速变化的全球金融市场，又紧密贴近变

两校拥有丰富的藏书和先进的数据查询系统，可迅捷有效

革与发展中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践。项目设置五大模块课

检索国内外各类资讯。此外，项目定期邀请海内外成功企

程，拓宽金融知识，提升管理技能，开拓全球视野，领略

业家、金融行业监管部门、金融企业高管等行业资深人士

技术前沿。

与学生座谈交流。

遍布全球的校友网络

灵活自主的招生方式

项目创办以来，已培养出近两千位校友。他们活跃在银行、

项目采用国际商学院通用的申请 - 审核制招生方式。考生

证券、基金、保险、信托、投行、PE/VC 等金融及相关行业，

需提交申请资料，参加由两校组织的自主面试和笔试，考

并已日渐成为国内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此外，

核通过后获得录取资格。入学重在考察学生的基本素质和

项目毕业生同时成为清华和香港中大两校校友，连接两校

培养潜力，无需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庞大的校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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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校三院倾力打造
北京、深圳两地开设教学点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是香港地区首家创办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院校，也是亚洲首批获得国
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 International）资格认证的商学院。中大亦同时获得工商管理
硕士协会（AMBA）的认证。作为香港工商管理教育的先驱，中大的 MBA 与 EMBA 项目
享有很高的声誉。根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的排名，中大 MBA 项目多次被
评为亚太区第一名，EMBA 项目排名一直位居全球前二十五名（2001-2014）。除了拥有
高质素的教学水平外，中大商学院的研究水平也位居世界的前列，研究成果受到学界及商
界的高度重视及广泛好评。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于 1984 年，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教授曾担任首任院长。清华
经管学院以“创造知识、培育领袖、贡献中国、影响世界”为使命，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国际交流等方面保持国内领先水平。清华经管学院是中国内地率先获得 AACSB 和 EQUIS
两大全球管理教育顶级认证的商学院。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

陈家乐
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院长

处设在清华经管学院。2015 年清华 EMBA 国际项目排名全球第一，是中国内地商学院教
学项目首次登顶此项排名。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是香港工商管理教育的领头羊，早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率先与中国内地的机构合作培训管理人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成立于 2001 年，座落于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深圳大学城。现有生命
与健康、能源与环境、信息科学与技术、物流与交通、先进制造、社会科学与管理、海洋
科学与技术七个学部，并设有海洋技术研究中心、港澳研究中心、CMI 医院管理研究院。

才，多年来积极推动国内的商学教育事业发展，并肩负起
培育具环球视野金融专业人才的重责。香港中文大学与清
华大学合作开办的首个金融财务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汇集
了两校及业界多名专家学者。项目现已培养出逾千名的商

清华大学深研院继承清华传统，发扬深圳精神，旨在建成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

界精英，在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化，以及海外企业进军中国

性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技创新基地。清研院已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香港地区等海

拓展业务的过程发挥重要的作用。衷心希望在两校的通力

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密切合作，进行研究生培养及高水平学术研究。

合作下，继续发挥自身的互补优势，把课程办得更具特色、
更富成果，继续为国家经济与金融改革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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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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颖一
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康飞宇
教授，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

中国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深刻变革急需高质量的金融人

清华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在深圳举办的金融财务工商

才，尤其能够使现代金融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复合型

管理硕士学位项目，为珠三角、特别是为以金融为支柱产

人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作为国内经济、金融、管理

业的深圳特区培育了大批国际高端的金融管理人才，满足

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学府，对此肩负着光荣的使命。自 2000

了市场对高层次金融、财务管理人才的需求，为中国华南

年以来，清华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紧密合作，通过金融财

地区、包括港澳两地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务 MBA 项目为我国的金融事业共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金
融管理精英，同时该项目也成为中国教育事业国际化及内
地与香港的大学成功合作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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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年精打细磨
造就最懂中国的金融 MBA 课程
项目学制

两年

上课时间

周六、周日全天

授课语言

中文为主，辅以
英文课件

毕业要求
授予学位

修毕学分
成绩合格
香港中文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必修课程
1.5 分

行为金融学概述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Finance

1.5 分

投资策略与实践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Practice

3分

公司金融
Corporate Finance

3分

金融学原理
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Economics

修毕 27 学分

修毕 15 学分

选修课程

3分

会计学基础 - 以财务报表分析为主
Fundamental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1.5 分

大中华资本市场与公司理财
Capital Markets and Corporate Financing in Greater China

1.5 分

资本证券化和结构金融
Securitization and Structured Finance

3分

经济学
Macro and Micro Economics

1.5 分

中国经济与金融
China Economics and Finance

1.5 分

证券分析
Security Analysis

3分

市场营销
Marketing

1.5 分

中国公司法与证券法
Company Law and Security Law of China

1.5 分

数字营销新生态
Special Topics in Digital Marketing

3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1.5 分

金融数据建模与分析
Financial Data Modeling and Analysis

1.5 分

财务专题 : 金融中的人工智能
Special Topics in Finance: AI in Finance

3分

创业金融实践
Entrepreneurship in Finance

1.5 分

固收证券
Fixed Income

1.5 分

财务专题 - 国际金融
Special Topics in Finance - Global Finance

3分

香港实地考察
Field Study in Hong Kong

1.5 分

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1.5 分

财务专题：国际政治经济
Special Topics in Fina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5 分

保险与风险管理
Insur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1.5 分

城市和房地产经济
Urban and Real Estate Economics

选择主修课程

修毕 6 学分

3分

商业银行管理
Commercial Banking

1.5 分

互联网金融
Internet Finance

3分

专题指导研究 - 中国金融问题与挑战
Directed Research - Contemporary Issues in China Finance

3分

策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1.5 分

兼并、收购与财务重组
Merger, Acqui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rporate Finance

3分

海外金融机构考察
Overseas Field Study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3分

衍生品市场及金融工程
Derivatives Markets and Financial Engineering

1.5 分

房地产金融
Real Estate Finance

3分

小组报告
Group Report

3分

组织与领导
Leading Organizations

1.5 分

房地产投资分析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alysis

（只限未能参加香港实地考察的个别同学选修）

注：最终课程设置以大学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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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业界顶级师资
既熟稔金融之术，又深谙管理之道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及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清华经管学院实践访问教授

英国伯明翰大学金融学博士

美国杜克大学经济学博士

高盛集团亚洲银行、三商美邦人寿与朗廷酒店集团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系副教授

独立董事

中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国家外汇管理局前总经济师

金融财务 MBA 项目主任

前高盛集团合伙人，首创高盛在亚洲的创业风险投资

曹远征

黄国波

刘民

林夏如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

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系副教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党委书记

金融财务 MBA（北京）学术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学系教授

高建

张陶伟

马旭飞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博士

清华大学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主任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

金融财务 MBA（深圳）学术主任

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副教授

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

孔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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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太量

张晓泉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清华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联合研究中心
副主任

施康

Tsinghua University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BA Program in Finance

11

全球智库，清华开讲
全面拓展国际视野与宏观视角

吉姆 • 布雷耶
Jim Breyer

鲍达民
Dominic Barton

劳埃德 • 布莱克费恩
Lloyd C. Blankfein

薄睿拓
Carlos Brito

李彦宏
Robin Li

李荣融
LI Rongrong

刘明康
LIU Mingkang

刘士余
LIU Shiyu

布雷耶资本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

麦肯锡公司董事长
兼全球总裁

高盛集团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

百威英博全球首席执行官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原主任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原主席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党委书记

常振明
CHANG Zhenming

蒂姆 • 库克
Tim Cook

迈克尔 • 考伯特
Michael L. Corbat

杰米 • 戴蒙
Jamie Dimon

楼继伟
LOU Jiwei

安东尼克 • 卢克希奇
Andrónico Luksic

马云
Jack Ma

马化腾
Pony Ma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

摩根大通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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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卢克希奇集团董事长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威廉 • 福特
William E. Ford

冯国经
Victor K. Fung

克里斯多夫 • 高尔文
Christopher B. Galvin

卡洛斯 • 戈恩
Carlos Ghosn

埃隆 • 马斯克
Elon Musk

萨提亚 • 纳德拉
Satya Nadella

卢英徳
Indra K. Nooyi

布莱恩 • 罗伯兹
Brian L. Roberts

美国泛大西洋投资集团
首席执行官

冯氏集团主席
利丰有限公司荣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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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诺日产三菱汽车董事长
兼 CEO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
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

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

百事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康卡斯特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郭台铭
Terry Gou

莫里斯 • 格林伯格
Maurice R. Greenberg

何晶
HO Ching

出井伸之
Nobuyuki Idei

罗睿兰
Ginni Rometty

大卫 • 鲁宾斯坦
David M. Rubenstein

苏世民
Stephen A. Schwarzman

孙正义
Masayoshi Son

富士康科技集团创办人
兼总裁

美国史带金融财团董事长
AIG 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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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 公司董事长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
联席首席执行官

黑石集团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兼共同创办人

软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裁

艾文 • 雅各布
Irwin Mark Jacobs

穆泰康
Muhtar Kent

亨利 • 克拉维斯
Henry R. Kravis

李泽楷
Richard Li

约翰 • 桑顿
John L. Thornton

范伯登
Ben van Beurden

周小川
ZHOU Xiaochuan

马克 • 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高通公司创始人
兼荣退首席执行官

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

KKR 投资集团联席董事长
兼联席首席执行官

盈科拓展集团主席
兼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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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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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公司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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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本讲坛是 FMBA 项目办为学生组织的高端学术论坛，该论坛由行业内著名人士担纲

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由知名企业家、商学院院长、知名学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顾问委员
走进课堂

以及我国政府及财经部门领导人组成。“顾问委员走进清华经管课堂”是顾问委员与学生
之间的小班讨论，近距离对话。学生有机会与世界一流的企业家和投资家交流。

国际资本讲坛

发展、财政税收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金融改革、对外开放与交流、粮食流通、农业
发展、城市管理与建设、住房改革、政府机构和职能转变以及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等专题

清华大师课

进行交流。目前已开设中国机构化买方投资行业概述、基金投资与行业分析、中国金融卖
方机构与金融前沿、互联网金融四个主题课堂。

午间同学分享活动由 FMBA 同学自发组织，由同学中来自不同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利用

午间同学分享

14

的创业和管理经验，以及对人生的思考。讲堂旨在加深学生对中国民营企业、改制的国有
企业及跨国公司的企业家和管理者的理解，并激发学生的企业家精神。

清华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课程的午休时间与班上同学进行经验分享，有助于大家更好的了解不同行业的发展状况，
把握当今的发展趋势。

清华企业家讲堂邀请富有远见、卓越创新能力和领导力的商业领袖为主讲嘉宾，分享他们

清华企业家
讲堂

题为大家做学术分享。

展开。

课程将金融行业的优秀校友和杰出人士引入课堂，面对面地向学生讲授实务知识并与学生

中国金融
实务课堂

思考。

FMBA 项目办将定期邀请清华大学各个领域的知名教授针对其研究领域并结合当今热点问

课程邀请著名学者和专家担任主讲嘉宾，分别围绕教育思想、宏观调控、搞好企业、产业

朱镕基经济管理
理论与实践

讲师，为学生带来行业热点问题的解析，提升对金融行业的认知，引发对行业热点问题的

行业交流
沙龙

行业交流沙龙由 FMBA 同学会秘书处组织，邀请 FMBA 在各个领域的杰出校友与同学进
行分享交流，深入探讨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潜力，剖析市场机遇与挑战。

Tsinghua University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BA Program in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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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金融行业精英
收获金融领域最强朋友圈

以清华 - 香港中大 FMBA2017 级为例

平均工作年限

硕士以上学历

中级以上管理者

来自金融相关行业

荆林峰，FMBA2017 北京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首席战略官

学员感言

金融和实业联系密不可分，金融领域更多情况是从战略角度去思考问题，同时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离不开金
融知识；因此深感自己需要加强金融相关知识的学习。

刘程，FMBA2015 深圳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我发现将自己过去的工作实践经验与 FMBA 课程的理论及技能培训相互结合，在学习的乐趣中让我有了全
新的眼光和思维模式，让我更加充满信心去从容应对未来的挑战。

杨鸿雁，FMBA2014 北京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FMBA 项目使我不仅掌握了金融财务的相关知识，更学会了一种思考方式，并将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取
得了更好的成绩，“看得明白、想得清楚、有作为”是读书的收获。

董东，FMBA2013 深圳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部总经理
FMBA 的 F 也可以代表 Friends（朋友），在项目中，大家可以收获非常纯粹的同学情谊，而给力的校友
会活动也保证了大家的感情在即使离开了项目后也能不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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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金融财务 MBA
申请流程
在线申请

报名材料

通知入围

面试笔试

拟定结果

材料复核

正式录取

确认入学

01

报名表（在线填写）
网址：http://apply.sem.tsinghua.edu.cn/user/login/fmba/24

02

学历、学位证明
教育背景中的所有学历都应提供，在线提交扫描件，面试时查验原件。若学校合并或名称变更，应
提供更名证明。

03

大学成绩单
在线提交教育背景中所有学历的成绩单扫描件，其中一段学习经历需提交成绩单原件。
学历在中国大陆获得，成绩单需加盖大学公章（学校教务处或档案馆公章，院系公章无效），密封
并在封口处盖章，参加面试时提交。学历在境外或港澳台获得，成绩单需由毕业院校直接邮寄至香
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 MBA 项目办公室。

招考方式

04

采用国际通用的 MBA 申请制度，自主招生的方式，重在考察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择优录取（无需
参加全国 MBA 联考）。

英语成绩
GMAT/TOEFL/IELTS 成绩单原件任一（原件须由相关机构直接寄往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 MBA 办公
室）。申请人符合豁免条件，可无需提供此项证明。

申请人需通过由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两校共同命题的笔试、面试。

收费标准

05

两封推荐信
建议选择两位推荐人撰写推荐信。推荐人可以是现任领导或以前的领导，也可以是自己的导师等。

由本项目组织的相关考察活动等可能涉及的额外费用由学生自行负担。

06

个人彩色证件照
半年内个人免冠彩色证件照。

07

其他证明自己实力的证书或文件

学历学位要求：申请者应具有国民教育序列本科学历学位；

2018 年学费为人民币 39.8 万 ( 暂定 )。学费每学年入学注册时缴纳，可分两次缴清。费用包括听课费、教材
案例和讲义费等。注册后，学生因任何原因自行退出学习，或因违纪而被开除，不予退还学费。学习期间，

入学条件

其他希望展示给评审老师的材料。

工作年限要求：申请者应具有大学毕业后三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硕士及博士毕业两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英语成绩要求：申请者需提交有效期内的英语成绩证明：GMAT (Verbal 21) / TOEFL（Internet-based 79）/
IELTS（6.5）。申请人若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可获豁免此要求。
- 拥有七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 持有香港地区院校颁授的认可学位；
- 持有以全英语为授课语言的认可学位（若学位在非英语国家获得，必须提交大学教务处发
出证明其学位的全个学习期为英语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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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限于本手册制作时间等原因，清华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 MBA 项目有权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更改本手册内容。学生提交报名申请后，已
构成对上述权利的承认。项目最新动态请通过电话或网络查询，恕不另行通知。

Tsinghua University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BA Program in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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