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方案及工作日程
(专业：金融硕士、工商管理硕士、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商务分析硕士)

复试方案
一、 指导思想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选拔，按需招生，
宁缺毋滥，确保招生质量。
二、 组织管理
招生领导小组成员：
徐心、刘淳、迟巍、刘登攀、李丹、赵冬青、杨思群
三、 复试分数线

报考学科门类
总分

政治

外语

业务课一

业务课二

是否接受调剂

金融硕士

368

50

50

90

90

否

工商管理硕士

335

50

60

100

100

否

330

50

50

90

90

是

（专业）

清华大学-哥伦
比亚大学商务分
析硕士

备注：
1.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金融/工商管理/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商
务分析硕士考生（报考专业代码前两位不是“ 07” 、“08” 、“10”）要求同时满
足满分100分科目单科成绩不低于 50分；满分150分科目单科成绩不低于 80分；总
分不低于325分。 或者，依据所报考院系（专业）复试分数线，总分线降5分，单科线不
降。两项分数政策不可同时享受。
2.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考生：金融 /工商 管理/清华大学-哥
伦比亚大学商务分析硕士考生（报考专业代码前两位不是“ 07”、“08” 、“ 10” ）
要求同时满足满分 100分科目单科成绩不低于50分；满分150分科目单科成绩不低

于80分；总分不低于 325分。 或者，按照所报考院系（专业）复试分数线，总分线降10
分，单科线不降。两项分数政策不可同时享受。
四、 复试
1. 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满分为100分，由学院统一组织考试。
2. 面试：按报考学科门类进行面试。面试采取口试的方式。面试时将核查考生的
准考证和身份证件，重点考察考生的专业素质、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思
想状况、英语交流能力等。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20分钟，满分为 100
分。
五、 录取
1. 所有拟录取考生都必须经过复试。
2. 总成绩计算方式：
a)金融硕士：总成绩＝初试总成绩＋复试笔试成绩＋面试平均成绩×4
b)工商管理硕士：总成绩＝初试总成绩＋复试笔试成绩×2＋面试平均成绩 ×3
c)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商务分析硕士：总成绩＝初试总成绩＋复试笔试成绩×2＋面
试平均成绩×3
3. 严格按考生总成绩排名，择优录取。
4. 复试中，面试成绩小于60分者；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及体检结果不合
格者，视为复试不合格，均不予录取。
5. 复试结束后，凡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
六、 其他说明
1. 学习期满并达到所在专业和学位要求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将获授两证
（毕业证书，专业学位证书）。
2. 清华大学不允许研究生同时攻读两个及以上学位，也不允许研究生同时有两个
及以上学籍。
3. 凡弄虚作假、违反考试纪律 的考生，我校不予录取，并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复试工作日程
一、

复试期间考生体检（ 详见页面下方附件）

二、

资格审查，提交面试材料。

1. 时间
a) 金融硕士：3 月 14 日下午 14:00-16:00
b) 工商管理硕士： 3 月 15 日下午 15:00-17:00
c) 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商务分析硕士： 3 月 13 日上午 9:00-11:00
2. 地点：清华经管学院伟伦楼 241/243 室
3. 提交材料：
（1） 初试准考证；
（2）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3） 毕业证书（应届生带学生证）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4） 大学期间中文成绩单原件或档案中中文成绩单复印件（加盖档案单位红章）；
（5） 考生中文自述 5 份（约 1000 字左右，包括个人介绍和职业规划）；
（6） 中英文个人简历各 5 份（限一页 A4 纸）；
（7） 退役义务兵需提交《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复印件；
（8）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需提交《报考 2018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
计划研究生考生登记表》
；
（9） 考生认为其他必要的补充资料。
其 中 清 华大 学 -哥 伦比亚 大 学 商务 分 析双 硕 士学 位 项 目 考 生 还需 提 交以 下 材 料：
（1）

大学期间英文成绩单原件或档案中英文成绩单复印件（加盖档案单位红

章）；
（2）

调剂申请表；

（3）

考生英文自述 5 份（不超过 300 字，陈述为什么选择申请本双学位项目、

本人相关背景（包括学业、实习、研究等）以及未来职业规划）；
（4）

三位专家（具有副教授或以上职称、或在其职业领域有较高造诣的资深人

士）推荐信，语言为英文或中英文双语对照。推荐信须由推荐专家密封并在封
口处签字；
（5）

GRE 成绩与 TOEFL（或 IELTS）成绩。请向 ETS 组织或 IELTS 组织机构申请

邮寄官方 TOEFL 或 IELTS 成绩单至项目办公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
241/243）。TOEFL（或 IELTS）应为 2016 年 3 月 1 日之后成绩，GRE 应为 2014
年 3 月 1 日之后成绩。寄送英文成绩的项目代码为：TOEFL:B520，GRE:7377/7590。
参加复试的考生须缴纳 100 元复试费，由考生通过网上缴费平台
（yz.tsinghua.edu.cn）在复试前完成缴费。缴费后因各种原因未参加复试者，已支
付的复试费不退。已经缴纳复试费的考生，参加校内调剂复试不再重复收费。
复试结束后，凡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
三、

复试（复试时请携带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

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专业名称

金融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商务分析硕士

专业综合

专业综合

专业基础

（含公司金融和投资学）

（管理学原理）

（含数学、概率、统计等）

笔试时间

3 月 14 日 18:30-20:30

3 月 16 日 9:30-11:30

3 月 13 日 15:00-17:00

笔试地点

清华经管学院舜德楼 101

清华经管学院伟伦楼 407

清华经管学院伟伦楼 406

笔试科目

面试时间及
具体时间地点资格审查时通知
地点

考生请于笔试开始前 15分钟入场，考试开始后15分钟停止入场。面试请携带本
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提前 30分钟到达等候教室等候，提前 10分钟到达面试教
室门口等候。
四、3月中下旬
五、4月中旬

教育部公布全国录取分数线后进行调剂、转材料。
公示拟录取名单

（详见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 http://yz.tsinghua.edu.cn/xxfbIndex.jsp）
六、5月中下旬

发调档函或录取协议

七、6月中下旬

发录取通知书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项目办公室
2018年3月12日

附件
2018 年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体检通知

一、2018 年 3 月 15 日、18 日任选一天，体检的当天，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楼门诊大厅门口领
取体检表，请将体检表上、下两联的姓名、性别、年龄、报考院系、报考类别、联系电话等一
般项目逐项填写清楚，贴上照片（近期一寸免冠照片，黑白彩色不限）。
二、体检时间及安排（抽血、体检同步（在校医院内））
（1）2018 年 3 月 15 日 上午 7：00-9：00
（2）2018 年 3 月 18 日 上午 8：00-11：00
注意事项：体检当天需空腹抽血；体检前一天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不要饮酒，清淡饮食，
务必准时到校医院参加体检（过期不候）。
体检项目指引：（体检顺序不限）
一楼：门诊大厅门口→发表、收表；收费处→交费；外科诊室→男外科；
一楼骨科楼道口→尿检；放射科→打印放射科条形码，拍胸片
二楼：会议室→抽血；内科门诊→内科； 妇科门诊→女外科；
儿科、专家门诊→血压
四楼：放射科→打印放射科条形码，拍胸片
注：拍胸片检查前必须凭姓名及准考证号后十位领取条形码，方能检查。
三、体检收费共 126 元。（因为刷卡机少，请同学们尽可能准备好现金）
四、清华大学医院地址：
（1）进清华大学西门向前第一个十字路口，左转向前 200 米，近春园旁即是。
（2）进清华大学二校门向前左转，经过第二教学楼向西 500 米近春园旁即是。
五、咨询电话：62797647 徐大夫、王大夫。

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清华大学医院
2018 年 3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