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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

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2014年4月26日在建院三十周年师生校友重聚共叙活动上揭

牌成立。按照教学项目，学院成立了本科校友会、博士校友会、硕士校友会、MBA 

校友会、EMBA校友会和高管教育6个校友会；按照国内区域，学院在上海、深圳、

四川、辽宁、湖北、重庆、云南7个校友会；结合学院全球化战略部署，在海外按照

区域，先后成立了香港、东南亚、北美、欧洲和东北亚校友会；同时，按照兴趣、

行业，学院还成立了读书、摄影、户外、足球、创业、金融、房地产、互联网等协

会。学院各校友组织在学院校友会的统一协调下，彼此促进，共创价值。

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秘书处设立在学院校友发展中心（地址：清华经管学院伟

伦楼116室；电话：010-62792988；邮箱：alumni@sem.tsinghha.edu.cn），每年

通过组织校庆日校友返校、各地校友日、主题丰富的校友座谈会、校友导师计划、

校友采访、各行业兴趣协会等活动，广泛联络校友。并通过校友网、微信和微博平

台、以及后台数据库，建立和完善学院与校友的信息纽带。

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将在学院的领导下，在清华校友总会的指导和帮助下，发

挥更大作用，为学院迈向世界一流经济管理学院做出更大的贡献。

1

钱颖一

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会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高建

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副会长
清华经管学院党委书记
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

（经博1992）

教方兴

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秘书长
行政事务院长助理
校友发展中心主任
 （MBA2008）



清华经管学院校友毕业服务手册

校友享有哪些服务

一、校友邮箱

1996年以后入学的校友，入学后即开通了清华经管学院邮箱，邮箱地址格式为：

xxxy.nn@sem.tsinghua.edu.cn（nn代表入学年份，如2014年入学，nn为14）。学

院为校友终生保留不限容邮箱。

在校时没有经管邮箱的校友和已经长期没有使用经管邮箱的校友在清华经管学院

主页上用校友账号登录（具体登陆方法请参见下文），点击“我的主页”—“个人设

置”中的“我的基本信息”，在“校友自助信息维护”页面填写详细的个人信息，并

将身份证号附在个人简介中，致电010-62792988或发邮件到alumni@sem.tsinghua.

edu.cn，经校友发展中心确认后，由学院信息办公室为您开通经管校友邮箱，并以邮

件通知您本人。

邮箱开通后，登录清华经管邮件系统http://mail.sem.tsinghua.edu.cn，可将

“邮箱设置”项中的“自动转寄”功能开启，把信件设转到您常用的电子邮箱，或者

在“邮箱大师”APP中添加邮箱，就可以方便快捷地使用校友邮箱了。

校友邮箱在使用中如遇问题，请向学院信息办公室（010-62782190）咨询。

邮箱登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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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友卡

清华校友总会2018年首次为毕业生发放清华大

学校友卡，校友卡的应用范围包括：校门门禁身份

识别、校图书馆门禁身份识别、凭校友卡享受清华

大学艺术博物馆校友优惠门票、凭校友卡校庆期间

清华大学校内交通车免费、参加各类清华校友活动

的身份识别等功能。

校友卡采取集体申办的方式办理。本科校友按

照年级统一申办（请本科毕业离校的校友找各班年

级理事领取校友卡）；研究生校友按照院系统一申

办；每年六月为当年的毕业生集中办理。每位校友

限办理一张校友卡。

三、查询同学、校友信息

1、登录校友内网：

进入清华经管经管学院主页www.sem.tsinghua.edu.cn右上方“用户登录”窗

口登录，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

用户名和密码：

2009年及以前的毕业生：新校友网的账号和初始密码与原校友网相同，一般为经

管邮箱用户名(即@前面的部分)。在原校友网中若已修改过密码则沿用修改后的密码。

2010年以后的毕业生，新校友网的账号为经管邮箱用户名(即@前面的部分)，初

始密码为学号，登录后可以修改。

如有任何账号、密码的问题请联系经管学院信息办公室：

 (it_support@sem.tsingha.edu.cn，010-6278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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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询校友信息：

校友登录后，在校友网“我的主页”左下方“查询校友”板块中可输入待查询的

校友姓名精确查找校友。也可输入常驻城市、公司名称、公司行业等信息进行模糊查

询。输入适当的条件，点击“搜索”，将会分页显示出符合条件的校友(显示的最大条

目数为300)。点击校友的姓名，可以查看该校友的联系方式和工作信息。

3、更新个人信息：

为了学院能与您保持长期联络，还请您经常维护您的个人信息，具体方法如下：

登录校友网后，点击左侧“个人设置”中的“我的基本信息”，可进入“校友

自助信息维护”页面，将“基本信息”、“邮寄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

件”、“工作信息”各项逐一详细填写后，点击左下角的“保存”(必填项为空时，页

面会有提示，将无法保存信息)。

设置个人信息公开项：点击 “我的基本信息”，在“基本信息”下方点击“个

人私密信息设置”按钮，逐项设置信息的公开对象，然后点击“保存”。其中没有选

择“全体校友可见”的项，信息不会在其他校友搜索时公开。

当您的个人信息发生变化时，请及时登录校友网修改，以便校友发展中心能够与

您保持联系，提供服务。

个人设置——我的基本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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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图书馆资源

清华经管学院图书馆共收藏有中文图书7万余册，西文图书近1万1千册，每年订

购中外文专业期刊530余种，并完整、系统地收藏了学院自1979年以来的全部学位论

文，再加上学校图书馆订购的大量经管、管理学科的电子资源，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满

足学院师生的专业文献需求。

在毕业离校后，经管校友仍旧可以利用学院图书馆的宝贵资源。只要携带身份

证，向图书馆老师报出自己的姓名，经网上核实校友身份后，即可进馆阅览。具体阅

览须知请登录清华经管学院主页（www.sem.tsinghua.edu.cn）查询（学院主页左侧

栏下方“学术资源”——“图书馆”）。

此外，所有清华校友可凭校友卡或校友龙卡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入清华大学图

书馆参观或查阅资料，与清华在校师生同样使用文献信息服务（但不可外借图书）。

有关“校友龙卡”的办理及使用范围，请咨询清华校友总会（010-62796279），或登

录清华校友网（http://www.tsinghua.org.cn//alumni/） 查询（清华校友网主

页——导航条“校友服务”——“校友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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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回馈母校

一、成为校友导师

1.本科生“领军计划”校友导师

“领军计划”是2012年清华大学本科自主招生工作中实施“新百年计划” 的组

成部分，面向志向远大、追求卓越、品学兼优、素质全面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对于

“领军计划”入选学生，学校要求“为每位学生配备‘双导师’，即一名所在院系

专业老师辅导课程学习，一名所在院系毕业的成功校友指导个人发展。经管学院在

“领军计划”的基础上，将校友导师指导学生的范围扩大到全体本科新生。

2.研究生“校友导师计划”

研究生“校友导师计划”于2016年5月29日在清华经管学院正式启动，至今已招

募两届校友导师。

3、MBA校友导师计划

清华MBA校友导师计划(Alumni Mentorship Program，简称AMP)2007年启动

以来，累计超过1270人次校友参加，受益学生3600余名。2013年开始，来自清华大

学各院系的校友导师采用按照班级分组，根据各班同学的需求配备行业导师，集体

指导和分组交流相结合，与母校互通共享资源，拓展校友参与渠道，精细化服务于

学生和校友的需求，以大学中商学院强大的高端就业资源优势，为MBA学生提供坚

实的职业进阶平台。

二、参与《人生发展与职业规划》课程

清华经管学院一直致力于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以及成长规划等方面的

软性教育。为了引导本科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成长意识，学

院教学办公室与校友发展中心共同组织，从2008年秋季学期起，连续开设《人生发

展与职业规划》课程，邀请来自政府财经主管部门、大型企业、金融机构、专业服

务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处在不同阶段的创业者、高校学者等优秀校友，通过他们的

人生成长的回顾与职业发展的反思总结，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掌

握一定的职业规划技能，为明天的长足进步做好准备。

三、捐赠

6



www.sem.tsinghua.edu.cn
alumni.sem.tsinghua.edu.cn

校友捐款率是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反映了学校的凝聚力和校

友对母校的认同程度。由经管校友发起设立的“清华经管研究生新星基金”、“清

华经管栋梁基金”、“经管校友年度捐款”在为学生拓宽国际化视野、提升全面素

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校友捐款可通过校友网在线捐赠或直接汇款两种方式

进行，下面是清华经管学院的校友捐赠账户：

1、在线捐赠

为方便校友回馈母校，校友网开通了在线捐赠功能。步骤如下：

(1)校友登录校友网：alumni.sem.tsinghua.edu.cn 

(2)登录后，点击导航栏中“校友捐赠”栏目，在页面右侧选择“我要捐

赠”。点击“增加捐赠”，选择捐赠项目、银行卡类别、币种，填写捐赠金额 

(注：如果校友捐赠数额超过人民币5000元，请直接与校友事务办公室联系，由

工作人员协助完成捐赠)；若需要发票，则在对应选择框里打勾，填写个人联系

信息后，点击“支付”，即跳转至网络支付平台。

(3)支付完成后，您可以在校友网“我的主页”-“常用功能”-“在线捐

赠”页面看到自己的捐赠情况。

(4)校友捐款后，可致电校友发展中心（010-62792988），查询捐赠到款情况。

2、直接汇款

【国内】 

(1)异地汇款（电汇、信汇）、本市转账

户  名：清华大学

开户行：工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

帐  号：0200004509089131550 

（请注明“经管学院___级校友某某向清华经管学院捐款___元(人民币）”）

(2)自带汇票（异地）、自带支票（本市）

户  名：清华大学

开户行：工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

帐  号：0200004509089131550 

（请注明“经管学院___级校友某某向清华经管学院捐款___元(人民币）”）

请校友汇款后，发邮件或电话与校友发展中心联系，以便于查收。

联系电话：010-62792988

邮  件：alumni@sem.tsinghua.edu.cn 

【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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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外汇（美元）账户信息如下： 

Name of Account: TSINGHUA UNIVERSITY 

Account No.: 00047108094001 

Account Opening Bank: The Bank of China, Head Office 

Address: No.1, Fuxingmen Nei Avenue, Beijing, PRC, 100818 

Swift Code: BKCHCNBJ 

Telex No.: 22254 BCHO CN 

（汇款附言（Message）栏内需注明：收款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校友发

展中心）

收款人电话：86-10-62792988； 

用 途：清华经管研究生新星基金/清华经管栋梁基金/经管校友年度捐款（选

其中一项或几项，并注明各项金额） 

捐款人：某某某

请校友汇款后，将办理汇款的银行回执（Customer Receipt）或银行的电报单

（SWIFT TABLE）扫描并发email至alumni@sem.tsinghua.edu.cn，或联系校友

发展中心010-62792988。

【发票】

需要开具捐赠发票的校友，请在与校友发展中心联系的邮件中，提供发票抬头

和详细的邮寄地址、邮政编码，便于校友发展中心寄送。

校友捐款明细将在清华经管学院校友网—“校友捐赠”栏目公布，所有捐款都

会纳入学院财务进行统一管理。校友捐款通常用于支持校友事务、学生活动及学院

的其它发展事项，对于有明确指定用途的捐赠，校友发展中心将遵照捐赠人的意愿

定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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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获得学院和校友的信息

一、校友网

新版清华经管学院校友网(alumni.sem.tsinghua.edu.cn)于2011年4月正式上

线，作为清华经管学院信息战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友网为校友们提供沟通

交流的网络平台，成为连结学院与校友的信息纽带。校友可以通过浏览校友网了

解学院校友会组织动态、校友活动通知、活动报道、校友采访、校友捐赠等方面

内容。

校友网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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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信、微博平台

“清华经管校友”微信公众平台：

                       扫描二维码关注

“清华经管校友”微博 http：//weibo.com/1989456277

三、参加校友活动

校友发展中心定期组织各种不同的校友活动，各地校友分会、校友协会/

俱乐部也不定期地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校友活动的信息将通过校友网站、

校友微信、微博、电子邮件、班级联络人等方式向校友发送。

1.清华大学校庆日：每年4月最后一个周末

活动内容：毕业/入学10年、20年、30年校友参加的“院长校友面对面” 

活动、值年校友聚会、校友论坛、年度杰出校友表彰、与学弟学妹话前程座

谈会、博士任教校友座谈会，俱乐部专题活动、校友捐赠仪式等。

校庆日校友重聚活动已成为校友了解学院发展动态、与老师、同学、学弟

学妹间沟通情谊、互学互动的重要平台和桥梁。

2.清华经管学院校友日

为加强学院与校友及校友之间的联系，增强区域校友网络的凝聚力和影响

力，从2010年起，学院在校友相对集中的地区定期举办校友日活动，向校友

们报告学院最新动态，讨论经济管理的热点话题，交流互动。

3.各地校友分会将不定期组织专题分享、沟通联谊、兴趣爱好等形式多样

的活动，并邀请各地校友参加，加强区域校友的沟通与联络。

4.校友发展中心将不定期组织校友讲坛，邀请各领域的杰出校友返校，分

享其专业领域内的观察和心得、个人成长经历、为学弟学妹的职业选择给出

建议等。

5.各校友组织、各个校友行业、兴趣协会将不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交

流、沟通联谊活动，各位校友可申请加入自己感兴趣的协会，与志同道合的

校友互助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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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联络校友会组织

各校友会组织在学院校友会的指导和协调下开展类型丰富的校友活动，相互融

合，协同合作，共谋发展。

各地校友组织联络人的联系方式如下： 

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

秘书处：校友发展中心
电话：010-62792988
Email：alumni@sem.tsinghua.edu.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1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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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项目 MBA校友会 EMBA校友会 博士校友会 本科校友会

高管教育校友会

按照领域 创业联盟 读书协会 摄影协会 户外协会

互联网协会 足球联盟 房地产协会 金融协会

创业协会 乒乓球协会

香港校友会

按照地域 上海校友会 深圳校友会 四川校友会 辽宁校友会

湖北校友会 重庆校友会

硕士校友会

云南校友会

东南亚校友会
新加坡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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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校友会
英国校友会

法国校友会

德国校友会
东北亚校友会
日本校友会

韩国校友会



清华经管学院校友毕业服务手册

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校友会

秘书长：吴欣(经1992) 
Email：xinhelenwu@hotmail.com

清华经管学院硕士校友会 

秘书长：梁植（经硕2010）
Email: liangzh.10@sem.tsinghua.
edu.cn

清华经管学院MBA教育中心（校友联络）
电话：010-62791932，62795784
邮箱：mba_alumni@sem.tsinghua.edu.cn

清华经管学院MBA校友会

秘书长：姜培兴（MBA1995）
副秘书长：龙林（MBA2007）朱明（MBA2010）
苗建强（MBA2005）丁大巍（经博2002）

清华经管学院博士校友会

秘书长：贲金锋（经双1988/经博1993）
Email：jinfeng.ben@icbcifund.com
 

清华经管学院高管教育校友会

清华经管学院高管教育中心（校友联络）
高珊珊
电话：010-62794789
Email: gaoshsh@sem.tsinghua.edu.cn

清华经管学院深圳校友会

秘书长：高雅静(经2004) 
Email：196074755@qq.com
 

清华经管学院辽宁校友会

专职秘书：肖慧
电话：18624326662
 

清华经管学院上海校友会

秘书长：郑培敏(经1989/MBA1994)
Email：zpm@realize.com.cn 

清华经管学院四川校友会

高修淼(MBA2011)
Email：6824519@qq.com

清华经管学院EMBA校友会

清华经管学院EMBA教育中心（校友联络）
冯程瑶
电话：010-62795978
Email: fengchy@sem.tsinghua.edu.cn

清华经管学院湖北校友会

秘书长: 张立斌
Email: frank@psm.com.cn

清华经管学院重庆校友会

秘书长：刘壮涛
Email：liuzht.13@exed.sem.tsinghua.
edu.cn 

清华经管学院云南校友会

秘书长：董娇
Email：alessia_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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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潘启志（EE）
Email：panqz@thida.com.cn 

各地联络部：

杭州

董富全(MBA2000)
Email：dongfq@sem.tsinghua.edu.cn

青岛

杨建立(MBA1999)
Email：1137390833@qq.com  

清华经管学院香港校友会

秘书长：章勇(FMBA2008) 
Email：ylihap@qq.com 

广州

杨斌(经1997/经硕2001)
Email：13922200538@139.com 

重庆

张普(EMBA2016) 
Email：771610513@qq.com

济南

姚旭东(MBA2001) 
Email：yaoxd@csrc.gov.cn

清华经管学院新加坡校友会

副会长、秘书长：秦铭汉（MBA2001）
Email：andrew.kinderstar@gmail.com

清华经管学院北美校友会

秘书长：泥卫东（EMBA2011）
Email：nwd@sinoesp.com

清华经管学院美西校友会

秘书长：吴大成（EMBA2011）
Email：13311015777@163.com

清华经管学院加东校友会

秘书长：李朝辉（EMBA2005）
Email：william.li@hanhaizhiye.com

清华经管学院美东校友会

秘书长：许进（经1990/经硕1995）
Email：jjinxu@gmail.com

清华经管学院加西校友会

秘书长：赖新天（EMBA2005）
Email：xintian_1111@163.com

清华经管学院英国校友会

秘书长：黄钦（经2011）
Email：huangq2.11@sem.tsinghua.edu.cn

清华经管学院德国校友会

秘书长：刘向锋（EMBA2011）
Email：michael.liu@chinalltrade.com

清华经管学院韩国校友会

秘书长：郭泽（EE16）
Email：guozeze@hotmail.com

清华经管学院法国校友会

秘书长：孙勇（EE）
Email：ssyygou@163.com

清华经管学院日本校友会

秘书长：邢岗（EMBA2015）
Email：zhoupan@3ue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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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管校友微博 http://weibo.com/198945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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