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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2018学年中，学院共毕业学生1782人，其中本科生

252人，第二学位本科生495人，硕士生（包括MBA和EMBA）

980人，博士生55人。

2017-2018学年是我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第12个学年。

这些年来，学院致力于教育改革和创新，且思且行，稳步前行，

逐渐积累，取得阶段性成果。在今年的学院年报中，我聚焦本科

通识教育和管理教育创新，并报告学院顾问委员会最新进展。

本科通识教育9年

学院于2007年起步调研本科教育，并于2009年秋季学期起

实施新的本科培养方案，已经整9年。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是学

院推动本科教育改革的两驾马车，其中引入通识教育是具有根

本性的改革。

学院新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包括“中文写作”、“中文沟

通”、“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

理”、“物理学简史”和“生命科学简史”等多门课程。

“中文写作”与“中文沟通”这两门课从2009年秋季学

期开始开设，是在清华大学乃至全国高校范围内的初次探索。

2018年5月17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宣布，清华大学将在2018级

新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程并于2020年覆盖所有本科

生。学院过去9年在“中文写作”和“中文沟通”这两门课程的

探索，为在全校开设“写作与沟通”课程提供了参考经验。

“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也是从2009级本科生

开始实施的，它的英文名称是“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同学们简称它为“CTMR”。这门课结合批判

性思维与道德伦理，为全国首创。在这门课上，同学们学习经

典著作，辩论热点问题，从提出疑问到收集证据，从逻辑推理

到考察其他可能的解释。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问经管学院本

科毕业生们一个问题：四年中经管学院的哪门课对你们影响最

大？我听到最多的回答是“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现在

CTMR成为清华经管学院的一张名片，以至于清华经管学生会下

意识地问：你对这个问题CTMR过了吗？

2018年春季学期，在“自然科学”类通识课程中，新增

加了“物理学简史”课和“生命科学简史”课。与传统的“概

论”和“导论”课不同，这两门简史课程重点介绍主要科学发

现的历史脉络，以及科学对社会的挑战、对哲学的冲击，让同

校友们、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

学们理解科学的精髓，而非公式或实验的细节。它们帮助学生

懂得科学的精神、科学的价值，以及科学的局限。

大学本科教育应该以通识教育为基础，这正在成为中国高

校的共识。不过通识教育关键在落实。学院9年来执着地、专注

地实践通识教育，坚持至今，在一个“最功利”的学院进行这

种“最不功利”的改革，走到今天，实属不易。今年7月4日，

学院发布“‘中文写作’和‘中文沟通’课：清华经管学院九

年思索与实践”一文，总结这两门课程九年来的经验。7月5

日，我在清华生命学院毕业典礼演讲中，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为主题，介绍了学院的“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

以及“生命科学简史”和“物理学简史”课，引起广泛关注。7

月8日，在经管学院毕业典礼上，著名物理学家潘建伟以“科学

的价值”为题做毕业典礼演讲，获得热烈反响。这是自2010年

举办学院毕业典礼以来第一位科学家应邀演讲。

清华x-lab创意创新创业教育5年

在2011年MBA教育在中国开启20周年之际，学院开启探索

管理教育创新。经过两年的调研，2013年4月25日，学院联合清

华校内十几个院系，牵头创建清华x-lab，至今已经有了5年的实

践。今年6月14日，我在武汉举行的第八届“中国管理研究国际

学会（IACMR）2018年会议”的“院长论坛”上以“商学教育

创新的思与行：清华x-lab五年历程”为题的演讲，受到与会听

众的高度认可。

从一开始，我们就把清华x-lab定位于创意创新创业的教育

平台。之所以把创意放在创新之前，就是为了体现我们关注创

新思维和能力的培养。这些年来，从清华x-lab中走出了一些出

众的创业企业，但是，清华x-lab的定位始终是以育人为中心，

而不是以育项目为中心。

清华x-lab打破了传统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的教育模式，精

心建设了三个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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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生的教育平台。它提供本科优秀创业人才培养计

划、本科管理学第二学位创新创业领导力方向、研究生创新力

提升证书等教育项目。这些项目的价值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

融合校内多种学科，包括目前清华x-lab的共建院系15家，覆盖

理科、工科、医科、文科、艺术等院系。二是整合校外各种资

源，包括校外的专业机构、投资机构、清华企业家协会、清华

院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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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园、清华控股和旗下企业。三是提供商业模式和社会价值实

现的方式和路径。

第二，团队的培育平台。我们注重对团队早期创业模式，

体验式学习的培育。我们创办了首个由清华大学校长冠名的，面

向学生、校友的真实创新项目的比赛——清华大学“校长杯”创

新挑战赛，至今已经举办到第五届。

第三，生态平台。通过五年时间，清华x-lab已经发展成为

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投资机构达数百个，创新中心

与功能服务中心15个，从垂直领域和功能服务两个维度持续对团

队进行辅导与帮助。

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杨斌在清华x-lab成立五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中，指出清华x-lab五年历程对于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有

四条启发：第一，以单纯知识传授的形式培养创造性人才行不

通，一定要把知识的逻辑和行动的逻辑结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

“双螺旋”结构；第二，用单一学科专业的模式来培养创造性人

才走不远。必须采取跨界学习、多元交融、开放联动的综合学习

育人模式；第三，单纯由学术型专家执教创新、创业、创意教育

做不实，要高度重视来自产业界的教练、实践导师、驻校天使，

即：“教师+”的作用；第四，创意创新创业教育本质上是一种

领导者教育，要把领导力教育、创造力教育、思想力教育、执行

力教育和学生的自我激励与管理教育有机融合，作育长远。

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未来中国教育的一个焦点，培养

创意创新创业人才是管理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管理学院要超越

过去只是为大公司或者某些行业输送人才的定式，也要培养创业

人才，并为各类企业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

学院顾问委员会第18次年会

2017年10月30日，学院顾问委员会举行自2000年10月成立

以来的第18次年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

这是十九大召开之后习近平主席第一次会见海外来宾。他在会见

中听取了顾问委员们的建议，并为他们讲解了十九大报告及其背

景。习近平主席赞赏学院顾问委员们为促进中国经济和管理教育

事业发展、推动中外交流合作做出的积极贡献。

在38位参加顾问委员会会议的委员当中，顾问委员会主

席布雷耶（Jim Breyer） 、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  、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tzman）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Tim Cook） 、

Facebook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微软公司CEO纳德拉（Satya Nadella）、史带集团董事长格林

伯格（Maurice Greenberg）以及中方企业家李彦宏、马云、马

化腾等委员参加了会见。会见活动在当晚《新闻联播》头条播

出，次日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刊发相关新闻报道。这次学院顾问

委员会会议在海内外都引起迄今为止最大反响。

学院发展到今天，离不开朱镕基院长、赵纯均院长、何建

坤院长领导学院打下的基础，离不开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离

不开校友们、同学们和朋友们的贡献。我相信，在校友们、同

学们、老师们、朋友们的共同参与和支持下，学院的未来一定

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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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管学院本科通识教育9年

2018年5月17日，在首场“清华名师教学讲坛”上，清华

大学校长邱勇宣布，清华大学将在2018级新生中开设“写作与

沟通”必修课程，计划到2020年，该课程将覆盖所有本科生。

这个消息发布后，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广泛称赞。

2018年7月8日，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清

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杨斌在致辞中赠给新雅2014级毕业生三

个词——“初心”、“首届”、“新雅ing”，作为临行寄语。

副校长、新雅书院首任院长郑力表示，新雅书院的理想教育模

式，新雅的教育理念，体现在通识课程与学院各项活动中。

无论是“中文写作”与“中文沟通”课程的开设，还是本

科教育引入通识教育，清华经管学院从2009年开始，已经积极

实践了9年。2009年8月27日，在清华经管学院2009级本科生开

学典礼上，钱颖一院长首次公布了以“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

结合”为教育途径的新的本科培养方案。2014年，由钱颖一、

白重恩、杨斌、朱玉杰、钟笑寒5位教授负责主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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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家级教育成果一等奖，这是我国教育领域中唯一的

一项国家级奖励。9年来，清华经管学院在本科通识教育上积

极思索与实践，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本科教育改革——调研和思考先行

从2008年开始，学院展开调研，为本科教育改革做准备。

学院先后组织召开了学院在校生、辅导员和毕业生（2001级和

2002级）的座谈会，并与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基地

的老师访谈。同时，学院对国内重点高校的本科教育改革作了

调研，包括北大元培学院、复旦大学复旦学院和浙大竺可桢学

院，也研究了国际一流大学，如哈佛、耶鲁、伯克利加州、麻

省理工、芝加哥、威廉姆斯学院、剑桥等大学本科教育情况。

基于这些调研，学院制定出了新的2009级本科生培养方案。该

方案延续清华百年办学中的优良传统，同时结合学院特点，并

吸收国内外优秀大学的经验，是一个在保持清华和经管现有优

势的前提下，瞄准世界一流本科教育水平的方案。

通识教育成为本科教育的基础

2009年开始启用的新的本科培养方案是一个“价值塑造、

能力培养、知识获取”的“三位一体”的本科教育课程体系。

在这个课程体系中，第一部分是通识教育，第二部分是专业教

育，第三部分是任选课程。方案保持学校统一要求的140总学

分，但是扩大通识教育部分至70学分；降低专业教育部分学分

至50学分；另外的20学分是任选课程。

在具体操作上，新培养方案以三大支柱为核心，一是全

面实施“通识教育”作为本科教育基础，占一、二年级课程的

主要部分；二是具体落实三个方向（学术、创业、领导力）

的“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三是突破教育仅为传授知识的旧观

念，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并贯穿于整个

本科生培养过程。

学院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推出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包括

三大类课程：除了国家统一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外，有通

识教育基础技能课程和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两类。在基础技能类

课程中，除了传统的英语和数学外，重点是新开设的“中文写

作”和“中文沟通”两门课，这是在清华大学，甚至在全国高

校属首次。

通识教育体系中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类包括8个课组，覆

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类基础学科。与清华已有的

“文化素质教育课”不同的是，这8个课组都是基础学科而非

应用或实用学科。通识教育不仅仅为了扩大知识面，更需要的

是基础性的、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过时的课程。因此学院确定

的8个课组是：人文类包括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

与道德推理、艺术与审美4个课组；社会科学类包括基础社会

科学、中国与世界两个课组；自然科学类包括物质科学、生命

科学两个课组。

本科通识教育效果初见端倪

尽管大学本科教育中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正在成为共识，可

是难点是落实。开设通识课程时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师资问

题。“在北京，找教‘西方文明’的老师已经不容易了，但找

教‘中国文明’的老师还要难。同样也很难找教‘中文写作’

的老师。”钱颖一院长在提及师资难题时说。“在现行的体制

下，聘任通识课教师的政策并不完善。”第二个困难就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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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通识教育课程的接受和投入程度。由于受社会大环境下的

短期功利主义影响，很多同学并不能完成通识课程的大量准备

和阅读量，从而收获会深浅不一。

9年来，学院在通识教育上下了大工夫，一直坚持了下

来。“中文写作”和“中文沟通”课程在探索中不断改进。清

华大学决定把“写作与沟通”作为全校本科生的必修课，说明

了经管学院率先开设的这两门课获得了全校的认可。“批判性

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是学院通识教育课程中最具创新，也

是同学们评价最高的一门课。在这门课上，同学们学习经典著

作，辩论热点问题，从提出疑问到收集证据，从逻辑推理到考

察其他可能的解释。这门课的英文名称是“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因此简称CTMR。现今，经管学生的

一个口头禅是：你对这个问题CTMR过了吗？意思是你对这个

问题是否做过不同的分析思考。如果说CT（计算机断层扫描）

和MR（磁共振成像）是两种医疗诊断手段，那么在经管学

院，CTMR就是对思维的诊断，这已经成了学院的专属词。

2018年春季学期，在自然科学类的通识课程中，新增加了

“物理学简史”和 “生命科学简史”。这两门课程重点介绍重

要科学发现的历史脉络，让同学们理解科学的精髓，而非记住

公式或实验的细节。

经管学院的通识教育已经坚持了9年。但在钱颖一院长看

来，这只是起步。也许，要在毕业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远的

时间里，才能看到通识教育对学生们的影响。

清华x-lab创意创新创业教育5年

2018年6月，在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八届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年会的“院长论坛”上，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院长钱颖一围绕“商学教育的挑战和机遇”这一主题先后

发言。其中，刘俏院长就“新型全球化下商学教育的挑战和机

遇”，魏江院长就“传统商学院是否会被颠覆？”，蔡洪滨院

长就“中国商学教育的发展与展望”分别阐述了他们对商学教

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思考，而钱颖一院长以清华x-lab五年历

程为案例发表了“商学教育创新的思与行”的主题演讲，他讲

的不仅有思考，更有实践经验的分享。

钱颖一院长首先提出对中国商学教育创新面临的“What 

to Teach”（教什么） 和“How to Teach”（如何教）这两

类问题的思考。他指出，商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正在从“商”

（Business）和“管理”（Management）转向“领导力”

（Leadership）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而商

学教育的方法也正在从通过课堂学习，通过案例教学学习转向

体验式学习、行动中学习。

钱颖一院长通过讲解清华x-lab五年发展历程的案例，展示

清华经管学院在商学教育创新中，在“教什么”和“如何教”

这两个方面的行动。他说，未来中国需要的商业人才是中国商

学教育的创新方向，要致力于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具有领导

力的人才，清华x-lab是致力于培养这类人才的一个尝试。钱颖

一院长的演讲在与会嘉宾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会者认为清

华x-lab五年发展历程凸显了清华风格。

清华x-lab的诞生

经过2年的筹备，在5年前的2013年4月25日，清华经管学

院联合清华大学十几个院系发起成立了一个创意创新创业的教

育平台——清华x-lab。这是国内高校中第一个定位为创意创

新创业教育平台的机构，服务对象是清华全校的学生、校友、

教师，并以学生为中心。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在清华

x-lab的启动仪式上致辞。在2014年5月25日清华x-lab成立一周

年之时，首届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赛举办，时任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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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陈吉宁点评并为获奖者颁奖。

清华x-lab的五年成长

5年来，清华x-lab打破了传统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的教育

模式，精心建设了三个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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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学生的教育平台，清华x-lab依托清华经管学院做了3

件事：一、面向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的“优秀创业人才培养计

划”；二、面向清华非经管学院本科生管理学第二学位的“创

新创业领导力”方向；三、面向清华所有研究生的创新力提升

证书项目。5年来，近3万人次清华学生和校友参加清华x-lab组

织的各类课程、讲座、训练营、实践活动。

作为团队的培育平台，清华x-lab注重早期创业模式和体

验式学习。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非常支持体验式学习的激

励，清华大学首个由校长冠名的，面向学生、校友的真实创新

项目的比赛——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赛诞生，2018

年，清华大学“校长杯“ 创新挑战赛举办到第五届。5年来，

在清华x-lab诞生了一批出众的创业团队。在1,200多个入驻创

新创业团队中，创办公司的有494 家，获得融资的159个，融资

总额达到27亿元人民币。清华x-lab培育的团队，还在国内外大

赛中斩获殊荣。

作为生态平台，清华x-lab创办之初，一批清华校友成为驻

校天使投资人（AiR）和驻校创业导师（EiR）。如今，与清华

x-lab合作的投资机构已达数百个，驻场服务机构从银行扩展到

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知识产权事务所等。他们以公益服

务的方式帮助团队学习商业领域的概念。清华x-lab创新中心与

功能服务中心的数量增长到了15个。

清华x-lab展现的特点

5年来，清华x-lab逐渐展现了如下特点：

第一，积极推动学科交叉。引导学生把艺术和科学结合起

来，把工程和商业结合起来，把技术和生产结合起来，让学生

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学习管理思维、创新创业思维，以

及相关的技能和方法，从而建立“技术+管理”的复合型认知

体系。

第二，倡导体验式学习方法。清华x-lab平台组织的AI研

习社、AI马拉松、Innovate48创业马拉松、x-Camp加速营、

x-Cute创业学习营、居住升级加速营、环保能源创业加速营、

医疗创新马拉松等各类活动，均通过体验学习的方式培养学生

的能力。

第三，探索与企业合作的教育模式。清华x-lab邀请了彼

得•蒂尔（Peter Thiel）开设“创新创业：中美新观察”课程；

与Facebook合作设计并开设了“创新与创业：硅谷洞察”课

程；与中关村发展集团合作开设“创新与创业：中国洞察”课

程等。全校不同院系学生在跨学科、跨文化的学习氛围中共同

为一个创新项目制定商业方案，走出校园，走进企业实地学

习，从理性思维的层面深入到身心感知的境界。

第四，利用清华经管学院与国内外商界的联系，举办多种

高层次活动，包括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走进课堂活

动。钱颖一院长与多位知名企业家对话，如Facebook CEO马

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微软公司CEO萨提亚•纳

德拉（Satya Nadella）、今日头条CEO张一鸣、红杉资本全球

执行合伙人沈南鹏等。清华x-lab还举办了“TED前沿科技论

坛”、“北极光创新系列讲座”、“ACT TALK：艺术、创新力

与科技系列讲座”，启发学生思维与认知。

第五，致力于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组织了多个创新创

业国际化实践项目。组织学生参加欧洲创新学院（EIA）夏令

营，组织创新创业团队参加美国、德国、以色列、新加坡、瑞

士、印度等国家的实践学习，探寻国际化商业真谛。

5年历程，清华x-lab也是一个创业过程。可以说，清华

x-lab是用创业者的心态和激情，打造了一个创意、创新、创业

的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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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获批201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5项

2017年8月21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17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集中受理期资助项目清单，学院共获资助项目15

项，其中优秀青年基金项目1项（陆瑶），面上项目9项（陈国

权、陈荣、李丹、李纪珍、刘红岩、刘庆、曲庆、卫强、郑晓

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3项（洪圣杰、李希熙、梅亮），海外

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1项（郑晓明及其合作者Hui Liao）以

及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1项（Hoan Soo Lee）。

第 2 期 中 央 企 业 领 导 人 员 经 营 管 理 培 训 班
（EMT）开学

2017年9月4日，第2期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经营管理培训班

（EMT）开学。学院受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委托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脱产培训，旨在通过系统性和针

对性的培训课程，从战略的高度和全局的广度诠释企业经营管理

的新思维、新观念、新方法，帮助中央企业领导人员开阔视野，

更新观念，拓宽思路，树立战略思维，成为引领中央企业发展的

领军人才。与首期相比，第2期的教学方案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高

端师资一如既往，课程内容与时俱进，清华特色更加鲜明。

刘淳、薛健、谢德仁教授获清华大学2016年度
教学优秀奖

2017年9月5日，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刘淳、会计系副教授薛

健、会计系教授谢德仁3位教师与其他院系的共99名教师获得

“清华大学2016年度教学优秀奖”。

学院举办“洞见：科技•驱动成长”论坛

2017年9月8日，学院中国企业发展与并购重组研究中心发

起，联合高管教育中心与EMBA教育中心共同举办“洞见：科

技•驱动成长”论坛。

钱颖一院长与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恩•科比尔卡（Brian K. 

Kobilka），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清华经管学院顾

问委员会委员马化腾，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理学部主

任、生命科学学院讲席教授饶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张首晟，中

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商

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汤晓鸥出席论坛，从科学、产业与教育三大

领域出发，共议科技与企业发展的关系。

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深圳空间启动

2017年9月10日，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深圳空间启动仪式

在深圳举行。深圳空间将结合本土人才特点、产业布局以及政策

优势，聚焦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领域，持续扶持创业团队。深圳

空间还将与当地企业加深互动与融合，为当地企业内部创新提供

解决方案，同时为企业与团队的国际化提供一站式服务项目。

学院发起、清华x-lab与中关村发展集团联合设
计推出《创新与创业：中国洞察》

2017年9月26日，由学院发起、清华x-lab与中关村发展集团

联合设计推出《创新与创业：中国洞察》学分课程。该课程是

一门实践式、体验式教学课程，要求学生在团队形成创业计划

的同时走向中关村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体验创业，是目前众多创

业课程中的开拓者与先行者。课程中，学生们参访了人人贷、

科大讯飞、搜狗、百济神州、京东方5家不同类型的创业企业，

近距离了解企业高管或创始人对于创业的思考和经验。

白重恩合著论文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2017年9月29日，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常务副院长白重恩

与张琼（经博2005）合著论文《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

获第17届（201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成立

2017年10月10日，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成立，研究院是

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美术学院及新闻学院共同创建的跨学

科交叉科研机构，以“经济赋能文化，文化促进经济”为宗旨。

李子奈、潘文卿教授获中国数量经济学奖项

2017年10月21日，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12届理事会第6次

常务理事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数量经济学卓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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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的工作进展。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恩教授和副院长徐

心教授分别就“教师队伍发展”和“教师科研”两个议题做了

报告。委员们就过去一年的学院工作进展和这两个议题展开讨

论，为学院发展献计献策。

习近平会见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
业家委员

2 0 1 7 年 1 0 月 3 0 日 下 午 ，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在 人 民 大 会

堂 会 见 了 顾 问 委 员 会 海 外 委 员 和 中 方 企 业 家 委 员 。 这 是

十九大召开之后习近平主席第一次会见海外来宾。他在会

见中听取了顾问委员们的建议，并为他们讲解了十九大报

告及其背景。习近平主席赞赏学院顾问委员们为促进中国

经济和管理教育事业发展、推动中外交流合作做出的积极

贡献。

朱镕基、刘延东、马凯、陈元、周小川会见学
院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7年10月30日下午，学院首任院长、学院顾问委员会名

誉主席朱镕基及夫人劳安，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国务院副总

理马凯，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党委书记周小川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参加顾问委员

会2017年会议的顾问委员们。

学院与智利银行续签合作协议

2017年11月13日，清华-智利天主教大学-智利银行三方合作

备忘录签署，并续签清华经管-智利银行合作协议，该协议旨在

帮助两国师生增进了解，拓展国际视野，增进两国师生及民众

之间的交流，加深友谊。

白重恩合作课题报告在海外出版发行

2017年11月28日，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常务副院长白

重恩，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琼（经博2005）合

作课题报告《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国际交流与合作部翻译为 "A Research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并由世界著名学术出版商——劳特利奇出版

社（Routledge）正式出版，在海外发行。

学院大事

奖励规则”，向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的成立建设与发展做出卓

越贡献，在数量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中做出重大成就的学者颁发

“中国数量经济学卓越贡献奖”，并首次评选出“中国数量经

济学杰出学者”。学院经济系李子奈教授获得“中国数量经济

学卓越贡献奖”。学院经济系潘文卿教授获得“中国数量经济

学杰出学者”称号。

学院获清华本科生社会实践双项金奖

2017年10月24日，2017年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本科生优

秀支队及金奖个人名单公布。学院共有4个支队与1位个人在评

选中脱颖而出。“黔野之光——赴贵州安顺农民专业合作社调

研筹建支队”获评校级实践金奖支队，经管学院2014级曾正同

学获评校级金奖个人，“企航苏州——赴苏州地区中小企业产

业专题调研支队”获评校级银奖支队，“花儿与少年——青海

花儿艺术发展现状考察及未来发展方向探究暑期实践支队”和

“以善济美——赴雅安调研中国扶贫基金会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支队”获评校级铜奖支队。这是时隔3年，学院再次荣获校级金

奖支队与金奖个人殊荣。

学院顾问委员会2017年会议举行

2017年10月28日，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Facebook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走进清

华经管课堂，与清华x-空间（Tsinghua x-lab）优秀在培项目团

队进行面对面交流，并与钱颖一院长展开对话，分享自己关于

科技创新探索的理念。

2017年10月28日，“顾问委员走进清华经管课堂”活动全

面展开。本次活动共有16位顾问委员走进17个课堂，与同学们

交流互动。

2017年10月29日，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举行。顾问委员会委

员、康卡斯特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罗伯兹（Brian L. 

Roberts）与钱颖一院长展开对话。

2017年10月30日上午，学院顾问委员会2017年会议在清

华大学举行，这是该委员会成立以来的第18次年度会议，共有

38位委员参加顾问委员会会议及相关活动。钱颖一院长从教学

项目亮点、国际认可、学科建设战略、财务与基础设施支撑、

学院文化建设、顾问委员相关活动等方面向委员们报告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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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宁合作论文获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

2017年12月8日，学院会计系副教授贾宁合作论文 "The 

Holy Grail of Teamwork: Management Team Synergies and 

Firm Innovation" （《团队合作精神：管理团队协同性和企业创

新》）从23个国家近300篇论文中脱颖而出，在2017亚太金融市

场国际会议获最佳论文奖。

二十国集团（G20）创业圆桌对话举行

2017年12月14日，二十国集团（G20）创业圆桌对话举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际司司长、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管

委会副主任郝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际司副司长钱晓燕，

清华经管学院党委书记、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主任高建教

授，二十国集团成员劳工部门官员、驻华使节、国际组织高级

代表、中国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创业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家

代表等参加，围绕创业教育、创业金融、可持续创业发展、创

业社会保障等主题进行交流与探讨。

学院行业兴趣协会成立暨换届仪式举行

2017年12月16日，学院行业兴趣协会成立暨换届仪式举

行，近200名校友到场共同见证4个校友行业协会的成立和3个校

友行业协会的换届。经学院校友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新设的行

业兴趣协会包括清华经管学院房地产协会、金融协会、创业协

会、乒乓球协会；换届的行业兴趣协会包括清华经管学院读书

协会、摄影协会、户外协会。

首届中国经济全球年会暨中国招聘市场举行

2017年12月18日至19日，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发起的首届“中国经济全球年会

暨中国招聘市场”举行。国内近30所高校、海外近100余名优秀

博士毕业生参加本次活动。

本次招聘是学院牵头国内高校，在国内集中组织教师招聘

活动的首次尝试。

钱颖一院长第100场“院长下午茶”举办

2017年12月21日，学院“院长下午茶”本科生专场活动举

办，钱颖一院长与来自不同年级的60余位本科生围绕本科教育

理念和观点、实习和社工的困惑与挑战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

“院长下午茶”最初是由2002级同学发起的一个面向本科

生的活动。钱颖一教授于2006年9月担任院长后，他参加的第一

场“院长下午茶”是于2006年11月9日举办的与本科生交流的

活动。后来他把“院长下午茶”活动扩展到本科第二学位、博

士、硕士、MBA在职班、MBA国际班以及合作学位项目等其他

项目。这场“院长下午茶”是钱颖一教授担任院长以来参加的

第100场活动。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到学院
作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

2018年1月4日，学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

会”举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围绕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作了主题报告。

钱颖一院长“大学为学生：清华经管学院教育
改革思与行”研究成果入选“清华大学2017年
亮点成果”

2018年1月18日，“清华大学2017年度亮点成果”（共10

项）在清华大学“首届年度科研创新交流会”上发布。钱颖一

院长的“大学为学生：清华经管学院教育改革思与行”研究成

果入选“清华大学2017年亮点成果”。

陈国权、白思迪（Steven White）、白重恩、
钱颖一教授入选爱思唯尔2017高被引学者榜单

2018年1月19日，爱思唯尔发布2017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

单。学院共有四位教授入选。其中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教授、

系副主任陈国权和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副教授白思迪（Steven 

White）入选“商业，管理和会计”领域榜单；学院弗里曼讲席

教授、常务副院长白重恩和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院长钱颖

一入选“经济，经济计量学和金融”领域榜单。

学院与百度联合发布研究报告

2018年1月19日，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联合百度

公司发布《人工智能驱动的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中国人工

智能社会认知与应用需求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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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院长被授予首批清华大学文科最高学术
荣誉称号——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2018年1月21日，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证书颁发仪

式举行，钱颖一院长被授予首批清华大学文科最高学术荣誉称

号——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清华大学宣布建立文科资深教授制度，是清华进一步推动

文科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文科资深教授是清华大学在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设立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每两年评选一次，采取

提名推荐制。

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发布《全球创业观察
2016/2017中国报告》

2018年1月27日，清华大学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和启迪

创新研究院联合发布《全球创业观察2016/2017中国报告》。报

告主题为“中国创业的质量、环境和国际比较”。报告对中国

创业活动的质量、环境以及与G20经济体之间创业活动的共性与

差异进行了分析。

首届“清华经管学院核心价值日”活动举行

2018年1月11日，首届“清华经管学院核心价值日”活动举

行。学院教职员工及学生共130人参加了本次活动。通过参与此

次活动，全院教职员工及学生进一步理解、体会和践行了学院

的核心价值，同时这也是学院文化建设中的又一亮点。

第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原董事长
陈元出席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揭牌仪式

2018年3月22日，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揭牌仪式暨

中美私募股权高峰论坛举行。第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开

发银行原董事长陈元在活动中致辞并发表题为《中国私募股权

发展进入新时代》的演讲。

钱 颖 一 院 长 入 选 《 财 富 》 （ 中 文 版 ）
（FORTUNE）2018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
界领袖

2018年4月10日，《财富》（中文版）（FORTUNE）发布

“2018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榜单，钱颖一院长

身在学术教育领域，但因其在中国当今政商界建立起的独特影

响力入选榜单第22位。

经管女足蝉联“马约翰杯”女子足球比赛冠军

2018年4月15日，经管学院与生命科学学院举行“马约翰

杯”女子足球冠亚军决赛。经管女足以2:1比分战胜生命科学学

院女足，蝉联全校总冠军。

文化经济研究院发布《构建推动国家发展与文
化复兴的文化经济学》报告

2018年4月15日，由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鸿海讲席教授、创新创业与战略系魏杰教授带

领的文化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了《构建推动国家发展与文化

复兴的文化经济学》研究报告，这是清华大学首份文化经济领

域的研究报告。

钱小军、卫强获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表彰

2018年4月27日，“2017年度清华大学先进集体、先进工作

者表彰名单”公布。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教授、学院副院

长钱小军，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卫强入选“2017年度清华

大学先进工作者”表彰名单。

经管学生蝉联“大马杯”冠军

2018年4月29日，历时近一年的“马约翰杯”运动会体育

赛事结束。经管健儿夺得“马约翰杯”运动会甲组团体总分冠

军（大马杯）；“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甲组女子团体总分冠

军；女足比赛全校冠军；羽毛球比赛全校冠军；马拉松比赛全

校冠军。继2017年，学院再次捧起象征清华体育最高荣誉的

“大马杯”。

学院举行“院长校友面对面”活动

2018年4月29日，在清华大学107周年校庆之际，“院长校

友面对面”活动举行。钱颖一院长与校友共聚一堂，分享学院

发展近况，倾听校友建言献策。

学院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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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人生——值年校友与学弟学妹话前程”
活动举行

2018年4月29日，在清华大学107周年校庆之际，“启航

人生—值年校友与学弟学妹话前程”活动举行。方星海（经

1981）、修军（经硕1986）、魏力（经1987）、思泓（经硕

1988）、羿平（MBA1998）、成九雁（经2000）、金沁（经

2004）、安琪（经2004）、张一凡（MBA2008）九位校友回到

学院，与学弟学妹分享人生理想、工作经历，以及各自对所从

事行业发展趋势的理解，共话前程未来。

清华大学经济类管理类学位授权点通过专家现
场评估

2018年5月8日-9日，清华大学经济类管理类四个一级学科

博士、硕士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顺

利通过专家现场评估。评审专家指出，参加评估的各学位点建

设发展目标明确，国际化程度高，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具有

引领作用；要继续保持这种特色和优势，面向未来，也要进一

步提出新定位和新要求，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宝 马 集 团 大 中 华 区 总 裁 兼 首 席 执 行 官 高 乐
（Jochen Goller）到访学院并为MBA授课

2018年5月10日，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

先生（Jochen Goller）到访学院，并在MBA课堂上以“数字时

代的宝马”为题进行演讲。

学院5项成果入选2017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奖

2018年5月11日，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结果揭

晓。 钱颖一、高建、钱小军、郦金梁、张进5位教授完成的《清

华MBA教育改革和创新实践》获得一等奖。

陈劲教授合作参与完成的《创新管理：赢得持续竞争优势

（第二版）（教材）》，钱颖一、高建、张帏、毛东辉、白思

迪（Steven White）完成的《发现和培养创意创新创业人才——

清华x-lab新型教育平台的探索》，杨斌、钱小军、姜朋、金勇

军、段志蓉完成的《价值塑造：经济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职

业伦理与社会责任教育》，李纪珍教授合作参与完成的《跨文

化跨学科深度学习模式博士生学术与职业素养培养理论与实践

探索》4项成果获得二等奖。

学院中国企业研究中心发布“2018中国上市公
司品牌价值榜”

2018年5月19日，学院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发、《每日经济

新闻》联合发布了“2018中国上市公司品牌价值榜”。该榜单

发挥了中国企业研究中心十余年来积累的品牌理论研究优势，

填补了国内多个研究领域的空白，从品牌角度重新定义了4000

余家中国内地上市公司的价值。

第五届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赛十强决赛暨
清华x-lab成立五周年大会举行

2018年5月26日，由清华x-lab发起并主办的第五届清华大学

校长杯创新挑战赛十强决赛暨清华x-lab成立五周年大会举行。

镁伽机器人团队问鼎“佳通”金奖和技术创新奖。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杨斌教授在主旨演讲中指

出，清华x-lab在过去5年发展成为贡献清华人才培养，引领国内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典范，并总结了清华x-lab5年来的发展对做

好人才培养工作的4点重要启示。杨斌教授希望清华x-lab不忘育

人初心，继续改革创新，不计短期得失，以20年的尺度来衡量

成效。

钱颖一院长在主旨演讲中说，5年前由清华经管学院牵头

发起的清华x-lab正式启动，这是国内高校中第一个定位为创意

创新创业教育平台的机构，服务于清华全校的学生、校友、教

师，并以学生为中心。5年来，清华x-lab在开展的围绕创意创新

与创业的教育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出众的创业团队。他强调，

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未来中国教育的一个焦点，培养创意

创新创业人才是管理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清华x-lab就是致

力于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具有领导力的人才的一个尝试。

学院理论中心组组织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学习研
讨会

2018年5月28日，学院理论中心组组织了专题学习研讨会，

旨在为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内容，围绕学院中心工作，推进 “双一流”建设的布局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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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学院邀请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规划司副司长张建民、北

京市经济信息中心副主任林明金、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规划

司地方处处长徐策博士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以及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布局作了介绍和交流。

李纪珍、徐心获清华大学第十六届“良师益
友”奖

2018年5月29日，清华大学第十六届“良师益友”获奖教师

名单公布，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李纪珍教授、管理科学与工

程系徐心教授获得“良师益友”奖。

陆毅、马弘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2018年5月30日，教育部公布了2017年度“长江学者奖励

计划”入选名单。学院经济系教授陆毅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经济系副教授马弘入选“长江学者青年学者”。目前清

华经管学院共有长江学者14人，其中特聘教授10人，青年学者4

人。

学院2013级直博生张佳敏获清华大学研究生学
术最高水平荣誉称号

2018年6月7日，第23届清华大学研究生“学术新秀”颁奖

典礼暨分享会举行。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2013级直博生张佳

敏获评第23届清华大学研究生“学术新秀”。

该奖项代表着清华大学研究生学术的最高水平。自1996年

创办以来，每年清华大学在学的3万余名研究生中仅有10名同学

获得清华大学研究生“学术新秀”称号。

教方兴获2017年度清华大学教育职员“爱岗敬
业奖”

2018年6月8日，2017年度清华大学教育职员“爱岗敬业

奖”颁奖大会举行。学院院长助理、院长办公室主任、校友发

展中心主任教方兴获评2017年清华大学教育职员“爱岗敬业

奖”。该奖项是继清华大学2002年底实施教育职员制度以来，

为进一步完善教育职员制度，鼓励和表彰在管理服务岗位上表

现突出的职员而设立的校级最高奖项。这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

清华经管学院职员第二次获此奖项。

学院举办多场重量级对话活动

钱颖一院长对话今日头条创始人兼CEO张一鸣

2018年3月20日，钱颖一院长与今日头条创始人兼CEO张

一鸣围绕求学和创业历程、创业今日头条、平台企业的价值塑

造、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全球化、时代的变化——从“BAT”到

“TMD”、个人成长感悟等六个方面展开对话。

白重恩对话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

卡普兰（Robert Steven Kaplan）

2018年4月10日，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常务副院长白重

恩与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Steven Kaplan）以“中美经济发展：前瞻与对策”为

主题展开对话。

钱颖一院长对话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

2018年5月9日，钱颖一院长与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

南鹏围绕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投、创业的国际比较，学习、

成长和责任三方面展开深入对话。

学院举办系列讲座活动

清华企业家讲堂

2017年11月16日，A.O.史密斯中国区总裁丁威做客清华企业

家讲堂，解析A.O.史密斯集团公司百年长青的密码，畅谈“以创

新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

2017年12月6日，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为做

客清华企业家讲堂，讲述“智慧城市与大数据”。

2018年4月24日，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做客“清华企

业家讲堂”，畅谈“赢在AI时代——企业创新与转型”。

陈岱孙经济学纪念讲座

2017年11月16日，“清华大学授予拉尔斯•彼得•汉森名誉

教授仪式暨陈岱孙经济学纪念讲座”举行。2013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大卫• 洛克菲勒杰出服务讲席教授拉尔

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受聘担任清华经管学院名

誉教授，并发表了题为“直面经济中的不确定性（Confronting a 

World of Economic Uncertainty）”的演讲。

2018年7月9日，斯坦福大学教授、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埃尔文• 罗斯（Alvin Roth）做客陈岱孙经济学纪念讲

学院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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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座，以“失当的交易与被禁的市场”为主题发表演讲。

人文日新沙龙

2017年12月14日，学院“人文日新沙龙”举行。中国爱乐

乐团团长、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南做客人文

日新沙龙，讲述“艺术与生活”，与师生们分享他对艺术与生

活的感悟。

学院2018毕业典礼举行 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
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做
毕业典礼演讲

2018年7月8日下午，学院2018毕业典礼在清华大学综合

体育馆举行。学院2018届毕业生及其亲友四千余人，与学院教

师、职员和校友一起参加了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由钱颖一院长

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做清华经管学院毕业
典礼演讲

主持。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

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做毕业典

礼演讲。潘建伟教授在演讲中以“科学的价值”为主题，通过生

动的个人经历，分别阐述了科学对于个人和对于社会的价值。

毕业典礼上，本科毕业生周翔（经2014）、本科第二学位毕

业生李亦萌（经双2014）、硕士毕业生冉苑瑾（经硕2015）、

MBA毕业生朱旭（MBA2015）、MBA国际项目清华-MIT全

球MBA毕业生倪安康（GMBA2016）、EMBA毕业生梁凯

（EMBA2016）、EMBA国际项目清华-INSEAD EMBA双学位毕

业生Giorgio Fortunato（冯大志）（TIEMBA2018）、博士毕业

生张佳敏（经博2013）八位毕业生分别发言。

学院2017-2018学年期间本科生共毕业252人，第二学位本科

生共毕业495人，硕士生（包括MBA和EMBA）共毕业980人，博

士生共毕业55人，学院总共毕业学生178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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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51%

 15.6%

 2%

科技 / 新媒体 / 电信
（TMT）

咨询

投资银行 

投资（包括 PE、VC、
信托等） 

基金 

金融服务 

服务行业（物流、教
育、培训等） 

商业银行

制造业 

房地产 

媒体 / 娱乐 / 广告公关 

其他

 11.8%

 9.8%

 5.8%

 5.8%

 3.9%

 3.9%

 3.9%

 2%

 2%

 6%

 31.4%

 13.7%

本科

本科第一学位

通 识 教 育  个 性 发 展

求职 继续
深造 其他

23.3% 72.1% 4.6%

265
女性 国际学生

50.6% 23.8%
少数民族 港澳台学生

7.2% 1.5%

2017级录取情况

2013级就业情况

录取人数

机构性质

外资/合资企业

民营/民营股份
制企业

国有/国有股份
制企业

政府/事业单位/
非盈利组织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10 20 30 40 50

行业

内容待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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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专业

管理学专业

300
2017级录取人数（来自清华大学31个院系）

经济学方向

200
金融方向

100

300
2017级录取人数（来自清华大学31个院系）

创新创业领导力方向工商管理方向

32168
财务分析与控制方向 商务数据科学方向

50 50

本科第二学位

通 识 教 育  个 性 发 展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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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追 求 真 理  崇 尚 科 学

65834

47

7.8%

录取人数 录取率

女性

56.9%
少数民族

6.2%

就业情况

求职 93.6%
其他 6.4%

录取情况

报名人数

毕业人数

高校

企业

政府机构/事业单位/
非营利组织

 6.8%

 47.7%

 45.5%

机构性质

政府机构/事业单
位/非营利组织

国有/国有股份制
企业

民营/民营股份制
企业

外资/合资企业

 0%   10 20 30 40 50 60 70

行业

 54.5%

 29.5%

 13.6%

 2.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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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

硕士 经 世 济 民  追 求 卓 越

21382
录取人数 录取率

女性

47.6%
少数民族

9.5%

就业情况

录取情况

报名人数

5.5%

88% 12%
求职

继续
深造

 45.5%

 36.4%

 13.6%

 4.5%

投资管理（包括PE、
VC、信托等）

商业银行

基金

科技/互联网/电信/
电商

投资银行

证券

房地产

服务行业（物流、教
育、培训等）

政府机构/事业单位/
非营利组织

机构性质

国有/国有股份
制企业

民营/民营股份
制企业

外资/合资企业

政府机构/事业单
位/非营利组织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10 20 30 40 50

行业

 22.7%

 18.2%

 13.8%

 13.8%

 9.1%

 9.1%

 4.5%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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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硕士

2321,977
录取人数 录取率

女性

44.4%
少数民族 国际及港澳台学生

6% 11.6%
就业情况

录取情况

报名人数

硕士 经 世 济 民  追 求 卓 越

95.7% 3.2% 1.1%
求职

继续
深造

其他

11.7%

 51.8%

 24.4%

 19.4%

 4.4%

投资管理（包括PE、
VC、信托等）

投资银行

基金

商业银行

证券

科技/互联网/电信/电商

政府机构/事业单位/
非盈利组织

保险

其他金融服务业

批发/零售/贸易

咨询

房地产

服务行业（物流、教
育、培训等）

机构性质

国有/国有股份
制企业

民营/民营股份
制企业

外资/合资企业

政府机构/事业单
位/非营利组织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行业

 26.1%

 17.8%

 16.1%

 14.4%
 8.9%

 5.6%

 3.3%

 2.2%

 2.2%

 1.1%

 1.1%

 0.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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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硕士

1651,320
录取人数 录取率

11.6%

分项目录取情况

报名人数

硕士 经 世 济 民  追 求 卓 越

金融硕士

12.5%

42

25

557

100

录取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率

录取率

报名人数

报名人数

7.5%

25%

管理硕士

清华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务分析硕士

2017年暂停招收全日制会计硕士，2018年升级为非全日制会计硕士（与新加坡管理大学共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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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根 植 中 国  面 向 世 界

清华-MIT全球MBA项目

88651
录取人数 录取率

女性

40%
国际及港澳台学生 研究生（含博士、硕士）

35% 21.2%

录取情况

报名人数

13.5%

行业

金融服务

能源化工

服务行业

制造业

科技/新媒体/电信

批发/零售/贸易

咨询

非营利性组织/政府机构
/事业单位

医疗/保健/生物科技

其他

金融/财务

综合管理

咨询/战略/业务发展

技术研发

项目管理

市场营销/产品管理

销售/客户管理

其他

 33%  32%

 8%  19%

 9%  11%

 10%  8%

 12%  7%

 5%  12%

 10%  6%

 6%
 5%

 4%

 3%

 0%   10 20 30 40 50 60

 0%   10 20 30 40 50 60

职能

平均入学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岁 年28 4.6

求职 74.2%
创业 17.6%

其他 8.2%

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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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MBA 根 植 中 国  面 向 世 界

清华MBA项目（在职）

3414,073
录取人数 录取率

女性

33.5%
国际及港澳台学生 研究生（含博士、硕士）

1.2%21.2% 31%

录取情况

报名人数

平均入学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岁 年33 9.6

8.4%

行业

金融服务

能源化工

房地产开发及装饰

服务行业

媒体/娱乐/广告/公关

制造业

科技/新媒体/电信

批发/零售/贸易

咨询

非营利性组织/政府机构
/事业单位

医疗/保健/生物科技

其他

金融/财务

综合管理

咨询/战略/业务发展

技术研发

项目管理

市场营销/产品管理

销售/客户管理

人事/行政

供应链管理

政府公务员

其他

 26.4%  21.4%

 5%  31.2 %

 8%  11%

 6.2%  5.3%

 3.3%  8.6%

 10.4%  6.8%

 22.9%  8.6%

 5%  3.6%

 2.4%  1.8%

 2.7%
 0.6%

 1.2%
 4.2%

 3.6%

 0% 10 20 30 40

 0% 10 20 30 40

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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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INSEAD EMBA双学位项目（TIEMBA）

5878
录取人数 录取率

43%
国际及港澳台学生

72%

录取情况

报名人数

平均入学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平均管理工作年限

岁 年 年37 14 7

EMBA 培 养 产 业 领 袖  塑 造 企 业 未 来

外资

民营/私人控
股企业

其他 6%

 82%

12%

管理经验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机构性质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76%

 24%

高层管理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 

女性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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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管EMBA项目

4191,322
录取人数 录取率

女性

21%
少数民族 国际及港澳台学生

5.5% 4.3%

录取情况

报名人数

平均入学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平均管理工作年限

岁 年 年40 16 11

EMBA 培 养 产 业 领 袖  塑 造 企 业 未 来

31.7%

外资

民营/私人控
股企业

股份制企业

其他

 29%

 8%

 8%

 55%

管理经验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机构性质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88.5%

 11.5%

高层管理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 



26

41

合作学位项目

70

35

69

27

282

141

录取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率

录取率

录取情况

录取情况

录取情况

录取情况

报名人数

报名人数

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工商管理硕士项目（FMBA）

清华经管学院-苏富比艺术学院艺术管理硕士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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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经管学院-法国国立民航大学航空管理高级硕士项目

24.8%

23.4%

女性

女性

平均入学年龄

岁27%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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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战 归 来 再 读 书高管教育

培训人次

4,672 3,288
院内教师授课学时

学员分布

管理经验

83%

73%

17%

27%

定制
课程

高层管
理人员

公开
课程

中层管
理人员

 5%

 86%

 1%

 1%

 4%

 2%

 1%

金融/会计

管理

人力资源

管理信息

营销

产品

其他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职能

外资

民营或私人
控股企业

股份制企业

其他

 46.3%

 7.2%

 21%

 25.5%

 0%   10 20 30 40 50 60 

机构性质

行业

政府

农林牧渔

机械重工

金融服务

建筑业

能源及环保

航空航天

服务行业

医疗/医药/保健/生物科技

交通/运输及物流

 1.1%

 1.1%

 2%

 44.2%

 1.7%

 5.8%

 0.1%

 5.5%

 4.6%

 8.6%

 0%   10 20 30 40 50 60

教育培训

计算机/互联网/电信

批发/零售/贸易

房地产及装饰

媒体/广告/公关/文化

采矿业

消费品制造

其他行业

 1.1%

 6.1%

 3.8%

 2.6%

 0.7%

 0.1%

 1.8%

 9.1%

 0%   10 20 30 40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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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创新创业教育

参与学生人数（累计） 入驻团队数（累计）

29,000+ 1,318人 支

融资规模（累计）

30亿元

选修人数（累计）

227
创新力提升证书项目（选修课）

本科第二学位管理学专业创新创业领导力方向

选修人数

259人

人

开办课程（累计）

8

开办课程（证书项目）

43门

门

清华x-lab（x-空间）

驻校企业家及驻校天使投资人（累计）

60人

合作机构（累计）

500+ 个

驻场机构（累计）

12个

国际项目（累计）

170 人

累计数据覆盖自2013年4月至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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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创意创新创业教育

培养人数（累计）

融资规模（累计）

课程（累计）

创业群英荟

X+空间入驻团队数（累计）

5.27亿元

27门

6000+人 149支

3.3%

录取率（累计）

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 

50

录取人数（累计）

累计数据覆盖自2015年1月至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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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表

2017年，学院教师共发表论文392篇、论著34部。其中，国外期刊论文81篇，院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22篇，目前已统计到SCI/

SSCI检索的论文70篇，EI检索论文9篇；3篇清华经管学院中国工商管理案例库案例收入哈佛商学院案例库系统。

2017年部分中文学术期刊论文

               系   学院教师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会计系

陈关亭
债券违约对涉事信用评级机构的影响：基于中国信用债市场

违约事件的分析
《金融研究》

陈武朝、郝振平、

张海燕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分析师业绩预测——来自中国上市公司

的证据
《中国会计评论》

陈武朝、郝振平、

张海燕

内部控制缺陷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

的证据
《中国会计评论》

陈晓 政府干预、货币政策与企业资本投资 《中国会计评论》

贾宁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有价值吗？基于市值管理的视角 《中国会计评论》

罗玫 中小板公司的业绩预告质量问题 《会计研究》

罗婷、张海燕 管理层归因行为研究——基于业绩预告修正的分析 《中国会计评论》

夏冬林
企业会计是一个战略控制系统——纪念杨纪琬先生诞辰100

周年
《会计研究》

谢德仁
分析师荐股更新利用管理层语调吗？——基于业绩说明会的

文本分析
《管理世界》

谢德仁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 《会计研究》

薛健
“惩一”能否“儆百”？——曝光机制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的威慑效应探究
《会计研究》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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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学院教师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经济系

白重恩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

特征的供给侧分析
《经济学报》

曹静 集中供暖对中国空气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报》

郭美新 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行业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经济学报》

陆毅 国有企业改制降低了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吗? 《金融研究》

潘文卿 中国区域间贸易成本：测度与分解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潘文卿
中国区域产业CO2排放影响因素研究：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

视角
《统计研究》

钱颖一 理解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报》

施新政、吴斌珍 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 《金融研究》

武康平 老龄化背景下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学报》

许宪春 如何正确使用政府统计数据 《经济学报》

许宪春 中国政府统计重点领域改革 《世界经济》

许宪春 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作用研究 《统计研究》

金融系

刘淳 天使还是魔鬼——分析师媒体荐股的市场效应 《管理科学学报》

李稻葵 中国历史GDP核算及国际比较：文献综述 《经济学报》

陆瑶、施新政
劳动力保护与盈余管理——基于最低工资政策变动的

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

陆瑶 “辛迪加”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 《金融研究》

王茵田、黄张凯 “不平等条约？”——我国对赌协议的风险因素分析 《金融研究》

朱玉杰、王浩 动量效应与资产定价：基于序列变点的改进研究 《经济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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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与战略系

陈劲 诚志永华的产业报国之路 《清华管理评论》

陈劲 系统驱动的中国式创新 《清华管理评论》

陈劲 树立文化自信 实现管理创新 《清华管理评论》

陈劲 国际化经营与自主创新 《清华管理评论》

陈劲 开放巧创 赢得未来 《清华管理评论》

陈劲
用知识管理打造企业核心能力——从C919首飞成功看中国

商飞的“双屏创新”
《清华管理评论》

陈劲 创业发展、规范管理 《清华管理评论》

陈劲 充满正念 积极变革 《清华管理评论》

陈劲 战略创新、持续发展 《清华管理评论》

陈劲 以知识共同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清华管理评论》

陈劲 企业设计创新能力的构成及培养研究——产品语义学视角 《科研管理》

程源 创业倾向影响路径的性别差异研究 《科研管理》

焦捷
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对民营企业是好消息吗？——基于异地

并购角度的研究
《经济学报》

吴贵生、王毅 罗计：构建物流信息平台 《清华管理评论》

王毅、张弘  中吉机械：聚东风行国际化之船 《清华管理评论》

朱恒源 产业政策转型时 《清华管理评论》

朱恒源 找到你的企业级客户 《清华管理评论》

               系   学院教师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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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学院教师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

陈国权 领导授权行为对员工学习能力影响机制研究 《科研管理》

陈国权
企业组织内部学习、外部学习及其协同作用对组织绩效的影

响——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
《中国管理科学》

陈国权
企业环境对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及其平衡影响的实证研

究
《中国软科学》

陈国权 领导和管理的时空理论 《中国管理科学》

陈国权
问题情境、注意力质量与组织从偶发事件中学习：以民用航

空事故为例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杨百寅 活性知识——中国企业崛起的激活剂 《清华管理评论》

张进、曹珊珊  魔漫相机的艺术梦想与创新 《清华管理评论》

张勉 重新分配权力：高赋能组织管理模式 《清华管理评论》

张勉 自由源于自律：作为组织即兴实践的合弄制 《清华管理评论》

张勉 工作—家庭冲突交叉效应的性别差异 《南开管理评论》

郑晓明、陈昊
创业型企业股权分配设计与创业团队心理所有权的动态关系

研究——基于中国创业型企业的双案例比较分析
《管理评论》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黄京华  微博研究回顾：信息、服务和网络 《科研管理》

梁湧 电信运营商双寡头定价机制设计 《运筹与管理》

易成 用户控制权对视频广告效果的影响 《中国管理科学》

市场营销系

胡左浩 向“驱动市场”的运营模式变革——以零售银行为例 《清华管理评论》

李飞 避免新产品由先驱变先烈 《清华管理评论》

李飞 中国能打造世界级奢侈品品牌吗？ 《清华管理评论》

郑毓煌 重口味食物会使人变胖？——咸味对食物热量感知的影响 《心理学报》

郑毓煌 怀旧对享乐品实用品选择的影响 《南开管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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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部分国际学术期刊论文

               系   学院教师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会计系

贾宁
Skin in the Game: General Partner Capital Commitment, Invest-
ment Behavior and Venture Capital Fu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贾宁 Tournament Incentives and Audit Fe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贾宁
Diversification of Pre-IPO Ownership and Foreign IPO Perfor-
mance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贾宁
Corporate Innovation Strategy, Analyst Forecasting Activities, 
an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贾宁
Should Directors Have Term Limits? – Evidence from Corporate 
Innovation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经济系

洪圣杰
Inference in Semiparametric Conditional Moment Models with 
Partial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罗文澜
Persistent Heterogeneous Returns and Top End Wealth Inequal-
ity

Review of Economic Dy-
namics

陆毅 Product Cycle, Contractibility, and Global Sourc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马弘
How Do You Export Matters: Choice of Export Modes and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郑捷、钟笑寒
Ex-ante Fairness in the Boston and Serial Dictatorship Mecha-
nisms under Pre-exam and Post-exam Preference Submission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金融系

黄张凯
Hayek, Local Information, and Commanding Heights: Decentraliz-
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
view

Lee, Hoan Soo Peer Networks in Venture Capital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沈涛
Organized Labor and Loan Pricing: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nalysi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35

学年年度报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7-2018

创新创业与战略系

陈劲 The Impact of OFDI on Firm Innovation in an Emerging Coun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李东红
What Determin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Asian Regional Headquarters?

Management and Organi-
zation Review

雷家骕
Inside The Virtuous Circle between Productivity, Profitability, 
Investment and Corporate Growth: an Anatomy of Chinese Indus-
trialization

Research Policy

李纪珍
How Entrepreneurs Leverage Institutional Intermediar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to Acquire Public Resourc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李纪珍
Firm Performance and State Innovation Fund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Innofund Program

Research Policy

谢真臻
Export Intensity, Domestic Competition, and Product Innovation 
in an Emerging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张帏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PO Strategy: A Study of ChiNext 
in China

Management and Organi-
zation Review

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

王小晔
Is It New? Person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Perceptions of 
Novelty and Creativi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
chology

郑晓明
Why Do Employees Have Better Family Lives When They Are 
Highly Engaged at Work

Journal of Applied Psy-
chology

               系   学院教师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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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学院教师作者 成果名称 期刊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郭迅华、卫强、陈国青
Extracting Representative Information on Intra-Organizational 
Blogging Platform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 (MISQ)

刘红岩
Mining Exploratory Behavior to Improve Mobile App Recommen-
dations

ACM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Systems

卫强、陈国青
Content and Structure Coverage: Extracting A Diverse Informa-
tion Subset

INFORMS Journal on 
Computing

徐心
Seeking Value Through Deviation? Economic Impacts of IT Over-
investment and Underinvest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ISR)

徐心
Do Clients’Enterprise Systems Affect Audit Quality and Effi-
ciency?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易成
Designing for Diagnosticity and Serendipity: An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Product-Search Mechanism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ISR)

叶青 Optimal Rebate Strategies Under Dynamic Pricing Operations Research

叶青、迟巍
Supplier Behavior in Capacity Investment Competition: An Experi-
mental Study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市场营销系

陈荣
Go Beyond Just Paying: Effects of Payment Method on Level of 
Construal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陈荣、刘文静
The Effects of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Wordmarks on Brand 
Perceptions

Marketing Letters

张娟娟 、赵平、姜旭平
Tweeting As A Marketing Tool：A Field Experiment in the TV 
Industry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郑毓煌
The Effects of Promotions on Hedonic Versus Utilitarian Pur-
chases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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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研项目

陆瑶教授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

陈劲教授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战略比较与实现路径研究）；

杨德林教授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及其政策研究）。

新成立4个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区块链金融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数字金融资产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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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31,270

校友人数

学位项目

83,757 2,981
非学位项目合作学位项目

2018 年 4 月 28 日，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理事年会在北京举行。三十余位校友理事、各校友组织代表参加会议。清华经管

学院院长、学院校友会会长钱颖一教授表示，校友工作经过了前阶段的“快速发展”，进入了目前的“新时代”，他同时表达了

对学院校友工作的期许。清华经管学院党委书记、学院校友会副会长高建教授表示，2018 年学院校友会将在规范管理、加强制

度建设方面做得更好，随着校友人数不断增加，学院将组织更加丰富的校友活动，为校友带来更好的发展。学院各级校友组织

负责人或代表逐一进行 2017 年工作汇报，并介绍 2018 年各校友组织工作计划。

2017 年 4 月 29 至 30 日校庆日期间，学院举办了“院长与校友面对面”活动，钱颖一院长向校友们做院情报告，从顾问

委员会、学院活动、“双一流”学科建设、教学亮点、基础设施建设、校友工作、校友贡献等方面向校友们系统地介绍了学院过

去一年的发展情况。高建教授宣读了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表彰名单 ：“优秀团队”、“个人突出贡献”以及“优秀秘书处”。钱颖

一院长为获奖团队代表和获奖校友颁发证书。

2018 年 4 月 29 日，学院举办首届（2018）清华经管学院地产金融峰会，峰会以“新时代 • 新经济 • 新生态”为主题分为

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为主题演讲，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常务副院长白重恩做“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主题演讲。中国

指数研究院院长、房天下董事长莫天全（经硕 1986）做“新经济、新动能、新跨越”主题演讲。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

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做“‘一带一路’商机与前景”主题演讲。

2018 年 6 月 25 日，清华经管学院走进“粤港澳大湾区”系列活动之深圳宝安沙龙在深圳宝安中心区举行。宝安区委常委

孟锦锦女士为学院的老师、校友和学生介绍了深圳宝安区的发展和建设情况。学院副院长陈煜波教授在院情报告中从学科建设、

国际排名、招生改革、课程设置、教师和校友工作等方面介绍了学院近年来的发展。校友代表和在校生代表依次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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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校友活动

2017 年 11 月 5 日，举办 2017 清华 MBA 校友导师项目（AMP）启动仪式。12 月 9 日，在深圳召开 2017 年清华经管学院

MBA 校友理事会工作会议。

2017-2018 学年，继续面向校友推出“校友终身学习计划”，将在校生的主题活动分享给 MBA 校友，通过活动促进跨届校

友和学生的互动。

EMBA校友活动

2017年8月，“厚德清华 知行西藏”清华经管EMBA2017校友理事年中研讨会系列活动在西藏举行。2017年9月，清华经管EMBA

校友会于深圳召开华南区域理事会议。2017年11月，清华经管EMBA校友会华东区域理事会议在上海召开。2017年12月，清华经管

EMBA东北区域理事会议于吉林召开。2017年12月，清华经管EMBA华北区域理事会议于海南召开。

2018年1月，清华经管EMBA2018年度校友年会在杭州举行，EMBA各地校友会及协会的骨干理事150余人出席活动。2018年4月，

清华经管EMBA华北区域理事会议在河北召开。2018年5月，清华经管EMBA华南区域理事会议于在香港召开。2018年6月，清华经管

EMBA华东&东北区域理事会议在福建召开。

高管教育校友活动

2017 年 7 月，清华经管高管教育河南校友会在河南郑州成立，并召开了清华经管高管教育河南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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