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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经管学院） 
概览（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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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 

成立时间 	 1984 年（学院源流经济学系成立时间：1926；学院前身经济管理

工程系成立时间：1979） 
 
全职教师 
 

 
 

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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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人数 19 32 28 26 19 24 15 

总计 163（其中女教师 57 人，外籍教师 8 人） 

  
职员人数	 	 417 

 
学生人数 
 

 

 

学位项目 经管学院全日制 经管学院非全日制 清华大学其他院系 总计 

本科 1,028 — 36 1,064 
本科第二学位 — — 1, 666 1,666 
博士 371 — — 371 
硕士 609 30 — 639 
MBA 194 1,346 — 1,540 
EMBA — 1,497 — 1,497 
合计 2,202 2,873 1,702 6,777 

 
校友人数	 	

 
31,270（学位项目） 
2,981（合作学位项目） 

83,757（非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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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项目 

本科	 会计学 
经济与金融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商管理	
 

本科第二学位 经济学（含金融方向） 

管理学（含创新创业领导力方向、财务分析与控制方向、商务数据科学方向） 

 
博士	 理论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金融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系统方向 
运营管理方向 
 
工商管理 
会计 
营销管理 
创新、创业与战略 
领导力与组织管理 
 

硕士	 经济学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 
金融硕士 
会计硕士 
管理硕士 
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商务分析硕士 
清华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首席财务官会计硕士 
 

MBA 
 

全球项目（100%英文授课，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合作举办） 
在职项目 
 

EMBA 
  	

中文项目 
国际项目（100%英文授课，与 INSEAD 联合举办的双学位项目） 

 
合作学位项目 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工商管理硕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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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经管学院-法国国立民航大学航空管理高级硕士项目 
清华经管学院-蘇富比艺术学院艺术管理硕士学位项目 
 

高管教育 公开项目 
定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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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34）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中国企业成长与经济安全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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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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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清华大学数据开发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企业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创业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零售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医疗管理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拉丁美洲管理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企业全球化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企业发展与并购重组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不良资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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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合作 

� 加入国际商学院组织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事务，包括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亚

太管理学院联合会（AAPBS）、管理硕士国际联盟（CEMS）、全球 EMBA 理事会（Executive 
MBA Council）、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美国商学院协会研究生入学管理委员

会（GMAC）、国际商学院合作组织（PIM）、联合国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PRME）、中

巴经济走廊大学联盟（CPEC Consortium of Universities）、大学商学院高层管理培训国际

联盟（UNICON）等 
� 与世界顶尖商学院深度合作，包括哈佛商学院、巴黎 HEC 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

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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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111 个海外院校签订学生交换协议，其中北美、亚太与欧洲各占约三分之一	

 

发展历程 

1926 经济学系建立，朱彬元担任系主任 
1928 陈岱孙担任经济学系系主任 
1952 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经济学系并入其他高校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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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举办本科项目 
1981 开始举办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生班 
1984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朱镕基担任首任院长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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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举办 MBA 学位教育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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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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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数量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博士授予权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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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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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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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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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兼任第三任院长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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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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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EAD 合作的清华-INSEAD EMBA 双学位项目 

2008 通过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EQUIS）的认证 
2009 实施新版本科培养方案 

实施新版清华 MBA 培养方案 
2010 启动 MBA 招生改革 

开始举办会计专业硕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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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硕士教育改革 
2011 《清华管理评论》创刊 

百年校庆之际朱镕基院长回学院 
开始举办中国首个管理硕士项目（MiM） 
开始举办金融专业硕士项目 
博士项目开始按照学系招生和培养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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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建立 
清华 x-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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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本科招生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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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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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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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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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首届中国经济全球年会暨中国招聘市场 

2018 白重恩担任第五任院长 
举办清华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首席财务官会计硕士双学位项目（MCFO） 

 开始举办首期新时代民营企业家培养计划（EM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