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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概览

成立时间

经管概览

教职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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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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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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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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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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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第二学位专业

81 17
个

个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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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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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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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学位项目

万册／件

校园面积（不含附属医院面积）

442.12 (663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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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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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藏总量（含分馆和院系资料室）

522.2

MBA

33,727

合作学位项目

人

亩

* 表示包含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的相关内容

1. 数据截至2019年9月30日；

1. 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

2. 数据来源：清华经管学院概览。

2. 数据来源：清华大学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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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
研究中心

系
•

会计系

•

创新创业与战略系

•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

经济系

•

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

•

市场营销系

•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产业创新与金融研究院

•

金融系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企业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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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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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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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零售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

• 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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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联合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医疗管理研究中心

• 国家统计局-清华大学数据开发中心

学院教学和行政机构
• 教学办公室

• 院长办公室

- 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

- 国际事务办公室

- 在线教育办公室

- 校友发展中心

• 硕士项目办公室
• MBA教育中心
• EMBA教育中心
• 高管教育中心
• 清华x-lab（x-空间）
• 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
• 企业家学者项目与合作发展办公室
- 企业家学者项目办公室
- 合作发展办公室

- 行政办公室  
- 基础设施建设办公室
• 党委办公室

• 教师人事办公室   
• 学生职业发展中心
• 品牌与传播办公室
- 《清华管理评论》编辑部
• 职员人事办公室

- 学生工作事务办公室

• 财务办公室

•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

• 发展规划与科研办公室

• 信息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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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金融研究中心

- 发展规划办公室

•

清华大学中国企业成长与经济安全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中心

- 科研事务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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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资产研究中心

- 校图书馆经管分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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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经济与金融联合研究中心

- 《经济学报》编辑部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全球证券市场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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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大学人力资本与可持续创新联合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动态竞争与创新战略研究中心

•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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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发展
源流

历程

1926 年

1984 年

•

经济学系建立，朱彬元担任系主任

1928 年
•

陈岱孙担任经济学系系主任

1952 年
•

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经济学系并入
其他高校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朱镕基担任首
任院长

200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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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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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开始举办MBA学位教育

•

•

•

1997 年

经济管理工程系建立，董新保、傅家骥
分别担任正、副系主任

•

学院迁往由利国伟夫妇捐资建成的伟伦楼

开始举办管理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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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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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开始举办本科项目

1998 年
•

获得“数量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博士授
予权

1981 年
•

开始举办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生班

200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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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

•

•

•

•

清华x-lab（x-空间）创建

济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

恢复举办管理学本科第二学位项目

开始举办与INSEAD合作的清华-INSEAD
EMBA双学位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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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EQUIS）的
认证

2009 年

开创特聘教授制度

•

实施新版本科培养方案

•

实施新版清华MBA培养方案

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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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建立

由伍舜德先生捐资的舜德楼落成并投入
使用

2003 年

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兼任第三任院长

2006 年

2013 年
•

2008 年

开始举办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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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4 年

1979 年

开办与哈佛商学院合作的清华-哈佛高
层经理研修项目

2002 年

•

前身

赵纯均担任第二任院长

2010 年
•

启动MBA招生改革

•

开始举办会计专业硕士项目

•

启动硕士教育改革

2014 年
•

启动本科招生改革试点

•《经济学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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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科教育改革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开始举办首期新时代民营企业家培养计划
（E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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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芝加哥大学贝克尔-弗里德曼经济研究
所共建“清华大学—芝加哥大学经济与金
融联合研究中心”

•

荣获管理硕士国际联盟（CEMS）20172018 年度最佳院校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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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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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

2016 年

•

博士项目开始按照学系招生和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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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始举办经济学本科第二学位项目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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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校庆之际朱镕基院长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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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首届中国经济全球年会暨中国招聘市场

•

•

•

•

白重恩担任第五任院长

•

获得“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博士学位授予权

开始举办与腾讯合作的“清华-青腾未来
科技学堂”课程

•

• 《清华管理评论》创刊

•

•

•

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创建

钱颖一担任第四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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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校友会成立

•

•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会计与金

•

2011 年

开始执行教师准聘长聘制度

再次通过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认
证维护

举办建院30周年师生校友重聚共叙活动

开始举办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商务分
析双硕士学位项目

•

•

•

•

2012 年

2017 年

2019 年
•

开始举办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的“新商业
学堂项目”课程

•

与资本市场学院联合发布“金融科技
EMBA”项目

•

清华大学批准成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深圳
研究院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深圳院区

•

与美国莱斯大学共建清华大学-莱斯大学
人力资本与可持续创新联合研究中心

•

高级财务管理与大数据硕士项目启动

•

与微软建立战略合作，共建“微软人工智
能商学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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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杜胜利
副教授

会计系

1984 八一农垦大学学士
1997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管理控制与业绩评价、资本管理与公司金
融、财务治理与财务伦理、集团公司与财
务公司、国有资产与国有企业

截至2019年9月30日，学院共有162位全职教师。全职教师中，158位拥有博士学位，10位

陈关亭

郝振平

副教授

教授

1985 中国人民大学学士

1982 天津财经学院学士

1989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1987 天津财经学院硕士

1997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1992 天津财经学院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审计理论

审计理论与实务、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财

与实务、税务与纳税筹划

务会计理论与实务、跨国公司与国际会计

陈武朝

贾宁

副教授

副教授

1992 中南财经大学学士

2002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士

199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

2004 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

2004 清华大学博士

2007 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会计与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审计、企业

私募股权投资、创业金融和创业企业成长、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财务报表分析

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

陈晓

李丹

教授

副教授

1983 武汉化工学院学士

2001 北京理工大学学士

1989 中国科技大学硕士

2007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博士

1996 美国杜兰大学博士

获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8位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此外，学院还聘请名

主要研究领域:

誉教授和兼职教授。

税务与企业战略、企业价值评估

会计与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国际税务、

主要研究领域:
财务会计、企业上市、审计质量、公司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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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玫

夏冬林

尹程

副教授

教授

助理教授

1998 清华大学学士

1984 江西财经学院学士

2012 西南财经大学学士

2004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

1990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

2018 美国罗格斯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1994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

证券投资与财务分析、区块链和加密数字

主要研究领域:

货币

财务报告与公司治理、会计准则、比较

经济系

主要研究领域:
会计信息系统、财务会计

会计

罗婷

肖星

于增彪

白重恩

副教授

教授、系主任

教授

弗里曼讲席教授、院长

1997 北京大学学士

1994 清华大学双学士

1982 河北大学学士

198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士

2007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

1997 清华大学硕士

1993 厦门大学博士

1988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2004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1993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管理层动机、信息披露、财务报告和经营

主要研究领域:

管理会计、行为会计、战略与管控机制设

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

公司治理、财务管理、财务报表分析和

计、会计教育

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共经

财务会计

济学、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国经济

钱苹

谢德仁

张海燕

曹静

副教授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1992 四川大学学士

1993 厦门大学学士

1994 清华大学学士

1998 北京大学双学士

1995 四川大学硕士

1998 厦门大学博士

1997 清华大学硕士

2001 北京大学硕士

2005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2007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1998 北京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会计学及其与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交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财务信息与资本市场、财务信息与管理

叉研究、会计准则、公司治理与经理人激

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管理会计、审计

能源与环境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

控制、财务舞弊调查、风险投资

励、注册会计师行业管制

王琨

薛健

周立

陈拓

副教授

副教授、院长助理

研究员

助理教授

1998 南开大学学士

1998 清华大学学士

1988 东南大学学士

2008 复旦大学学士

2003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2000 清华大学硕士

1991 东南大学硕士

2011 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硕士

2006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

2002 清华大学博士

2012 法国巴黎高科硕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财务会计、金融市场信息利用、股票分析

会计学、公共政策、研究政策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治理、财务会计、审计质量

师行为、公司治理

公共经济学

2018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生产力、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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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丰

李明志

陆毅

潘文卿

副教授

副教授

教授、系主任

教授

2006 中国人民大学学士

1987 南开大学学士

1999 复旦大学学士

1987 西北师范大学学士

2009 北京大学硕士

1990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

2003 复旦大学硕士

1993 兰州大学硕士

2014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

1999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博士

2007 香港大学博士

1999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网络经济学、

产业组织理论、电子商务

中国经济、国际贸易、公共财政

投入产出分析、数量经济学、区域经

中国经济

济学、国际经济学

高明

刘玲玲

罗文澜

齐良书

助理教授

教授

助理教授

副教授

2001 清华大学学士

1982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士

2011 清华大学双学士

1993 南开大学学士

2003 清华大学硕士

1991 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

2017 美国乔治城大学博士

1996 北京大学硕士

2010 英国伦敦商学院博士

1996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产业组织理论、行为产业组织

中国公共财政、税法和税制、宏观经济、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计算方法

1999 北京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健康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时间利用

农村经济与财政政策、转型经济与现代化
理论、经济博弈论与财政体制的设计

郭美新

刘庆

马弘

钱颖一

助理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系副主任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院长（2006-2018）

2001 南京大学学士

1996 新疆财经大学学士

2002 复旦大学学士

2004 北京大学硕士

1999 浙江大学硕士

2004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硕士

2010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2002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2009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2008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1982
1982
1984
1990

清华大学学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美国耶鲁大学硕士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国际贸易、应用微观、经济测量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宏观/金融、国际贸易、应用计量经

主要研究领域:

济学、宏观经济学

国际金融、货币经济学、中国经济

洪圣杰

刘潇

欧阳敏

乔雪

助理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2005 武汉大学双学士

2006 中国人民大学学士

2000 北京大学学士

1998 北京大学学士

2007 武汉大学硕士

2010 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

2003 美国马里兰大学硕士

2007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博士

2012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

2012 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

2005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制度与经济增长、中国

计量经济学理论、应用计量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博弈论、机

宏观经济、应用计量、产业组织、劳动

经济

制设计

经济学

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
中国经济

主要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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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新政

吴星晔

姚雯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2000 北京大学学士

2012 清华大学学士

2006 复旦大学学士

2003 北京大学硕士

2014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2006 英国伯明翰大学学士

2009 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

2018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2011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发展与转型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应用微

微观经济理论、机制设计、匹配理论

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宏观数量方法、

金融系

中国经济

观、中国经济

Alexander C. White

许宪春

郑捷

陈秉正

副教授

教授

副教授

教授

2005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士

1982 辽宁大学学士

2003 清华大学学士

1982 中国科技大学学士

2006 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硕士

1986 上海财经大学硕士

2005 清华大学硕士

1985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2011 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博士

1998 北京大学博士

2007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硕士

1995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产业组织、微观经济理论、互联网经济

中国政府统计理论和方法、中国经济

2011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风险管理与保险、企业风险管理、企业

微观经济理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

年金、保险证券化

学、实验经济学、产业组织

吴斌珍

徐嫄

钟笑寒

陈涛涛

副教授、系副主任

副教授

副教授、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

教授

1998 西安交通大学学士

2002 复旦大学学士

1994 清华大学学士

1988 清华大学学士

2001 北京大学硕士

2009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1999 清华大学硕士

1991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

1999 清华大学博士

2003 清华大学博士

2006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应用微观、教育经济学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机制设计、应用微观经济学、中国经济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新兴市场国家对
外投资、国际化与企业战略、国际经济与管
理、公司财务、企业估价与无形资产评估

武康平

杨思群

祝林

陈云玲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1982 西北大学学士

1986 中国人民大学学士

2004 中国科技大学学士

2002 复旦大学学士

1985 西北大学硕士

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

2006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硕士

2010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1989 中国科学院博士

1998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2012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

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研究、证券投资理论

部分识别计量模型的估计与推断、计量经

老龄经济研究

济学模型的半参数/非参数估计和推断、时
间序列计量经济学

主要研究领域:
资本结构、公司治理、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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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

Hoan Soo Lee

陆瑶

王桂琴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1999 清华大学学士

2008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双学士

2000 中央财经大学学士

1986 大连外国语学院学士

2006 清华大学博士

2011 美国哈佛大学硕士

2003 美国纽约大学硕士

1989 清华大学硕士

2013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2009 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

2014 电子科技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金融、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基金、

公司金融、公司治理、金融与法、资本市

金融服务营销、公司战略沟通、谈判

创业金融以及契约理论

场发展与国际化

何平

李稻葵

庞家任

王浩

教授

弗里曼讲席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系副主任

1997 清华大学学士

1985 清华大学学士

2000 北京大学学士

1995 沈阳工业大学学士

2002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

1992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2004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硕士

2000 美国东伊利诺伊大学硕士

2007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

2007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资产定价、风险管理、金融计量学

2004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金融机构、货币经济学、宏观金融

经济史

公司金融、公司治理、并购重组、资本

信用风险、固定收益、公司金融

市场

黄张凯

郦金梁

Michael R. Powers

王珺

副教授

教授

苏黎世保险集团讲席教授

副教授

199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士

1997 清华大学学士

1982 美国耶鲁大学学士

1995 北方交通大学学士

1999 英国艾塞克斯大学硕士

2001 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博士

1982 美国耶鲁大学硕士

1998 北京大学硕士

1987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2008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政府监管和公共政策、博弈中的风险与保

保险经济学、风险管理、公司财务

2003 英国牛津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金融市场、企业金融、投资

公司金融、新政治经济学、经济史

险、企业风险管理中的数学模型、风险转
移的税收待遇

姜磊

刘淳

沈涛

王天宇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2003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士

1999 清华大学学士

2006 南开大学学士

2010 浙江大学学士

2005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

2001 清华大学硕士

2008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双硕士

2012 荷兰蒂尔堡大学硕士

2006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硕士

2007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

2013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

2018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金融计量、金融市场、风险管理

公司投资、信用风险、企业并购

实证资产定价、金融中介、国际金融

2011 美国埃默里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实证资产定价、股票市场微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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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茵田

赵冬青

副教授

副教授、党委副书记

高建

1998 西安交通大学学士

1994 清华大学学士

1984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士

2000 加拿大女皇大学硕士

1997 清华大学硕士

1987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硕士

2006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博士

2006 清华大学博士

1996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衍生产品、数量经济建模、风险管理

公司金融

创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创业投资与科技

创新创业与战略系

教授

金融、大公司创业与新兴产业机会、企业
家精神和成长、社会创业

杨之曙

朱武祥

陈劲

高旭东

教授、系主任

教授

教授

教授

1988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士

1987 清华大学学士

1989 浙江大学学士

1988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士

1995 清华大学硕士

1989 清华大学硕士

1994 浙江大学博士

1991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2001 清华大学博士

2002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金融市场微观结构、行为金融、公司财务、

公司金融、产业金融、商业模式

主要研究领域:
技术创新管理、工商管理

2003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竞争战略、技术战略、技术创新管理

银行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计量学

张丽宏

朱英姿

程源

郭依迪

教授、系副主任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1988 南开大学学士

1991 中国科技大学学士

1991 华中理工大学学士

2005 清华大学学士

1991 南开大学硕士

1993 美国纽约大学硕士

1996 华中理工大学硕士

2008 清华大学硕士

1999 中国科学院博士

1997 美国纽约大学博士

2000 清华大学博士

2017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2002 美国纽约大学MBA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资产定价理论、投资管理、随机过程、风

主要研究领域:

信息技术管理、服务创新、创业战略与

战略管理、组织理论

险理论与风险管理

资产定价、证券投资、资产配置与投资

制度环境、数字经济、技术经济学

策略

张陶伟

朱玉杰

段志蓉

焦捷

副教授

教授

助理教授

教授

1984 清华大学学士

1992 清华大学学士

1994 清华大学学士

1996 清华大学学士

1987 清华大学硕士

1994 清华大学硕士

1997 清华大学硕士

2002 清华大学硕士

2000 清华大学博士

2005 清华大学博士

2007 清华大学博士

2006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

201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金融工程（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开发、金融

公司财务、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企

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管理及战略重组、国际战略、区域发

风险管理）、投资银行（私募股权投资、

业国际化战略

市场系统（品类组合、系统演变）、企

展战略

并购）、国际金融、人民币汇率研究、公

业国际战略、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女

司治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

性创业

主要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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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勇军

李纪珍

石永恒

吴蕊

副教授

副教授、副院长

副教授

副教授

1990 华东师范大学学士

1997 清华大学双学士

1984 清华大学学士

2001 北京大学学士

1996 北京大学硕士

2002 清华大学硕士

1987 清华大学硕士

2003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硕士

2002 清华大学博士

1990 清华大学博士

2010 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

与重组并购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公司法、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合同法和税法问题研究、法院司法判例研

技术创新管理、科技政策、项目管理、中

国际化竞争战略、企业经营战略、企业一

企业并购、合作创新、跨国企业、非市场

究和一般管理案例研究

小企业创新创业管理

般管理、商务谈判

战略

金占明

李习保

王毅

谢伟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教授、系主任

1980 吉林工业大学学士

1993 上海交通大学双学士

199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士

1989 中国人民解放军运输工程学院学士

1983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硕士

1998 清华大学硕士

1996 天津大学硕士

1993 东南大学硕士

1989 中国矿业大学博士

2001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

2000 浙江大学博士

1999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技术创新管理、企业能力与战略管理

战略联盟、管理创新、战略领导力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2003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

战略管理理论、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战略选

主要研究领域:

择、军事战略与企业竞争、收购与兼并、

创新管理、创业管理、知识管理

战略管理过程中的领导与控制

雷家骕

宁向东

魏杰

谢真臻

教授

教授

鸿海讲席教授

副教授

1983 西安财经学院学士

1988 清华大学学士

1979 西北大学本科

2005 清华大学学士

1987 西北大学硕士

1990 清华大学硕士

1982 西北大学硕士

2007 荷兰蒂尔堡大学硕士

1993 清华大学博士

2003 清华大学博士

1987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2013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创新创业与企业成

公司治理、战略管理、一般管理、企业理

企业制度安排、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文化

国际商务、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并购、企

长、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经济学

论、中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塑造、企业外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分

业研发和创新、新兴市场、创业研究

析、宏观经济流量分析、市场经济研究

李东红

吕春燕

Steven White

薛镭

副教授、系副主任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1993 兰州大学学士

1986 北京大学学士

1985 美国杜克大学学士

1982 清华大学学士

1996 兰州大学硕士

1989 北京大学硕士

1988 日本国际大学硕士

1988 清华大学硕士

1997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2010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化、创新、战略、战略执行、企业

企业战略管理、企业创新、医疗卫生事业

并购、战略联盟

管理、企业史

1999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管理、国际化战略、产业升级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法、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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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林

高祥宇

曲庆

教授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982 华中师范大学学士

2001 西安交通大学双学士

1993 清华大学学士

1991 中国科学院硕士

2005 西安交通大学硕士

1997 清华大学硕士

1997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2015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2007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创业管理、技术创新管理、大学与产业相

人际信任、积极主动人格与行为、工作安

企业文化、领导力、人力资源管理、价值

互作用、知识产权管理

全与差错管理

观、个人-组织匹配、管理思维

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

张帏

陈国权

姜朋

王蕾

副教授

教授、系副主任

副教授

助理教授

1995 清华大学学士

1990 清华大学学士

1997 吉林大学学士

2002 北京师范大学学士

1998 清华大学硕士

1991 清华大学硕士

2000 吉林大学硕士

2005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

2002 清华大学博士

1994 清华大学博士

2003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

2011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创业投资、创业管理、新兴产业发展

领导和管理的时空理论，组织学习的时空

商法、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商业史、法

领导力、社会网络、团队知识流通

理论、时空领导力、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

律教育史及管理教育史等

织、团队学习和学习型团队、个人学习和
学习型领导、团队管理

朱恒源

陈昊

卢舒野

王小晔

副教授、系副主任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991 清华大学学士

2003  吉林大学学士

2008 中国人民大学学士

2000 华东师范大学学士

1998 清华大学硕士

2006  深圳大学硕士

2013 清华大学硕士

2004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

2000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硕士

2011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博士

2014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2010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2006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2019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创业

主要研究领域:

新兴市场的竞争优势、创新与企业转型

（高管）团队动态、（创业）企业中上司

创造力、创新与组织变革、情绪和情感、

下属关系研究、女性职业发展、以及这些

社会网络

主要研究领域:
绩效评估、创造力评估、社会认知

领域的跨国比较研究

迟巍

钱小军

王雪莉

副教授、院长助理

教授

副教授

1998 中国人民大学学士

1982 清华大学学士

2003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

1988 美国普渡大学硕士

主要研究领域:

1992 美国普渡大学博士

薪酬激励、收入差距、劳动关系、合同、

主要研究领域:

工会

领导力、内隐认知、商业伦理、创业伦
理、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1993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士
1996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
1996 澳门大学硕士
2003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中国式企业管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组
织变革、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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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维库

杨灵

张勉

教授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983 东北工学院学士

2003 清华大学学士

1993 西安交通大学学士

1987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

2006 清华大学硕士

2002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

1994 清华大学博士

2012 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组织-员工关系、多元角色和身份管理、

领导学、国学智慧与领导能力、企业竞争

组织理论、创新创业

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模糊情景下的行为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主要研究领域:

决策

与博弈、以价值观为本的领导、情商与影
响力、阳光心态、领导者核心能力、追随力

吴志明

张晨

郑晓明

陈国青

副教授

助理教授

教授

EMC讲席教授

1989 杭州大学学士

2011 清华大学学士

1998 中国科学院博士

1982 中国人民大学学士

1996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

2013 清华大学硕士

1999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

2018 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团队有效性、领导风

工作中的时间、精力与身心健康问题、

商务智能与电子商务、模糊逻辑与数据模

格、员工招聘与选拔、外派管理

工作日安排与动态、积极主动行为

型、IT战略与管理

杨百寅

张佳音

陈剑

伟创力讲席教授、系主任

助理教授

联想讲席教授、系主任

1982 南京大学学士

2005 清华大学学士

1983 清华大学学士

1992 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硕士

2008 清华大学硕士

1986 清华大学硕士

1996 美国佐治亚大学博士

2014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

1989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2014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领导力、工作-生活平衡、员工幸福感、团
队有效性、组织文化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1988 比利时鲁汶大学硕士
1992 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创造力与组织创新、知识整体理论、领导

主要研究领域:

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商务智能与决策

力开发、个人与组织的学习、学习型组

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商业伦理、创新

分析、系统优化与预测技术

织、权力与影响的策略、中西文化与管理

创业领导力

理念的比较

杨斌

张进

郭迅华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1992 清华大学学士

1986 北京大学学士

2000 清华大学双学士

2000 清华大学硕士

1989 北京大学硕士

2005 清华大学博士

2000 清华大学博士

2002 美国南加州大学硕士

主要研究领域:

2004 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

企业与社会、领导理论与实践、非市场战

主要研究领域:

略、商业伦理、危机管理

积极组织行为学、幸福科学、文化价值观
与组织行为（基于大数据研究）、跨文化
沟通与谈判

主要研究领域:
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商务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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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京华

林丽慧

刘丽文

王纯

教授

副教授

教授

助理教授

1986 清华大学学士

1994 清华大学学士

1982 北方交通大学学士

2005 清华大学学士

1988 清华大学硕士

1997 清华大学硕士

1986 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硕士

2007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

2005 清华大学博士

1999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硕士

1989 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博士

2014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2002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IT商业价值、社交媒体价值、消费者参与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生产与运作管理、供应链管理、精益

动态规划、决策模型、金融工程和风险管

社交媒体行为、组织（企业）参与社交媒

知识管理、众包、众筹、开源软件开发、

生产、物流管理、服务管理、工业工程

理等方向的研究工作

体行为

电子商务、信息技术投资、实物期权、知

主要研究领域:

识产权授权

黄朔

林志杰

梁湧

卫强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1997 清华大学双学士

2009 华南理工大学学士

2005 清华大学学士

1997 清华大学学士

2002 清华大学博士

2013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2008 美国普渡大学硕士

1999 清华大学硕士

2013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

2003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供应链管理、运作管理、库存控制

信息系统经济学、共享经济、电子商务、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社交媒体

供应链管理、动态规划及最优控制、能源

信息系统与管理、大数据分析、商务智能

政策、经济与规划

与数据挖掘、不确定性方法、模拟方法

黎波

刘登攀

毛波

肖勇波

副教授

教授

副教授

教授

2002 北京大学学士

199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士

1987 清华大学学士

2000 清华大学学士

2006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

2001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硕士

1989 清华大学硕士

2006 清华大学硕士

2006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数据科学、应用计量

主要研究领域:

2006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数据分

主要研究领域: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电子商务、互联网

析与商业模式

收益和定价管理、服务系统和服务管理、

金融

供应链管理

李希熙

刘红岩

孙静

谢滨

助理教授

教授、系副主任

副教授

副教授

2006 香港理工大学学士

1991 北京化工大学学士

1991 天津大学学士

1986 清华大学学士

2010 香港理工大学博士

1994 北京化工大学硕士

1994 天津大学硕士

1989 清华大学硕士

2000 清华大学博士

199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

1993 清华大学博士

企业信息技术创新使用、知识管理、动机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理论、卫生医疗信息技术

数据/文本挖掘、商务智能、推荐系统、

战略决策与变革管理、服务运营管理、决

运营与供应链、药品供应链与信息生态、

社会网络分析、医疗数据分析

策科学、质量工程、全面质量管理

伤害性控制、基于消费者的治理

主要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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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徐心

朱岩

教授、副院长

教授

姜旭平

1998 清华大学学士

1994 清华大学学士

1982 中南矿冶学院学士

2000 清华大学硕士

1998 清华大学硕士

1985 清华大学硕士

2005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博士

1998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思维和商业模式创新、网络营销、新媒体整合营

IT商业价值、社会媒体、IT治理

网络行为与网络经济、电子商务、信任管

销、客户关系管理、营销与需求分析方法、大数

理、医疗管理

据与客户在线消费行为分析

教授

市场营销系

主要研究领域:

杨柳

陈荣

李飞

副教授

副教授

教授、系主任

2003 清华大学学士

1998 西安交通大学学士

1983 北京商学院学士

2004 新加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联盟硕士

2000 西安交通大学硕士

1988 北京商学院硕士

2010 美国杜克大学博士

2004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2002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决策模型、服务管理、医疗运作管理、行

消费者行为、消费者满意度和后悔、风险条

营销定位、全渠道营销、奢侈品营销、中

为运营管理

件下的消费者决策制定、二手产品交易决

国营销学史、中国营销理论、营销案例研

策、服务管理和创新、价格和促销战略、客

究方法

户关系管理

叶青

陈煜波

刘文静

副教授

教授、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副教授

1998 清华大学学士

1997 东南大学学士

200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

2001 清华大学硕士

2000 东南大学硕士

2004 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

2006 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

2004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博士

2010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供应链管理、产能与库存管理、采购与外

数字经济、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大数

消费者行为、服务营销、消费体验、

包管理、不对称信息下的运作管理

据与全球互联时代的商业创新、移动互联

人际关系和商品定价

网环境下的市场变革与商务分析、气候变
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易成

胡左浩

刘茜

副教授

教授

副教授

2006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士

1985 华中理工大学学士

1995 北京大学学士

2011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1988 浙江大学硕士

2002 美国爱荷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2000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电子商务、人机交互、网络消费者行为、

主要研究领域:

企业社会责任、危机管理、对市场和消费

互联网营销

营销战略研究、渠道设计与管理、品牌管

行为的质性研究

理、国际营销战略、金融服务市场的营
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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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屹天

于春玲

助理教授

副教授

2008 暨南大学学士

1993 天津大学双学士

2009 香港城市大学硕士

1996 天津大学硕士

201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2004 清华大学博士

2017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品牌管理、品牌资产价值评估、新兴市场

大数据营销、网络游戏、电影、数字广告、公益

品牌国际化战略

名誉教授
罗伯特·巴罗
Robert J. Barro
美国哈佛大学保罗·华伯格经济学讲席教授

拉尔斯·彼得·汉森
Lars Peter Hansen
芝加哥大学大卫·洛克菲勒杰出服务讲席教授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宋学宝

赵平

副教授

教授

1986 华中农业大学学士

1982 吉林大学学士

1989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1985 天津大学硕士

1992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1992 清华大学博士

埃里克·马斯金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

Eric S . Maskin

战略营销、创业营销、产业营销、绿色营

品牌战略与管理、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化媒

销、城市营销

体营销、顾客满意理论与测量、创业营销

刘遵义
Lawrence J . Lau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2004-2010)

美国哈佛大学亚当斯大学讲席教授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闵建蜀
MUN Kin Chok

孙亚程

郑毓煌

副教授、系副主任

副教授

2001 华中理工大学学士

1998 清华大学双学士

2002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硕士

2000 清华大学硕士

2008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

2002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麦维克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

2006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1981-1984，1987-1993)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主要研究领域:

Edmund S. Phelps

定价策略、顾客关系管理分析、社交网络

主要研究领域:

研究

消费者行为、消费者判断与决策、消费者

丹尼尔·瑞奇

自我控制、享受型产品与功能型产品营

Daniel L. Ritchie

销战略、价格与促销战略、客户关系管
理、创业、互联网营销、全球化营销、文

美国丹佛大学校长 (1989-2005)

化差异

谢赞
助理教授

1985 北京大学学士
1991 清华大学硕士
2005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营销策略、消费者行为、市场调查、产品
质量测量、消费者满意度

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
Oliver E. Williamson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Edgar F. Kaiser商学荣退教授、
经济学和法学荣退教授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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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项目
通识教育   个性发展

本科教育理念

经济与金融专业（含保险方向）
培养既掌握系统的经济学与金融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又具

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教育理念体现在三个方面：

备解决现代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中实际问题的技能，既具

第一，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双重的：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

有国际视野，又了解中国国情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杰出人才能够脱
颖而出；
第二，本科教育的内容是包括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
获取的“三位一体”；
第三，本科教育的途径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清华经管学院把人才培养作为学院的使命。学院稳定学生规模，致力于提高办学质量。学

会计学专业
培养既掌握国际前沿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通晓全球会计
准则和会计制度发展趋势，又熟悉国际国内经济发展与资本市
场运作规律的复合型高端会计研究和实践人才。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学院本科教育改革成果《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经

培养揭示和把握数字经济时代的商务活动规律，开发和运

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获得每四年评选一次的

用信息技术及数理方法以优化管理、提升绩效、引领创新的复

2014年国家级教育成果一等奖。

合型管理人才。

专业方向

工商管理专业（经体班）

院在学学生6000余人，分别在本科（含本科第二学位）、博士、硕士、MBA和EMBA等学位项
目学习。此外，学院还设有合作学位项目和高管教育项目。
清华经管学院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和优秀的办学环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学院
共有国际学生和港澳台学生约500人。学院同112家海外知名院校签署了学生交换协议，每年
为学生提供去海外院校交换学习的名额。

2017年起，清华大学本科实行大类招生政策，经管学院按

体育特长生班，培养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具有综合人文

照“经济、金融与管理类”进行招生。新生入学后不分专业，

素养和工商管理基础知识，并在国内外各类体育赛事上获得优

大一春季学期进行专业确认，学生可在“经济与金融”
“会计学”   

异成绩的综合性专业人才。设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在校学习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三个专业中自由选择。

时间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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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项目

博士项目

通识教育   个性发展

追求真理   崇尚科学

本科第二学位项目

的分析，为将来从事本专业与经济学有关的工作、或者其他与
经济学相关的职业奠定基础。

2006年，清华经管学院设立经济学第二学位项目。2013

含金融方向，旨在培养具有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知识和分

年，管理学第二学位恢复招生。2015年，管理学第二学位开设

析框架、同时又具备解决现代经济及金融领域实际问题的复合

创新创业领导力方向，经济学第二学位开设金融方向。2017

型人才。

年，管理学第二学位开设财务分析与控制方向。2018年，管理
学第二学位开设商务数据科学方向。

管理学本科第二学位
培养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综合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能

培养目标
对清华大学其他院系的本科生进行系统而严格的专业培
养，使其成为复合型人才。
在课程体系设计中，为第二学位学生单独开设必修课，选
修课比例高于必修课，给学生充分选择的机会。

专业
经济学本科第二学位
培养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素养、包括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功底
和分析方法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使其对其专业领域及其他
广泛领域的经济问题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深刻的思考和严谨

学院设立三个博士生基础课程平台，分别是：经济金融会
充分利用多学科优势，致力于培养顶尖的经济类和管理类
学术研究人才，特别是国内外重点高校教师。

学素养和诚信品质，掌握现代管理理论，接受企业管理方法与
技巧方面的基本训练，培养实践能力及沟通技能，以在其专业
领域及其他广泛领域中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团队精神，
为将来从事本专业与管理有关的工作、或者其他与管理相关的
职业奠定基础。
含创新创业领导力、财务分析与控制、商务数据科学三个方

课程系列及专业必修课程。博士生一、二年级以修课为主。

隐名评审。

以专业方向报考

以系为单位开设“专题研究”课程，要求学生在此课程中

清华经管学院博士项目要求考生以专业方向报考。目前共
开设7个博士专业方向。博士生通过资格考试后，最晚在博士生
提交选题报告以前，经双向选择，确定论文指导小组。

专业

计、综合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每一个平台都规定了其必修

要求博士生在规定年限内通过博士资格考试，采取全过程

项目特色

够在企业、政府以及各类非赢利性组织从事管理工作或理论研
究和教学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使其具备人文精神、科

坚持学术导向，注重培养质量

培养目标

对应的系

展示二年级学术论文，设有专门的教师负责指导和点评，给学
生创造展示、探讨研究成果的机会。
博士生论文全部实行双向隐名评审制。

加强项目管理和就业辅导
每个系都成立了博士项目委员会。委员会全面负责协调、

•

会计学

•

会计系

•

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

经济系

责博士生的就业辅导，帮助学生们进行职业发展规划，安排博

•

金融系

士生在学期间参与教学，提供海外攻读博士后的信息，向相关

制定和落实博士生培养方案，进行博士项目的全面管理，并负

向。其中，创新创业领导力方向是学院与清华x-lab（x-空间）

• 金融学

合作开设，旨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融合学科优势，能够创立、

•

创新创业与战略

•

创新创业与战略系

学术单位推荐即将毕业的博士生，为博士生进入重点高校和研

管理和发展创新型企业和社会组织的领导者。财务分析与控制

•

领导力与组织管理

•

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

究机构提供有效的帮助。

方向旨在培养具备坚实会计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财务分析方

•

管理科学与工程

•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提供资源，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

•

市场营销

•

市场营销系

法、了解会计学研究前沿动态的跨学科人才。商务数据科学方
向旨在培养掌握经济学与管理学思想、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决
策与数据科学理论方法，具备宽广的商业视角和坚实的分析技
能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清华经管学院设立博士生奖助学金，减少学生的生活负
担，帮助学生专心于学术研究。资助优秀博士生在学期间到海
外著名研究型大学学习一学期或一学年，以及参加国内、国外
的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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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项目
经世济民   追求卓越

金融硕士

理知识结构，搭建全面系统的财务知识体系，旨在培养具有全球

管理硕士

视野的财务管理领袖。

培养目标
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与金融学理论基础和前沿知
识，拥有前瞻性国际视野并能适应金融市场的迅速变化的高层
次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

项目特色
注重学生宏观视野和务实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学生的个性

项目特色
该项目与新加坡管理大学合作，为中外合作办学双学位项
目。项目为非全日制学习，学习基本年限为2年。课程涵盖财
务、金融、管理三大模块，全方位提升财务知识和管理技能。申
请入学者本科学历应至少拥有7年工作经验，或获得硕士学位后
应至少拥有5年工作经验。

化成长提供充分的空间和资源。该项目有四个培养方向，即金融
国际方向、金融科技与金融工程方向、创业与公司金融方向、金

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Haas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程与应用
科学学院（The Fu Foundati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开展双学位教育。金融
硕士在读学生将有机会申请进入合作学校攻读双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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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定位于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综合管理能力和领导
力，为企业、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培养未来的管理者和领导者。

项目特色
项目通过一系列管理分析课程进一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
构，加大管理实践环节的要求和训练强度。项目实行中英文双语
教学。

高级财务管理与大数据硕士

融投资与保险方向。实行指导教师与行业导师的“双导师”培养。
该项目与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HEC Paris）、美国伯克利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
全面培养具有数据思维的财务管理领袖。

项目特色
该项目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
生院联合开设，依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培养。项目的整体设
计将大数据与财务、金融、管理模块相结合。项目为非全日制学
习，学习基本年限为2年。申请入学者本科学历应至少拥有7年
工作经验，或获得硕士学位后应至少拥有5年工作经验。

2 0 11 年，清 华 经 管 学 院 正 式 加 入 管 理 硕 士 国 际 联 盟
(CEMS)，成为CEMS在中国大陆的唯一成员学院。基于学生对
成员院校开设的CEMS项目教学质量、教学管理与服务、学生
活动、职业发展资源等综合评估。2018年，清华经管学院荣获
管理硕士国际联盟（CEMS）2017-2018学年最佳院校（CEMS
School of the Year 2017-2018）奖项。项目学生通过申请，
加入CEMS交换项目，符合CEMS考核条件的学生可再获得
CEMS管理硕士证书。
此外，该项目的学生还能够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
理硕士（Tsinghua SEM MiM）—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管理硕士
（HEC MiM）双学位项目。

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商务分析双硕士学位项目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管理学理论基础与信息技术前沿知识、拥有
前瞻性国际视野、具备较强的从事商务分析实际工作能力的高层
次人才。

项目特色
本项目开创了数据科学与管理科学的交叉学科培养体系，
重点关注大数据在综合管理中的运用。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与建
模的硬技能，也提升学生的管理学素养，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独具
特色的交叉培养体系将有助于塑造二十一世纪的新型业界领袖。
项目招收来自全球的学生，在清华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学
习期间，学生在北京乃至亚洲、在纽约乃至全美均有大量的实习
与工作机会，有助于培养全球视野和实践能力。     
本项目是中国第一个高端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商务分析双硕
士学位项目。成功完成本项目要求的学生将获得清华大学颁发的
清华大学管理学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颁
发的哥伦比亚大学科学硕士学位证书。 本项目为全日制学习，
学习基本年限为2-3年。教学地点第一年在清华大学（中国北
京），第二年经申请入读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纽约）。

培养目标
项目设置围绕提升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重塑财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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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硕士 (MBA) 项目
根植中国   面向世界

清华MBA自1991年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培养具有综合管理
能力的未来领导者。

教育理念
MBA项目注重对学生“品格”（Being）、“知识”
（Knowing）和“实践”（Doing）三个方面的培养，追求知
识、能力和品格的平衡，学术严谨性和实践相关性的平衡，中
国根基和全球视野的平衡。通过软技能开发、体验式学习、整
合性学习和全球化经历四项措施来实现。

课程体系
MBA教学必修课程由分析基础、管理基础、软技能、中国
与世界及整合实践五个模块构成，贯彻了MBA的教育理念，赋
能重要管理领域的核心知识，并结合多样的整合实践环节提升
能力、塑造品格。项目还提供8个方向、4大产业、近百门次的
方向选修课，以及与实践结合紧密的企业课程，以便学生结合
个人的职业发展方向和兴趣，深入学习、个性化发展。

招生政策
清华MBA首创“提前面试+国家线录取”政策，考生先提交
材料申请面试，在面试获得条件录取资格后再参加全国联考，联
考成绩达到国家线即可获得预录取资格。

全球体验

清华-MIT全球MBA项目（全日制）

清华MBA项目（在职）

清华MBA学生可以申请海外交换，在合作海外院校进行一学
期免费学习，或参与短期海外交换或海外模块课程。同时每年百

清华-MIT全球MBA项目是由清华经管学院和MIT斯隆管理

清华MBA项目提供丰富的专业自选课程、融合了各行各业

余名海外交换生进入清华MBA项目学习，让清华MBA的课堂更

学院合办、兼具清华品格与MIT元素、培养全球精英的MBA项

的管理精英，适合各种职能的中高级管理骨干向高层综合管理

具国际氛围。清华MBA学生可以申请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

目。适合希望集中完成学业、进行事业转换和国际化发展的管

者发展，也适合创业者拓展事业。其中，周末上课班能够平衡

院、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的双学位。

理精英。

管理骨干的工作和学习时间；集中上课班更适合高级管理者、
京外学生的学习需求。

领先的学习方式
项目把经典的MBA案例讨论和现代在线课程技术结合，
开设多门国际领先的SPOC模式课程。国内领先的清华大学
MOOC课程也为同学们提供众多选择。

创业资源
清华MBA依托清华大学与清华科技园资源，开设丰富的创
业类课程和创业类实践项目，录取后即可参加创业教育课程或组
队参加MBA创业大赛，清华x-lab（x-空间）和清华经管创业
者加速器为创业MBA同学提供从创业计划、组织团队、开办公
司到寻求投资等各阶段的帮助和支持。

校友网络
历经20多年发展，已有万余名清华MBA校友分布于金融、
咨询、制造、科技和信息服务等行业。清华MBA校友会设有多
维度校友组织，促进校友之间、校友和母校之间的交流、互动，
服务和助力校友获取新知、拓展事业、创业合作。

学制和学习方式

学制和学习方式

18个月课程+6个月毕业报告

24个月在职学习+6个月毕业报告，也可2年完成学业

全英文课程，可选中文选修课程

中文课程为主，可选英文课程

MIT师资、特色课程模块和实践学习

证书

证书

清华大学研究生学历证书

清华大学研究生学历证书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MIT斯隆管理学院课程学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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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项目
培养产业领袖   塑造企业未来

清华经管EMBA项目

经管EMBA的办学特色，设计出独一无二的课程体系。
2012年，清华经管EMBA推出了“天地人通”全新课程

清华-INSEAD EMBA双学位项目
（TIEMBA）

该项目采用全英文授课，教学内容以领导力培养和体验式教学贯

两所精英院校强强联合

的新加坡校区、法国枫丹白露校区及阿联酋阿布扎比校区。顺利

穿始终。清华经管学院和INSEAD两院派出优秀师资授课。授课
地点全球分布，包括清华大学的北京校区、深圳校区和INSEAD

清华经管EMBA自2002年开办至今，秉承“培养产业领

体系，这是一个基于学院与大学融合的平台，充分体现了清华

袖、塑造企业未来”的办学使命，将国外前沿管理理念与中国

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学，经管学院作为一所大学中的商学院的优

国情相结合，以培养具有良好商业道德、创新精神、领导能力

势。清华经管EMBA希望带给企业和企业领导者的境界是：知晓

2006年，致力于走向国际市场的清华经管学院EMBA项

和战略决策能力，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企业家和高层管理者。

“天时”、把握“地利”、创造“人和”、会通“八方”。2015年，清

目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启动

2005年，清华经管EMBA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EMBA教育的

华经管EMBA推出全新选修课体系：互联网+ ；创新创业；转

了面向全球、全英文授课的、中国大陆第一个授予双学位的清

首次评估中成绩突出。2007年以来，清华经管EMBA连续六次

型升级；产融格局。

华-INSEAD EMBA项目（TIEMBA）。综合两大高等学府

广泛而雄厚的国际合作

各自的优势，将中西方的管理理念融会贯通，清华在中国本土

自2007年第一个班入学以来已成功开办13届, 500多位校

的教育资源优势与INSEAD更加多元化的视野得到最完美的结

友和在校生来自46个国家，分布在30多个不同的国家工作。 例

合，从国际视角关注亚洲，聚焦中国。

如中国、新加坡、法国、澳大利亚、德国、蒙古、韩国、土耳其、马

蝉联《经理人》杂志“中国最佳EMBA排行榜”榜首。

强大而敬业的师资阵容

清华经管EMBA自开办以来便积极开拓国际合作，率先加

清华经管EMBA不仅注重本校师资的开发，也不断在全球

入EMBA全球理事会。清华经管EMBA已开拓组织七条海外学

遴选优秀教师。如今清华经管EMBA师资结构形成以本院教师

习线路，包括美东、美西、法国、德国、英国、中东和中国台

为主、校外教师为辅的教授团队。

湾地区。

优质而众多的学生来源

严明而合理的教学管理

清华经管EMBA成立以来，吸引了几万名商界精英报考，

清华经管EMBA以严谨且合理的教学管理而闻名，整体教

培养了6000余名毕业生。学生中担任副总职务以上的人数比

学井然有序。项目还为学生量身打造入学导向、开学拓展、行

例达到了94%，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务的人数比例达到了

知中国等活动。

83%。此外，在清华经管EMBA学生中有三位当选CCTV中国
经济年度人物、五十余位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三百
多位海内外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创始人。

精致而实用的课程设计
清华经管EMBA不仅持续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深入了解
企业管理需求，合理借鉴世界一流学校办学经验，更结合清华

充满凝聚力的校友网络
清华经管EMBA已成立 31 家地方校友会、15 家北京分年
级校友会、1 家媒体校友会、1 家海外校友会，以校友兴趣为脉
络成立了 8 家兴趣协会，网络几乎覆盖全国。同时，清华经管
EMBA举办校友返校日、荣誉学术评审课程、各种沙龙、论坛
等活动，为学生全方位打造终身学习交流的平台。

自 2 0 1 2 年 第 一 次 参 加 英 国 《 金 融 时 报 》 （Financial

Times ）全球EMBA百强排名以来，连续六年排名全球领先，
2015年更是摘得桂冠，全球排名第一，表明了清华经管学院

完成学业及论文答辩通过之后，学生将被授予两个学位，即：清
华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及INSEAD针对高级管
理人员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多元化的学生组成 全球校友网络资源

来西亚、美国、英国、加拿大、巴西、波兰等国家。学生的平均年
龄36-38岁，平均工作年限14年, 代表行业呈多样化。
项目全英文授课，以22个月为一个周期，由多门精干实用

EMBA国际项目持续稳定的全球领先地位。

的全球实战管理课程组成，主要分为核心课程、实践课程、选修

两校强大师资 两个学位证书

课程、实战商业模拟课程和领导力开发课程五大块。强大师资阵

清华-INSEAD EMBA项目致力于培养既通晓中国经济和
企业管理，又熟知国际市场运作和国际商业规范的商业领袖。

容确保学生在有限授课时间内吸收前沿管理理念及实践精华，为
每位学生在开发领导力方面提供量身定做的专业咨询，个性化指
导贯穿整个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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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学位项目

高管教育项目

中国根基   全球视野

百战归来再读书
高管教育是学院为满足高层管理者的知识需求而设立的
非学位教育项目，帮助高层管理者提升领导能力、拓展发展潜

成为学院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学院教师与企业家、管理者之间
的纽带，以及学院教学、研究的平台。

力、促进企业持续发展，是推动企业家和高管终身学习和发展
的平台。

一直以来，高管教育中心借鉴并引进世界先进的管理理论
和教学方法，凭借雄厚的教学和研究基础，结合中国企业的管
理实践，创造了独特的管理教育教学体系。

培养目标

高管教育中心多次受国家政府部门委托，承办针对中央企

为企业和组织的高层管理人员提供高起点、高质量、国际

业领导人员和企业家的重要培训任务，包括：

化、专业化的管理教育课程。

2016年11月，首期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经营管理培训班（简
称EMT）受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项目概况

委托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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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学位项目是学院与海外院校合作、授予海外院校学位
和清华大学证书的教学项目。

2001年年底，在学院顾问委员会的积极推动下，学院成立

法，帮助中央企业领导人员开阔视野，更新观念，拓宽思路，

了高管教育中心。高管教育中心将原有的各类非学历学位教育

树立战略思维，成为引领中央企业发展的德才兼备、善于经

国，旨在培养掌握中西方管理知识并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企业高

项目进行系统整合，纳入学院整体教学计划之中，形成了大国

营、充满活力的领军人才。目前已举办了四期培训。

层管理者。

战略、数字互联、综合管理、行业精深、短期专题五大类高管
教育公开招生课程体系，并设有专门的高端定制项目，为国内

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
工商管理硕士项目

清华大学-法国国立民航大学
航空管理高级硕士项目

外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专业化教育课程。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

课程体系

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精

致力于培养熟悉中国市场、兼具国际视野，同时拥有扎实

该项目是清华大学和法国国立民航大学于2014年合作创办

的金融理论知识和管理技能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成为金融行业

并由中国教育部批准认证的航空管理高级硕士项目。项目结合

高管教育中心借鉴并引进世界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教学方

未来领航者。

了中国最高学府坚实的学科基础及世界航空管理领域的优秀资

法，凭借雄厚的教学和研究基础，结合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源，满足了由中国民航业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管理人员需求，

创造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管理教育教学体系。

该项目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合
作创办的国内首个金融方向的MBA项目。课程设计既着眼飞速
发展的全球金融市场，又紧密贴近变革和发展中的中国资本市
场实践。项目自2000年在清华大学创办北京班，于2004年在清
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开设深圳班，两地已培养出2000余位掌握
金融理论及管理专长并具有实践经验的学生。

清华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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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在培养为应对未来中国乃至世界航空业发展所需的掌握管理
基础理论、航空专业知识并具备国际视野的综合人才。

清华大学-蘇富比艺术学院
艺术管理硕士学位项目
致力于培养熟识中西方艺术品市场现状与趋势且拥有战略
思维、商业技能以及全球观的综合人才。
该项目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及蘇

该项目由清华大学和法国国立路桥大学、法国国立民航大

富比艺术学院于2015年联合创办，是国内首个获得教育部认证

学于2014年合作创办。项目基于三所院校在学术界的显著地位

的艺术管理类硕士学位课程。教学形式结合课堂授课、嘉宾论

和声望，以高起点切入高端管理教育市场，以高质量保证教学

坛及艺术机构参访，并配以纽约海外模块及论文指导。项目面

成果，将中西方的管理理念融会贯通，清华在中国本土的教育

向优秀学生开放奖学金，并设立实践基地，择优选择毕业生参

资源优势与法国国立路桥大学、法国国立民航大学多元化、全

加实习。

球化的视野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从国际视角关注亚洲，聚焦中

2018年9月，新时代民营企业家培养计划（简称EMD）
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与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旨在深

神，创新促进“两个健康”工作平台和手段。培养计划分为
“新时代知名民营企业家发展计划”和“新时代青年民营企业
家成长计划”两个班次，对知名民营企业家和年轻一代民营企
业家分别开展培训。

高管教育中心已经为企业培养了八万多名高层管理人才，

清华经管学院高管教育课程体系
大国战略

•

中央企业经营管理培训班（EMT）

•

新时代民营企业家培养计划（EMD）

数字互联

•

清华-青腾未来科技学堂

•

清华-阿里新商业学堂项目

综合管理

•

YES青年商业
领袖计划

• AMP总经理课程

•

卓越经理人课程

•

国有企业领导
人员经营管理培
训项目

•

国有企业管理
人才发展计划

•

大美国学与智
慧人生

行业精深

•

资本市场领军
人才培养项目

•

能源互联网产
业领军计划

•

清华-ENAC航
空管理高级硕士
学位项目

•

清华汽车产业
高管课程

•

PE未来领袖项目

•

清华时尚产业
高管课程

短期专题

•

转型与升级

高端定制

•

根据组织需求定制，已经为上百家企业合作制定超过1000期课程

• 战略与执行

• 创新与创业

•

组织与领导

•

金融与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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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x-lab（x-空间）

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

创意创新创业的教育平台

聚天下创业英才   育青年企业领袖

清华x-lab（x-空间，清华大学创意创新创业教育平台）于
2013年4月25日正式启动，依托清华经管学院，由经济管理学
院、机械工程学院、理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美术学院、
医学院、航天航空学院、环境学院、建筑学院、材料学院、公
共管理学院、工程物理系、法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育研
究院、电机系16个院系合作共建。清华x-lab是一个开放平台，
以学生为中心，面向清华所有院系学生、校友和教师。

理念和价值定位

术、知识与创新创业相结合，并在清华x-lab的组织下开设更多
跨界课程，增强对学生的指导。
清华x-lab创办以来累计建设了《创新与创业：硅谷洞察》
《设计思维驱动商业创新》《创办新企业：中美新观察》等44
门新课程。每学期组织多次创业马拉松、训练营、工作坊，提
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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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意创新创
业团队制定了多阶段训练与培育方法，每年举办各类培育活动，

清华x-lab中的“x”寓意探索未知、学科交叉，
“lab”则体
现体验式学习和团队合作。
清华x-lab独特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实现校内多学科合
作，整合校外各种资源，提供商业模式和社会价值实现的方式和
路径。

支持与服务
场地支持

帮助团队办理公司注册。清华x-lab定期举办DEMO DAY项目
展示会，帮助团队获得融资，以及举办团队招募日活动，帮助团

三个平台
清华x-lab开创出“三位一体”的三个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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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生的教育平台
从2015年秋季学期起，清华经管学院管理学本科第二学位

到各模块培养要求，即可获得证书。

截至目前，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已为400+创业团队提供

• 资源聚集和学科交叉的生态平台
清华x-lab聘请了30位“驻校企业家”和30位“驻校天使投
资人”、与500多家中外投资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引入了13家专业
驻场机构；体系化地推进了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健康医疗、环保、

准地服务垂直领域的创业团队，加速器搭建了多个垂直领域的
实验室或创业走廊，包括分享经济和社群经济、智能硬件、商
业模式创新、医疗大健康以及区块链应用。

教育、科技与智能制造、文化与体育等多个方向的创新创业、以

• 2015年9月，被北京市科委授牌“众创空间”

及未来生活、社会创新、女性创业等多个垂直领域的创新创业。

• 2015年11月，被中关村管委会授予“创新型孵化器”

品牌与认可
清华x-lab已经连续举办六届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
赛，营造校园创新文化、成为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良好渠道。
清华x-lab获得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可。清华x-lab获北京
市政府授牌，成为北京高校第一家“众创空间”，并获《中国新闻
周刊》“影响中国”2015年度双创人物大奖。

国际合作
清华x-lab与众多国家和知名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引入国际
夏令营和交换学习项目，拓展学生的视野。与德国、美国、新加
坡、瑞士、以色列、印度等高校展开创新创业的教育国际合作。

启动创新创业跨界教师项目。跨界教师将把专业领域的技

务体系。

外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师生及创业者到访并洽谈合作。为了更精

推出清华大学学生创新力提升证书项目。课程分为思维与
技能、跨界学习、实践交流三个模块，学生在清华在读期间达

标，打造具有全球化视野的“教育+空间+投资”三位一体的服

加速服务，实现总融资额人民币11.78亿元，接待来自46个海

项目增加创新创业领导力方向，该选修方向由清华x-lab负责教
学管理与实施，强调学院教师与实践教师共同开发和讲授课程。

服务”的理念，以“聚天下创业英才，育青年企业领袖”为目

队寻找创业伙伴。

清华x-lab为创新创业团队提供进行跨学科协同创新、团队
合作和互动交流的空间。

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X-elerator，是一个传承清华精
神、以服务创业者为核心的价值赋能生态。秉持“为创业者

• 2015年12月，成功申请成为海淀区创业期科技型企业集中办

支持与服务
创业群英荟
为入选创业群英荟的荟员提供有附加值的成长资本。通过
新思想实验室的强化训练，使创业者成为优秀的组织领导者。

科技接力社
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转化。在科技创造者、企业家
和投资人之间构建新型的产学研关系，建成科技转化的杰出人
才社区。

X＋空间
基于协同培养的理念，为创业者加速成长提供新一代智慧工
作空间，以吸引来自全球的创业者享受新型的创业氛围和资源。

公区

• 2016年2月，被科技部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服务
体系

伯乐俱乐部
各界思想大师帮助创业者选择价值定位，建立独特竞争优

• 2016年6月，被中关村创业大街授予“最佳创业教育奖”

势，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下一代企业家。

• 2018年1月，被海淀园管委会认定为“中关村核心区新兴产

行动学习中心

业孵化器”

• 2018年9月，成为海外双创周活动承办单位，承办印度尼西
亚雅加达站活动

基于管理及领导力方向的精深研究，结合国际先进实用的
教育理念，采用行动学习的教学方法，帮助创业者理解创业中
存在的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法。

实验室和创业走廊
区块链应用实验室、分享经济与社群经济实验室、商业模
式创新实验室、iLive未来实验室、医疗大健康创业走廊，通过
垂直行业或领域聚焦资源，帮助创业者加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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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重大科研项目

负责人

名称

类别

开始时间

陈国青

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专家组战略研讨与交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2019/1/1

李稻葵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时代主题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

2018/9/12

许宪春

大数据背景下我国新经济新动能统计监测与评价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018/11/6

陆瑶

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18/1/1

陈劲

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战略比较与实现路径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7/11/15

杨德林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及其政策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7/11/15

白重恩

中国的国际金融一体化——对金融发展和稳定的影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 2017/1/1

高旭东

建设创新生态系统下的广东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基金项目

2017/1/1

杨德林

促进中国创新发展的制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6/3/3

陈煜波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用户行为与商业创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6/1/1

陈国青

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指导专家组战略研究与组织学术交流会费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

2015/11/1

李稻葵

我国历史上的GDP及其结构研究（980-184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5/11/5

陈劲

全球价值链发展变化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5/7/10

陈剑

大数据环境下的商务管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5/1/1

姚大卫

医疗与健康的数据分析与决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5/1/1

陈国权

复杂变化环境下企业组织管理整体系统及其学习变革研究

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2015/1/1

曹静

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2015/1/1

陈煜波

全球互联时代的市场营销与商业创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014/1/1

陈剑

面向大数据的移动商务推荐系统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2014/1/1

薛健

会计信息的产生与影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2014/1/1

徐心

企业信息管理——信息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与影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013/1/1

肖勇波

需求管理策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2013/1/1

陈剑

低碳时代的供应链建模、优化与协调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3/1/1

资助2项以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9项，国家优秀青年科学

杨斌

中国企业战略领导力研究：集体领导力的理论模型及有效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3/1/1

基金项目4项。

雷家骕

基于科学的产业走向自主创新的技术赶超路径及其战略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2/9/1

近年来：

陈国权

复杂变化环境下企业组织管理整体系统及其学习变革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2012/1/1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每年平均20项以上

陈国青

新兴电子商务平台上中小企业成长模式与关键因素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2012/1/1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每年平均2项

李宏彬

关于性别比例失调的经济分析与政策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011/1/1

• 国家攻关项目、软科学项目：每年平均2项

白重恩

“十二五”期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和改革方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0/11/20

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是学院发展的重要内容，经过30年的发展，清华经管学院学科建设日臻完善，涵盖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门类。学院从自身
学科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出发，紧密结合教学和科研工作，积极承担国家、有关部门和企业的研究课题，科学研究整体水平位于国
内同类学院前列。

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研究基地

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工商管理

• 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会计与金融

•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研究项目
截至2019年9月，清华经管学院累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达413项、国家各部委纵向项目500多项，主持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3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1项、重大国际（地区）合作
项目2项、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4项，获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研究成果
• 论文：平均每年300多篇
• 著作：平均每年3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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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文期刊论文（部分）
系

学院教师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系

会计系

李丹

大客户能够提升上市公司业绩吗？——基于我国供应
链客户关系的研究

《会计研究》

经济系

李丹

客户效应与上市公司债务融资能力——来自我国供应
链客户关系的证据

《金融研究》

王琨

社会关系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基于中国上市公司
年报的文本分析

《南开管理评论》

谢德仁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

《金融研究》

谢德仁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

《会计研究》

谢德仁

业绩型股权激励下的业绩达标动机和真实盈余管理

《南开管理评论》

张海燕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政策目标与发展现状——
基于国务院办公厅2009年56号文政策目标实现的分析

《会计研究》

白重恩

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来自中国国道主干线的证据

《世界经济》

曹静

中国农村家庭消费方程估计与预测

《经济学报》

洪圣杰

出口产品质量与中间品供给

《管理世界》

陆毅

地区产业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合成工具变量的估计

陆毅

经济系

学院教师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武康平

股权网络度分布对沪、深A股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

《管理世界》

许宪春

国民经济核算视角下的保险产出及中国的实证

《金融研究》

许宪春

中国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如何向学术研究开放

《经济学报》

许宪春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建立、改
革和发展研究

《经济研究》

钟笑寒

选大学、选专业还是选地方：基于匹配理论分析学生
对高校的偏好

《经济学报》

钟笑寒

从婚姻匹配看户口的价值——来自CFPS的证据

《经济学报》

陈秉正

中国的年金谜题与养老金领取行为研究——基于企事
业年金领取偏好的调查

《经济学报》

何平

影子银行、流动性与社会融资规模

《经济学（季刊）》

李稻葵

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何以产生重要的经济学贡
献?——基于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分析与思考

《经济学报》

郦金梁

特质风险与公司投资行为选择——基于变量间非线性
关系的视角

《管理世界》

《经济研究》

郦金梁

舆论影响力、有限关注与过度反应

《经济研究》

城市毗邻效应与出口比较优势

《金融研究》

陆瑶

融资融券对上市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

《管理科学学报》

马弘

直接出口的学习效应和溢出价值

《清华管理评论》

陆瑶、施新政

沪港通实施、资本流动与A-H股溢价

《经济学报》

潘文卿

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存在“微笑曲线”吗？——基于供
给与需求双重视角

《管理评论》

庞家任

上市公司成立并购基金的影响因素及财富效应研究

《金融研究》

潘文卿

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劳动生产率——基于距离指
数与投入产出空间权矩阵

《经济学报》

庞家任

拆除“政商旋转门”是否有利于企业的长期业绩?

《经济学报》

潘文卿

中国区域的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区域互动与增值收益

《经济研究》

沈涛

IPO 还是借壳：什么影响了中国企业的上市选择？

《管理世界》

潘文卿

中国国家价值链：区域关联特征与增加值收益变化

《统计研究》

沈涛

上市公司壳价值与资源配置效率

《会计研究》

潘文卿

中国技术进步偏向性的省际扩散效应：1996-2015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沈涛

壳溢价：错误定价还是管制风险？

《金融研究》

乔雪

放松计划生育、延迟退休与中国劳动力供给

《世界经济》

王浩

信用评级有效性与监管依赖：来自银行同业存单的证据

《经济学报》

武康平

老龄化趋势下年龄依赖型要素对比较优势的影响——来
自中国的经验研究

《经济学报》

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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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学院教师作者

成果名称

学院教师作者

成果名称

创新创业

陈劲

高铁核心技术能力突破之谜——中车“核”战略的
演进

《清华管理评论》

郑晓明

海底捞：另类阿米巴

《清华管理评论》

陈劲

自主赢尊重：京东方的产业颠覆之路

《清华管理评论》

郑晓明

谨防创造力危害

《清华管理评论》

陈劲

动态能力与水之哲学

《清华管理评论》

陈国青、卫强

管理决策情境下大数据驱动的研究和应用挑战——
范式转变与研究方向

《管理科学学报》

陈劲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与排名研究——基于2017年《智
慧城市评价模型及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国家标准的
分析

《清华管理评论》
陈国青

神经信息系统研究：现状与展望

《管理科学学报》

陈劲

双“核”驱动，助力徐工集团煅造世界级企业

《清华管理评论》

郭迅华

区块链的边界

《清华管理评论》

陈劲

中国不同类型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趋势与比较

《科研管理》

郭迅华、陈国青

基于轨迹和波动的新生网商成长模式及特征研究

《中国管理科学》

陈劲

企业互动学习与创新能力提升机制研究

《科研管理》

陈煜波

数字人才——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

《清华管理评论》

高旭东

不可替代的创新：大型国企创新实践的启示

《清华管理评论》

李飞

社会责任对虚拟经营战略的影响机理与路径研究

《管理评论》

高旭东

何种人力资本对海归创业者更有效：管理还是技术?

《科研管理》

李飞

“小而美”的营销神话——基于环意国际旅行社的
案例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李纪珍

合作与企业国际化创新：政府参与的调节作用

《科研管理》

李飞

去营销战略

《清华管理评论》

宁向东

受教育水平与退休后再就业：基于CHARLS数据的
实证研究

《经济学报》

李飞

中国的零售革命

《清华管理评论》

王毅

中国企业智能制造核心技术能力——未来的持续竞
争优势之源

《清华管理评论》

于春玲

红海营销战略：聚焦、突破和消减

《清华管理评论》

陈国权

量变式学习和质变式学习模型的研究

《管理科学学报》

陈国权

学习迁移的系统理论：PPEE理论模型的建构和意义

《中国管理科学》

迟巍

频繁跳槽，是身不由己还是天性使然?

《清华管理评论》

曲庆

文化领导力：内涵界定及有效性初探

《南开管理评论》

王雪莉

中国式众筹的信任如何构建和演化？——基于水木
客众筹行为的案例研究

《管理评论》

张勉

适商与适应性领导

《清华管理评论》

郑晓明

组织管理中正念研究述评

《管理评论》

与战略系

刊物名称

系
领导力与
组织管理系

管理科学
与工程系

领导力与
组织管理系

市场营销系

刊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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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英文期刊论文（部分）
系

学院教师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系

学院教师作者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会计系

贾宁

Tournament Incentives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Accounting Horizons

管理科学
与工程系

梁湧

Reliable Flexibility Design of Supply Chains via
Extended Graph Expander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贾宁

Corporate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刘登攀

Quality, Pricing, and Release Time: Optimal Market
Entry Strategy for New Software-as-a-Service
Vendor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 (MISQ)

贾宁

Accessibility and Materialization of Firm Innovation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刘登攀

When Ignorance Can be Blis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oordination in Electronic Retailing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ISR)

罗玫

Does Financial Reporting above or below
Operating Income Matter to Firms and Investors?
The Case of Investment Income in China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刘登攀

Advertising Competition on the Internet:
Operational and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罗婷

Allocation of Decision Rights Between the Parent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Finance

肖勇波

Dynamic Pricing and Replenishment: Optimality,
Bounds, and Asymptotics

Naval Research Logistics

Platform Pricing in Mixed Two-sided Marke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徐心

高明

The Needs–Affordances–Features Perspective for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 (MISQ)

陆毅

Recover Overnight? Work Interruption and Worker
Productivity

Management Science

杨柳

Service Pricing with Loss Averse Customers

Operations Research

陆毅

Exposure to Chinese Imports and Media Slant:
Evidence from 147 U.S. Local Newspapers over
1998-201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梁屹天

An Empirical Study of Uniform and Differential
Pricing in the Movie Theatrical Market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陆毅

The Effect of Teacher Gender on Student’s
Academic and Noncognitive Outcom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郑毓煌、赵平

Warmer or Cooler: The Influence of Ambient
Temperature on Complex Choices

Marketing Letters

陆毅

Career Concerns and Multitasking Local
Bureaucrats: Evidence of a Target-Base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高峰、何平

A Theory of Intermediated Investment with
Hyperbolic Discounting Investor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陆瑶

Executive Suite Independence: Is It Related to
Board Independence?

Management Science

陆瑶

Does Independent Directors’ CEO Experience
Matter?

Review of Finance

庞家任

Employment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Cash
Holdings: Evidence from China’s Labor Contract Law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谢真臻

Exporting and Innovating among Emerging
Market Firm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经济系

金融系

创新创业
与战略系
领导力与
组织管理系

张晨

To Cope with Stress, Try Learning Something New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市场营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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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报》

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

研究支持

ISSN 2095-7254
CN 10-1175/F

《经济学报》于2014年正式创

经济学报

刊，是由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5
18
2018 6

学术性期刊，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CSSCI）经济学来源期刊扩展版
期刊。《经济学报》涵盖经济学科的
所有学科领域，发表原创性的学术研
经济学报
微信号：cje-sem

第5卷 第2期 (总第18期)

定价：68.00元

究成果以及综述和评论性的研究论
文。秉承学术、公正的原则，倡导独
立、客观的研究，提倡严谨、规范的
方法。致力于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一
般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问题。为提
高清华大学经济学科的研究和教学
提供了新的起点，同时也有助于加
快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清华管理评论》

清华经管学院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是从事工商管理案例研

M型结构的形成：1955—1978年地方分权与地方工业的兴起
白惠天 周黎安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特征事实的一个理论解释
王高望 史博文 叶海云
老龄化趋势下年龄依赖型要素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
武康平 张永亮
中国的年金谜题与养老金领取行为研究
——基于企事业年金领取偏好的调查
陈泽 陈秉正
中国农村家庭消费方程估计与预测
曹静 胡文皓
我国个税免征额调整的税收效应
——基于应有免征额、免征额累积性调整方式的分析
曹桂全
交通运输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分析
——基于动态一般均衡理论
王贵东
分行薪酬考核激励、信息收集和信贷决策
田跃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化应用为学院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高速局域网
联接学院的两座办公楼，并可顺畅访问互联网，全部区域都有

究、案例开发、案例库建设和案例教学培训的专业研究和教学

清华经管学院图书情报中心同时也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经管分

无线网覆盖。在线讨论区供师生在进行课后学习和沟通。远程

服务机构。中心以“集聚商业智慧、推动教学创新”为宗旨，

馆，主要为经管学院师生提供服务，同时也为清华大学其他院系

音视频会议系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直接与国内外知名学者沟通的

在国内首先建立了教授指导研究助理的案例开发模式，并率先

读者提供服务。图书情报中心成立于1985年，现有面积900平

机会。学院还为教学和研究提供多媒体技术及授权软件支持。

形成以现场案例开发为主体、图书馆案例及视频案例等为补充

方米。馆藏经济、管理类中文图书10万多册，还有外文图书1万

的规模化案例研发体系，瞄准中国本土的企业实践开发高品质

余册，每年新增图书6000册左右。学院还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

案例，并向全国推广。

订购中外文的高水平学术期刊，以及有影响力的财经类杂志和报

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已开发并收录了近800篇教学案
例，每年新增案例50个以上，内容涉及企业战略、创新与创

纸。目前每年订购的期刊、杂志有600种，其中160种为外文期
刊和杂志。

业、会计与控制、金融、信息化与生产管理、人力资源与领导

清华大学图书馆采用大馆、专业分馆、资料室的三位一体

力、企业文化、项目管理、营销管理、宏观经济等工商管理教

方式，为清华大学全体读者提供服务，为了适应电子化发展方

学的全学科领域，并覆盖各个行业。除清华外，目前国内已有

向，大学图书馆先后购买了大量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包括国际知

900余所高校试用或正式购买清华案例库使用权，一些大型企

名的经济与管理数据库。大学图书馆与经管学院图书情报中心还

业和金融机构也在其内训中批量采用清华案例。

联合订购了电子数据库并开放给大学全体读者使用。自2008年

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先后与哈佛商学院出版社、毅伟商

开始，为了进一步加强电子资源建设，大学图书馆还与经管学院

学院出版社、欧洲案例中心（Case Center）和SAGE出版集

图书情报中心合作购买了大量数据型数据库，逐步发展成为数字

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其网络和线下平台向全球推广中国

化、研究型的现代化专业型图书馆。

《清华管理评论》创刊于2011年

管理教学案例，将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传播到海外商学

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教育

院课堂。清华经管学院是中国内地首个与哈佛商学院建立合作

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清华经管学

伙伴关系的商学院，截至2019年10月，已有53篇案例在哈佛

院承办并出版发行。以“思想引导变

商学院出版平台上线。

革”为办刊宗旨，以“全球视野、中

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每年举办两次大型案例教学与开发

国根基、政经智慧、人文精神”为刊

论坛和研讨会。中心每年举办的“卓越开发者”案例大奖赛是

物特色，致力于传播前沿的管理思想

全国管理案例开发领域的一件盛事。

和企业最佳管理实践。

图书情报中心

2018年6月

2

办，清华经管学院承办的经济学科

清华经管学院是国内最早开展工商管理案例教学的学院。

数据研究与开发平台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是2016年7月由国家
统计局和清华大学合作共建的校级研究中心。中心宗旨：围绕中
国经济社会数据开展研究，打造国际一流的经济社会数据开发
和研究团队，建设成为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智库和
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知名度的研究平台，为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提供优质的数据服务。中心主要任务：整理、利用国家统计
局及相关机构的数据，进行政策研究，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
提高相关学科研究水平服务；通过与大数据企业合作，挖掘和分
析大数据，为政府统计提供新的数据来源，为国家高层决策提
供咨询服务等。
为建设高水平数据服务平台，2018年6月，国家统计局-清

信息技术与服务平台

华大学数据开发中心微观数据开发应用启动仪式在清华经管学
院举行，标志着中国统计数据开放开发取得重要进展，是统计工

清华经管学院于2009年年底启动信息战略项目，2013年

作服务社会公众和科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2019年4月26日，

完成建设目标。项目选择国际知名的商业套装软件，采用专业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清华经管学院、清华大

咨询队伍进行项目实施，秉承“以教授和学生服务为核心，为

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发布“清华大学中国平衡发展指数”，从新

教授、学生、校友和合作伙伴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的设计理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发，对平衡发展进程进行监测。

念，为用户呈现了一个集知识传播、资源共享和交流互动与服
务于一体的网络平台，为招生、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可靠、有效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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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与商学院国际组织的密切关系
AACSB

2002

成为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会员

2007

获得AACSB认证，成为中国内地首家获得AACSB认证的商学院

2012

在中国大陆商学院中率先通过AACSB认证维护

与世界顶尖商学院的深度合作
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巴黎HEC商学院
HEC Paris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

2014年，合办商务分析硕士双学位
项目

1998年，合作教师交流、高级管理培训
以及MBA双学位等项目
2013年，合办国际金融硕士双学位项目
2013年，合办管理硕士双学位项目

2006年，合办EMBA双学位项目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MIT Sloan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
Stanford GSB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UC Berkeley

1996年，合办国际MBA项目
2008年，合办清华MBA- MIT管理
学硕士双学位项目

2005年，合作MBA学生交流项目

2012年，合办金融工程硕士双学位项目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Wharton
1997年，合作教师交换
2010年，合作本科学生交换项目

AACSB亚太地区年会在学院举办

AAPBS

CEMS

EFMD

Executive MBA
Council

2017

通过第二轮AACSB认证维护

2004

参与发起并创立亚太管理学院联合会（AAPBS）

2005

第一届年会在学院举办

2006

成为管理硕士国际联盟（CEMS）伙伴成员

2011

正式加入CEMS，成为CEMS在中国内地的唯一成员学院

2014

战略委员会年会在学院举行

2006

成为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会员

2008

获得该组织的EQUIS认证，成为中国内地首家获得EQUIS认证的大学商学院

2011

通过EQUIS再认证

2003
2004
2014

GMAC
PIM

2008
2005
2013

PRME
UNICON

2007
2008
2011

广泛的学生海外交换网络
截至2019年9月底，学院已与海外112所院校签署了互免学费、互认学分的学生交换合作，为清华经管学院学生提供了大量开拓国际化视
野的机会。2019年，清华经管学院向来自于本科、硕士、MBA项目学生提供约425个海外交换席位。

部分参与海外交换的院校
北美

欧洲

亚太

百森商学院

意大利博科尼商业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商学院

哥本哈根商学院

香港科技大学

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

西班牙ESADE商学院

印度商学院

成为全球EMBA理事会（ Executive MBA Council）正式成员

麦吉尔大学

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

庆应大学

亚洲区域会议在学院举行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巴黎HEC商学院

南洋理工大学

皇后大学

西班牙企业学院

台湾大学管理学院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

鲁汶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伯克利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

伦敦商学院

新加坡管理大学

戴维斯加州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商学院

北卡罗来纳大学凯南－弗拉格商学院

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

奥克兰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挪威商业学院

墨尔本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亚琛工业大学

悉尼大学

密西根大学罗斯商学院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早稻田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科隆大学

里士满大学

曼海姆大学

成为大学商学院高层管理培训国际联盟（UNICON）的会员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苏黎世大学

举办UNICON2011年年会

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

维也纳经济大学

亚洲区域会议在学院举行
受邀成为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GMAC）成员
成为国际商学院合作组织（PIM）正式成员
联合主办PIM 2013年年会暨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成为联合国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PRME）签署院校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拉美
巴西FGV圣保罗商业管理学院
智利天主教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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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校友是学院的宝贵财富，也是学院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在

讲座、论坛、座谈会。并依照校友的行业、兴趣等维度组织丰富

过去的35年中，清华经管学院培养了3.3万多名学位项目学生、

多彩的校友活动，为广大校友创造获取新知、拓展社会资源、共

3400多名合作学位项目学生、8万多名非学位项目学生。他们

建合作渠道、互助职业发展的机会。学院持续建设校友网、完善

成为学院跻身世界一流经管学院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校友数据库，并通过微信校友服务平台、每月发放《清华经管学

学院每年筹办校庆日校友重聚、海内外校友同聚共叙、毕业
暨校友迎新等大型活动，组织与校友终身学习、职业发展相关的

院校友电子通讯》、每周发放《校友终身学习计划：一周精彩推
荐》等方式向校友传递信息、建设校友专属的网络平台。

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
组织结构
按照项目

按照地区

本科校友会

博士校友会

硕士校友会

MBA校友会

EMBA校友会

高管教育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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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校友会

东南亚校友会

北美校友会

• 新加坡校友会

• 美东校友会

重庆校友会
香港校友会
欧洲校友会

东北亚校友会

• 英国校友会

• 日本校友会

• 法国校友会

• 韩国校友会

• 美西校友会
• 加东校友会
• 加西校友会

• 德国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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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协会

房地产协会

乒乓球协会

创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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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更多信息，
请扫描二维码，登录清华经管学院官网。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 北京 100084
Tel: 86 10-6278 5515
Fax: 86 10-6278 5876

http://www.sem.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