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商务分析双硕士学位项目 

2023 级推免招生说明 

 

一、 项目简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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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开办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商务分析双硕士学位

项目。本项目是中国第一个高端的中外联合培养的商务分析双硕士学位项目，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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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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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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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为管理科学与工程），以及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

学位证书。自 2019 年起，清华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深度加强合作，在哥伦比亚大学阶段衔接专业已拓展

为五个专业方向：运筹学、商业分析、金融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工业工程。 

 

二、 招生计划 

2023 级招生计划为 25 人。 

 

三、 申请资格 

申请人应诚实守信，学风端正，品行优良，遵守法律法规和和校规校纪；为全国重点大学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2023 年夏季毕业）；能在现就读学校取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需符合以下条件： 

1.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在学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表现突出，本科前 3 年（或前 5 学期）平均学分绩至少 3.5 以上（以满



 

绩 4 为例）； 

（2）其他方面有优异表现，如有跨专业复合背景、有突出的研究成果、有优秀的个人事迹、创业经历等。 

2. 对本科专业无要求，鼓励跨学科申请，需具备优秀的数理基础，如已修过高等数学/高等代数/线性代

数/概率论/统计学等数理基础类课程。 

3. 英语水平优秀。 

 

四、申请材料 （重要：由于受疫情影响，考虑到部分地区邮寄纸质材料困难，本项目 2023

级推免申请材料提交方式为系统填写在线提交。请确保在申请时间截止前在申请系统提交

完整材料。后续如需邮寄相关纸质材料，将另行通知补交材料。）  

必须提交的材料（第 1 项到第 6 项） 

1. 申请表：《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商务分析双硕士学位项目推免申请表》 

（网上填报提交后生成，请确认第一页姓名为中、英文双语，并务必在最后一页“本人声明”处用黑

色签字笔签名）； 

2. 中、英文个人简历（各不超过一页 A4 纸）； 

3. 中、英文个人陈述（各不超过一页 A4 纸）： 

请具体陈述为什么选择申请本双硕士学位项目、本人相关背景（包括学业、实习、研究等）以及未来

职业规划； 

4. 三封推荐信： 

请提交具有副教授或以上职称、或在其职业领域有较高造诣的资深人士的三封“专家推荐信”。 

填写网上申请时，申请人需按照清华大学要求在报名系统中填写推荐人信息，系统将发送推荐信链接

至推荐人邮箱，推荐人可在线填写提交。 

注：推荐信语言应为英文或中英文双语对照。落款处需留推荐人完整签名（包括职位、具体联络方式、手

写签名。推荐人若没有名片，可提供推荐人所在院校/单位网站上的个人主页截图并上传系统）。每位有资

格进入夏令营复试的申请人需在后续补交正式纸质版推荐信文档，推荐信需由推荐专家密封并在封口处签

字，纸质版推荐信内容需与系统提交的电子版一致，以便后续存档等。具体要求和寄送方式将另行通知； 



 

5. 本科中、英文学习成绩单和“院系推荐意见及成绩证明”： 

请提供本科前 5 学期（九月批次申请人为前 6 学期）正式成绩单。若本科期间有修读双学位专业，请

同时附第二学位成绩单；若有海外交换经历，也请提供成绩单。请在所提交的成绩单上加盖学校教务

处或院系公章。 

请申请人同时提交“院系推荐意见及成绩证明”（可从推免报名系统中下载模板并打印，填写后，扫

描上传至申请系统），需按要求加盖学校或院系教务部门公章、签字，留下详细联系方式； 

6. GRE 成绩与语言成绩（以及替代方式）：  

请申请人向 ETS 组织或 IELTS 等组织机构申请，将官方 GRE 和 TOEFL（或 IELTS 等语言类成绩单）邮寄

至清华-哥大商务分析项目办公室。具体要求及寄送代码： 

GRE 成绩：请在申请时提交有效期内的成绩单，至少 320 分及以上，写作分数 3 分及以上。寄送代码

为 7590，或通过搜索项目/学校名称找到：Tsinghua U MS Econ Mgmt 

替代方案：可接收 GRE General Test at Home 成绩结果，具体分数要求与线下考试一致。（目前本项目只接受 GRE 成绩，

不接受以 GMAT 成绩替代。） 

语言成绩 

（1）TOEFL 成绩：至少 100 分及以上。托福寄送代码为 B520，机构名称：Tsinghua U, Tsinghua University 

Dual Master’s Degree Program in Business Analytics。 

（2）IELTS 成绩：至少 7 分及以上。 

替代方案： 

① TOEFL iBT Special Home Edition 成绩：至少 100 分及以上。（目前本项目不接收 TOEFL MyBest Scores 和 TOEFL ITP Plus 
for China Solution 成绩）  

② PTE Academic 成绩：至少 69 分及以上。 

③ Duolingo English Test 成绩：至少 120 分及以上。 

注：请在申请时提交有效期内的成绩单。考虑到官方邮寄时长，可先提交电子版成绩单作为申请材料。 

个人自愿提交的材料（第 7 到 9 项，可以多种形式呈现，包括印刷品、图片、音频、视频等）。 

7. 学术成果复印件或证明信，其中已发表论文提供期刊目录、论文首页，未发表论文提供单页摘要即可； 



 

8. 如果在学期间从事课外科技活动中有获奖或突出表现，请提交由学校教务部门出具并加盖公章的证明

材料； 

9. 其他可以证明个人能力或经历的材料：如计算机水平考试成绩单复印件、可证明创业经历的工商、税

务、银行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等。 

我们承诺对您所提供的信息严格保密。请理解您提交的所有申请材料将不再退还，请您注意重要材料备份

留存。若申请材料作假，或申请人有违规舞弊行为，所授予预录取资格无效。 

 

五、申请时间 

1. 夏令营 网上申请时间：2022 年 4 月 12 日 8:00- 6 月 20 日 24:00 

2. 九月批次推免申请时间：2022 年 6 月 21 日 8:00-9 月上旬（以清华大学研招办、清华经管学院公布的

推免日程为准。） 

 

六、申请方式 

1. 夏令营申请通道： 

申请人登录“清华经管学院研究生招生及夏令营网上报名系统”中完成报名并提交。 

网址为： http://apply.sem.tsinghua.edu.cn/user/login/sem/23）； 

2. 九月推免申请通道：申请程序将按照清华大学研招办、清华经管学院公布的接受推免报名程序进行。

申请人登录“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http://yz.tsinghua.edu.cn）和“清华经管学院研究生招生及夏令

营网上报名系统”进行网上填报并寄送相关材料。 

请确保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并在申请截止日期前在申请系统提交完整材料。后续如需邮寄相关纸质材

料，将另行通知补交材料 。在报名时间内完成系统提交即报名成功（仅保存不算报名成功），请

在提交材料前确保所有必须提交材料已上传。 

 

http://yz.tsinghua.edu.cn/


 

七、 遴选方式及录取程序 

1. 夏令营： 

（1）2022 年 4 月 12 日 8:00 - 6 月 20 日 24:00 申请人登陆“清华经管学院研究生招生及夏令营网上报名系

统”在线填报申请信息。 

（2）申请人寄（送）申请材料（2023 级推免招生初审时无需寄送纸质材料）； 

（3）申请材料审核（清华-哥大项目招生录取委员会启动申请材料初审）； 

（4）发布入营通知； 

（5）收到入营通知的申请者前往清华大学参加暑期夏令营（具体形式以后续通知为准）； 

复试将重点考察专业素质、数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思想状况、英语交流能力等。 

（6）发布预录取通知； 

（ 7 ） 2022 年 8 月 下旬 -9 月上 旬申 请人 登录 “ 清华 大学 研究 生招 生 系 统 ” （ 网址 为：

http://yz.tsinghua.edu.cn/）进行网上申报并提交相关材料。清华大学对基本资料进行核实审批后，

确定拟录取名单的公平和有效； 

（8）2022 年 9 月下旬拟录取推免生到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完成正式报名手续； 

（9）2022 年 10 月下旬推免拟录取名单公示。 

2. 九月推免 

（1）2022 年 6 月 21 日-9 月上旬申请人登陆“清华经管学院研究生招生及夏令营网上报名系统”在线填报申

请信息，并登录“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进行网上申报； 

（2）申请者寄（送）申请材料（2023 级推免招生初审时无需寄送纸质材料）； 

（3）申请材料审核（清华-哥大项目招生录取委员会启动申请材料初审）； 

（4）发布复试通知； 

（5）收到复试通知的申请者前往清华大学参加复试（具体形式以后续通知为准）； 

复试重点考察申请人的专业素质、数学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思想状况、英语交流能力等。 

（6）发布预录取通知； 

（7）2022 年 9 月下旬拟录取推免生到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完成正式报名手续； 

（8）2022 年 10 月下旬推免拟录取名单公示。 

八、学费及奖学金政策 

1.   学费 

清华大学阶段学费：清华大学学费为每年 8,000 元人民币。 



 

哥伦比亚大学阶段学费： 

由哥伦比亚大学按入读当年的学费标准收取 

（详见哥大网站：https://ieor.columbia.edu/admissions/tuition-and-fees）。 

*哥伦比亚大学期间的学费、生活费、交通费等花费用由申请者本人承担。 

2.   奖学金 

（1）清华-哥大项目专属海外学习奖优奖学金 

在校期间，为奖励表现优秀的本项目学生赴海外学习减少经济压力，提供有力支持，帮助学生专注学习和

研究，本项目特设院内项目专属海外学习奖优奖学金。每届奖学金名额计划资助所有学生，项目委员会将

根据项目学生申请情况进行综合评估，符合条件者将获得奖学金资助。 

奖学金金额：计划范围在 5 万到 10 万元不等（具体政策请以当届奖学金通知为准）。 

（2）在学期间奖学金 

在校期间，成绩优秀和表现突出的硕士学生将有机会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此外，学生还能有机会申请

学校与学院两级的综合奖学金项目。 

奖学金数额 奖学金种类（部分） 

≥ 10,000 元人民币 国家奖学金、清华大学研究生奖学金 

5000-10,000 元人民币 经管学院综合优秀奖学金 

5000 元人民币以下 清华大学研究生奖学金、集体建设突出贡献个人、社会工作奖学金 

（3）在学期间助学金 

清华大学将为研究生提供每月定额的助学金补助。 

 

九、联系方式及邮寄地址 

电话：010-62789822      邮箱：mim_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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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硕士项目办公室（请在邮寄单上注明“清华-哥大项目） 

邮编：100084 



 

 

十、近期项目动态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清华经管学院硕士项目” 

 

 

 

 

 

清华经管学院硕士项目办公室对以上内容保留最终解释权。 

 

 

 

 

清华经管学院硕士项目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