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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
清华经管学院首任院长

白重恩
清华经管学院院长

2022年3月30日

我热情地欢迎 2022 年全国各省文、理科高中毕业生报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从 1984 年成立至今，在历任院领导的带领、经管全体

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努力以及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

直是各省最优秀学生的首选之一。

多年来，清华经管学院坚持学术高标准，讲好中国故事，结合中国经济管理的

实践，致力于取得对经济管理学科有重大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并立志培养对社会有

突出贡献的高水平人才。在本科生教育方面，学院贯彻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的教育理念，构筑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与知识获取相融合的培养体系，努力提升同

学们的创新能力、领袖潜质和综合素养。

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不但要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也必须钻研思想方法、拓宽知

识视野，才能从容应对层出不穷的各种变化，积极创新，贡献于国家、经济与社会

的重要发展和变革。我们希望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特别

乐于见到大家把个人兴趣、自身能力以及社会需求完美地结合。清华经管学院鼓励

学生的多元化发展，希望每一位同学找到自己想做、有能力做、应该做的事。

希望每一位追求卓越的同学选择清华，选择清华经管学院。

本科教育目标  

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

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

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本科教育内容  

价值塑造 能力培养 知识获取

本科教育途径

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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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 个性发展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清华经管学院”）成立

于 1984 年，朱镕基出任首任院长。2009 年开始，清华经

管学院全面推行“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本科

教育。通识教育是融合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获取的“三

位一体”的教育；个性培养注重对学生个性化的教育，包括“优

秀人才培养计划”及后续各类特色项目的实施。学院本科教

育改革获得 2014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之后，经管学

院持续思考本科培养的改革深化，“应对新挑战，培养具有

全球胜任力的多元交叉创新型经济管理本科人才”，2021

年获“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学生活动 丰富多彩
清华经管学院富有体育和文艺传统。“冬情”晚会、“经制

乐章”、“马约翰杯”运动会、“一二·九”歌咏比赛——

同学们在这些活动中展现风采、丰富人生、启迪智慧。

学科融汇 门类齐全
清华经管学院融汇经济与管理两大学科门类，共有 7 个系：

会计、经济、金融、创新创业与战略、领导力与组织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市场营销。本科项目开设两个专业：经济

与金融专业（含会计、保险方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业。同时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合作开设计算机与金融双学士

学位，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开设经济学双学士学位，与清华

大学社科学院合作开设清华学堂经济学班（清华大学经济学

拔尖人才培养基地）。

国际接轨 全球视野
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教学半数以上专业课程采用国际化教学

（英文授课），学院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前往海外名校交换学

习一个学期。由 60 余位海内外知名企业家、商学院院长、

思想领袖以及我国政府部门重要负责人组成的学院顾问委员

会对学院的战略规划、人才培养、资源开发等给予了巨大的

支持。

深造就业 前程锦绣
清华经管学院毕业生倍受社会欢迎，一部分直接读研或海外

深造，就业学生服务于国内外知名商业企业、金融机构以及

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等。

名师云集 人才荟萃
清华经管学院引进海内外知名学者执教讲堂，现任院长白重

恩教授等一批知名学者为学生授课。学院教师拥有丰硕的学

术成果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招生方面，近几年学院招收的文、

理科生比例均衡。

为什么选择

清华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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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管学院成立于1984年。朱镕基担任首任院长（1984-

2001）。现任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白重恩教授。清华经管学

院集经济学科、管理学科为一体，是我国培养经济类、管理

类精英人才的摇篮。经过三十八年的快速发展，现今的清华

经管学院，不但是清华大学最大的学院之一，更是中国乃至

亚洲地区最优秀的经济管理学院之一。

成为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生一直是全国很多高考考生梦寐以

求的理想。2017年起，清华大学本科招生实行大类招生，经

管学院按照“经济、金融与管理类”进行招生。白重恩院长

担任大类培养首席教授。新生入学后不分专业，大一春季学

期进行专业确认，学生可在“经济与金融”“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两个专业中进行自由选择。

2009年4月，清华经管学院提出了“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

结合”的本科教育理念，并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新本

科培养方案。这一改革获得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之后，经管学院持续思考本科培养的改革深化，“应对新挑

战，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多元交叉创新型经济管理本科人

才”，2021年获“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本科培养以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为出发点，以“培养

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质的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出一种

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为培养目标，以“通识教

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为教育理念。通识教育是融合价值塑

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的“三位一体”的教育，特别强调

对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个性发

展为学生的自由成长创造环境和提供机会。

通识教育包括通识基础以及通识核心能力，核心能力下设五

大课组：认知文明；探究社会；科学思维；审辨、沟通与引

领；审美与创造。个性发展方面，经管学院为每位大一、大

二学生配备一名指导教师和一位校友导师。学院为大一新生

开设多门“新生研讨课”，面向大二以上年级学生开设本科

特色项目（X-Project），打造通专融合、多元化个性发展

课程，培养学生领导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加强学

生利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引入理论与实践

结合的体验式、开放型、个性化教学模式。

通识教育

个性发展

中国文明

西方文明

心理学概论

社会学概论

社会网分析

政治学基础

物理学概论

科学革命

生命科学简史

现代生物学导论

新生专题研讨

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

写作与沟通

中文写作

 思想政治
理论

外语 数学 体育
计算智能与
数据科学

通识教育
基础技能

认知文明
中外艺术史

创意创新创业

从构思到影响力

审辨、沟通
与引领

科学思维探究社会

审美与创造

通识教育
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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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云集

 人才荟萃

陈剑
联想讲席教授、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系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

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

商务智能与决策分析、

系统优化与预测技术等

何平
教授、副院长、金融系系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

银行金融机构、货币政策、

宏观金融等

钱颖一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四

任院长（2006-2018）

主要研究领域

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

中国教育

杨斌
教授、清华大学副校长、

教务长

主要研究领域

组织行为与领导力、商业伦

理、非市场策略、高等教育

管理等

白重恩
弗里曼讲席教授、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

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

公共经济学、金融、公司治理

以及中国经济

截至2022年4月1日，学院共有156位全职教师和4位清华大学国际

研究生院创新管理学科暨清华经管学院深圳院区双聘教师。全职和

双聘教师中，157位拥有博士学位，海外博士学位占61%。四位

为国际学会会士，四位教师获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两位

教师获得“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称号（为清华大学在人文社

科领域设立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此外，学院还聘请多位名誉

教授、兼职教授、访问教授和管理实践访问教授。

陆毅
教授、经济系系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

经济增长、公共财政、

国际贸易和区域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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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融汇

门类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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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金融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计算机与金融双学士学位

清华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双学位

清华学堂经济学班

清华经管学院融汇经济与管理两大学科门类，共有7个系：会计、经

济、金融、创新创业与战略、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市场营销。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经济学3个“双一流”

建设学科，为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学生在本科期间接触或参与学术前

沿研究提供了充分条件。本科项目开设两个专业：经济与金融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共同开设计算机金

融本科双学位， 2020年开始招生。与香港中文大学共同开设经济学

双学位， 2021年开始招生。与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合作开设的清华学

堂经济学班（清华大学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基地）将于2022年启动

首次招生。

在清华、在经管度过生命中特别美好的六年时光，是我觉得一生都值

得珍藏的幸福。不管是在课堂内外和老师同学一起思考、热烈讨论，

在学生会和同仁们共同面对种种棘手的挑战，在马杯赛场上和队友们

一起挥洒热血和汗水，还是邂逅、相遇一辈子值得珍惜的知交好友和

志同道合者，都让我有幸成长为更丰富、更充实、更坚强、更有担当

的人。

在我心中，清华经管人的气质，是既严肃、又活泼的，是既扎实肯干、又

有高广追求的，是丰富个性和深沉使命感的互浸融合。裘马值千金，何

如赤子情；纵羁大小事，长存仁者心。与将要踏入清华园的你共勉。

张晨 经2007级

2009年入选优秀人才领导力培养计划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学士、管理学硕士

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管理与组织学博士

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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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金融专业
经济与金融专业融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课程体系，将学生对金融学的理论分析和

方法掌握，构建在全面和扎实的经济学基础之上；而金融学专业知识与方法技能

的训练，也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用武之地。二者的有机融合，使学生对经济学与

金融学的掌握，均更加深入和灵活，并使学生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最终

培养学生成为具备坚实专业基础和国际化视野，能够胜任经济与金融领域的管理

或研究工作，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高素质复合型经济金融人才。

理论与应用，
国际与本土的有机结合

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强大的应用能力之间、高度国际化

与深入本土化之间的有机结合。

师资队伍拥有国际化的教学
研究经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该专业的师资队伍中既有长期参与中国经济与金融实

践的教师，也有具有丰富的国际化教学经验、国际领

先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教师。同时，多位来自海外著名

研究型大学的特聘教授也参与经济与金融本科专业的

教学。

培养目标
培养既掌握系统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

又具备解决现代经济与金融中实际问题的技能，既具

有国际视野同时也了解中国国情的高素质复合型经济

和金融人才。

就业前景
该专业毕业生的去向为在国内外高校继续深造（包括

攻读经济学与金融学之外的研究生），进入国家经济

管理部门，服务于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

保险公司、各类投资基金及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以

及在管理与财务咨询公司和大型企业就业等。

教学计划
该专业既强调为学生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也重视让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职业方向来选择专业课和其他

学科的课程。基础课程包括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

与管理学等方面的基础理论课。在基础课之上，该专

业开设大量经济学与金融学专业课程及保险与会计的

方向课程供学生选择。该专业也鼓励学生选修其它院

系的课程来开拓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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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
信息技术与商务社会的融合不断创造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行为

习惯，颠覆传统的商业规则，催生新的商业模式。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伴随

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不断成长和成熟，

以其内在的“创新”和“颠覆”的基因，培养和造就具有对信息技术与管理理论

的深入理解和洞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培养目标
培养把握数字经济时代的商务活动规律，能够开发和运用信

息技术及数理方法以优化管理、提升绩效、引领创新的复合

型管理人才。

教学计划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是融合管理学、信息科学、经济学、行

为学、社会学等领域知识的新兴交叉学科。经过四年的本科

学习，学生将具备运用基础性的信息通信技术的技能（包括

坚实的数理基础、必要的信息技术技能、扎实的商务数据分

析能力），以作为职业起步阶段的优势能力，同时拥有良好

的管理潜质（包括国际化的经济学视野、系统的管理学修养

以及出色的沟通能力），以支撑未来向高层管理岗位的发展。

高年级学生可选择进入“金融科技”等特色培养方向。

就业前景
学生毕业后可进入各类企业与政府部门，从事大数据分析与管

理、互联网与商务智能建设、管理决策分析及运营优化等工作。

主要的就业企业类型包括国内外知名的咨询公司、金融机构、

政府机关、电信公司、互联网企业等。目前毕业生大部分选择

继续深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国内外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设有商务分析硕士项目和博士项目，研究方

向包括信息系统与商务智能、运作管理、商务统计与商务分析

等，其中商务分析硕士项目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同时授

予清华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两个硕士学位。

清华大学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全国最早建立的信息系

统类专业之一，由经管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开设。清华的管

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在 2012 年全国高校学科

评估中被评为第一名，2017 年被评为 A+，在学术研究和学

生培养方面均居于国内领军地位，其学术研究方向、课程体系

设置、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均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示范性的影

响力。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一半以上的教师具有国际化的学术训练背

景；拥有 3 名国际知名特聘教授；并于 2003 年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NSFC）“创新研究群体”的称号。全职师资

队伍中有一位教师获得“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称号（为清

华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设立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复旦“管

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2 人、IEEE/IFSA 等国际学会会士

（Fellow）多人。

雄厚的学科实力 一流的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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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学院
社科学院

依托学院首席专家

钱颖一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涉及学科

应用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育人模式
创新

重视数理基础

鼓励学科交叉

海外研修

国际化培养

探索科研能力

培养模式

特色项目

个性化培养

因材施教

弹性学制

本研贯通

定位长远

学制与学位授予

本科学制四年，按照学分制管理机制，实行弹

性学习年限，最长学习年限为六年。完成学分

要求后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清华学堂经济学班
清华学堂经济学班（清华大学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基地）旨在培

养既掌握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运行规则，又深刻了解中国国情，

同时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优秀学术领军人才，具备经济

学原创思想力和国际学术影响力，引领经济学前沿研究。清华学

堂经济学班将致力于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学家的摇篮，激发学生总

结经济学一般规律和中国特色、推动学科前沿、扩大中国经济学

的国际影响力和解释力，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Tsinghua SEM Undergraduate Progra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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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金融
双学士学位项目
计算机、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与金融业的发展，推动了计算金融专业产生。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系与经济管理学院强强联合，共同开展计算机与金融本科双学位项目，推动学科的交

叉融合，加强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培养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复合型人才。

本大类的专业方向是计算机、金融工程与管理科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旨在培养 IT 领域和金融

领域的复合型研究型人才或专业化管理人才。课程设置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训练、综合

论文训练、学生自主发展课程等，拟定学制四年，每年招收学生 30 人（计算机大类与经管大

类各 15 人），2020 年开始招生。

学制与学位授予

学制
本科学制四年，按照学分制管理机制，实

行弹性学习年限，最长学习年限为六年。

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经济学学士（金融学专业）

交叉与融合本身，也让可能性变多了。如果

希望最大地挖掘自己的潜质、培养爱好与特

长，需要的只是用你敏锐的好奇心、执着的

独立思考去征服课程的压力和难度，保持探

索的精神。正因专业的口径与机会前景都很

宽广，因此若愿仰望，亦可见浩瀚星空、无

穷宇宙。

高中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范家瑞  经02计08

培养特色
1. 强调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培养。基于数理基础上

的“深度”融合，力求引领信息时代在金融和其它领域发生

的革命性变化。专业课程精简，更强调基础性和灵活性。

2. 院系强强联手，加强学科间的对话与融合。经管学院的通

识教育与经济金融专业知识，与计算机系的科学与技术优势

相融合，促进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更有深度的学科融合。

3. 课程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夏季学期和实践训练以

及综合论文训练四部分组成，兼具社会科学与前沿技术之长，

同时对数学、物理等相关领域的基础课程学业水平提出了较

高要求。大一至大三的暑假，要求学生完成程序设计训练、

学术或企业实践以及专业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培养成效
通过各种教育教学活动发展学生个性，培养的学生将兼具：

健全的人格；创新精神与人文精神；国际化视野；提出、解

决带有挑战性问题的能力；有效进行团队交流合作的能力；

跟踪并发展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对于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金融理论与实务及相关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进

阶知识及核心技能的扎实掌握。最终使学生具备成为高层次、

多样化、创造性人才的良好素质，能够从事相关领域的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教育教学和领导管理等不同面向的 工作。

培养目标及优势
实行多学科交叉背景下、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

构建既强调共性基础又鼓励特长发展的专业核心课程体系，

强调对学生进行基本理论、基础知识、核心能力以及健全人格、

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培养，为学生提供宽厚的专业基础和宽

广的专业前景，提倡学生在参与中发现自己的能力和兴趣，

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智力和潜能，鼓励学生敢于面对挑战、

不断探索、努力创造、追求卓越，并提供一种土壤和环境，

促使学生养成独立工作的能力和终身学习的习惯。所培养的

学生应具有远大的科学抱负和人生理想，同时具有脚踏实地、

不懈奋斗的精神、自信心和能力，并有潜力发展成为能为国

家和人类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人才。



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经济学双学位

项目特色和专业优势

- 全英文项目，面向全球招生
清华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作为清华大学的全英文项目，吸

引来自全球的优秀考生报考。

- 多元化的文化体验
学生将体验两地、两校的学习生活和校园文化。拥有两个

市场、两个校友网络。

- 放眼全球，关注中国
大多数教师在海外名校获得博士学位，多位教师曾在海外

研究型大学进行过教学和研究。多位教师的研究课题立足

于本土问题，旨在让世界加深对中国经济的理解。

学制与学位授予

全英文项目，学制四年，

在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各修读两年

双学位，清华大学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经济学社会科学学士学位。

- 理论与应用结合
既强调扎实的理论基础，也提供丰富的具有应用价值的专

业选修课程，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职业规划进行选择。

- 就业前景广阔
除在国内外高校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外，主要就

业方向包括国家经济管理部门、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商

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与财务咨询

公司和大型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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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to explore and be the first mover. Living in Macau makes 
me appreciate and endorse the beauty and prominence of 
multicultural interactions. As a global citizen, I embrac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embrace my Chinese roots. I strive to 
be someone who finds solutions for the global issues we are 
facing right now and brings impacts to the world. In Economics, 
as a prerequisite of specialisation, exchange is needed not 
just to get rid of surpluses but to mutually benefiting the 
parties involved and thus resulting in efficiency. Henc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th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sets a brilliant example and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ambitious and talented students to 
exchange and get the best out of the two cities. Both Beijing 
and Hong Kong are critical player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 cannot wait to explore and take on all the challenges ahead.

In the future, after graduation, I see myself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in the finance and economics career. 

—By Kathy Chong from Macau
Year 1 student of the CUHK-Tsinghua University Dual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me in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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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委员会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是

在时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积

极推动下成立的。委员大多是国际著名跨国公司董事长，也包

括世界一流大学商学院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我国政

府部门重要负责人。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担任顾问委员会名誉

主席，现有 74 位委员，共 75 位成员。海外委员中有国际知

名企业家 47 位，国际知名商学院院长 5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 2 位。

作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系列活动之一，“顾

问委员走进清华经管课堂“（Tsinghua Students Dialogue 

with Board Members）活动也是一大亮点。活动旨在为顾问

委员提供一个与清华学生小范围、近距离的交流平台。活动

举办以来，每年都有十几位顾问委员走进课堂，与同学们进

行面对面的交流互动。一方面，学生获得难得的机会与顾问

委员近距离交流，另一方面，顾问委员也能面对面地了解中

国年轻一代最优秀学生的思想动态。

国际接轨

全球视野

吉尔菲·盖瑞特
Geoffrey Garrett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

刘明康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

吉姆·布雷耶
Jim Breyer

布雷耶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雅各布·瓦伦博格
Jacob Wallenberg

银瑞达集团主席

苏世民
Stephen A. Schwarzman

黑石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共同创办人

薄睿拓
Carlos Brito

百威英博全球首席执行官

李泽楷
Richard Li

盈科拓展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罗睿兰
Ginni Rometty

IBM 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德尼·杜威
Denis Duverne

安盛集团非执行董事长

拉坦·塔塔
Ratan N. Tata

塔塔有限公司、塔塔工业公司、塔塔汽

车公司、塔塔钢铁公司和塔塔化工公司

名誉董事长

大卫·鲁宾斯坦
David M. Rubenstein

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联席首

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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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管学院长期以来坚持走国际化的道路，在课程设置、师资力量、

交换学习等各方面都保持在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建设中。目前，清华

经管学院与海外著名大学和商学院学生交换合作已进入一个稳步发展

阶段。清华经管学院已与全球百余所知名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

稳定为学院学生提供海外交换席位 400 余个。尤其在本科项目，学生

100% 享有赴海外交换学习的机会，平均每年 70% 左右的本科大三

年级学生赴海外进行交换学习。交换合作学院基本平均分布于北美、

欧洲和亚太地区。另外，学院每年吸引来自美国、欧洲和港澳台等地

交换生、留学生就读，吸纳国际学生、整合全球合作资源，实现双向

全球化学程，搭建中国学生和海外学生之间交流沟通的平台。

海外交换，培养全球胜任力

＊部分交换学校名单

（以学校名称的汉语拼音排序）

亚太

国立首尔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台湾大学管理学院

悉尼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

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等

日本早稻田大学商学院

欧洲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

赫尔辛基经济学院

比利时鲁汶大学

荷兰鹿特丹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

欧洲商学院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维也纳经济大学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Europe

Asia-Pacific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

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意大利博格尼商业大学

西班牙 ESADE 商学院

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

北美
North America

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

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等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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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

丰富多彩 
志愿公益
志愿公益活动以举办公益论坛、公益大赛、公益讲座与沙龙，开展

公益实践、公益项目、微公益活动等方式，帮助同学们播下公益的

种子，培养志愿精神，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中提升获得感和自我

认同感。学院还将公益志愿服务作为学院本科生社工骨干培养的必

修环节，院内各学生组织的学生骨干通过参与公益活动的方式进行

理论学习，实现志愿服务的能力提升和精神升华。学院的公益氛围，

促进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内化在更多学生的意识

里，体现在同学们的日常言行和未来人生旅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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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学院团委、学生会、学生科创与学术发展协会、信息管理

协会、会计协会、金融协会、经济学会、职乐汇等学生组织，

文艺社团、体育俱乐部等兴趣社团为同学们组织丰富多彩

的课余活动。如“今经乐道”经济热点分析大赛、全国大

学生经济学年会等专业赛事，“挑战杯”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SRT（大学生研究训练）项目等学术活动，

院歌赛、“一二·九 ”歌咏比赛、“冬情”学生节、“马

约翰杯”体育运动会、思贤杯院级运动会等文体活动，不

仅为同学们提供了发挥特长、张扬个性、展示风采的平台，

也从第二课堂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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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纬咨询

百度

贝恩咨询

波士顿咨询

春华资本

大疆创新

淡马锡

德勤

高盛

巴黎高等商学院

宾夕法尼亚大学

伯克利加州大学

帝国理工学院

东京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卡耐基梅隆大学

2021届

国内深造  53.8%

海外深造  17.8%

工作  23.7%

其他  4.7%

华平投资

华为

汇丰银行

麦肯锡

摩根大通

摩根士丹利

美团

普华永道

瑞银集团

康奈尔大学

伦敦国王学院

伦敦商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

南加州大学

牛津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职业发展服务
清华经管学院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设立专业化的职业指导机构

“职业发展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以下简

称 CDC）, 致力于帮助学生发现自身潜在职业发展前景和确

定职业发展方向，帮助学生提升职业素质和技能，为学生提供

职业测评、一对一职业咨询、职业发展课程、职业技能讲座

及行业分享会等相关服务。每年，超过 1500 家企业与 CDC

合作，并为学生提供 5000 余个实习和全职岗位。

2020届

国内深造 45.3%

海外深造 26.5%

工作 21.2%

创业 1.2%

其他 5.8%

2019届

国内深造 51.5%

海外深造 24.2%

工作 16.7%

创业 0.8%

其他 6.8%

安永

毕马威

德勤

高瓴资本

快手

美团

麦肯锡

宾夕法尼亚大学

伯克利加州大学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华盛顿大学

加州艺术学院

卡耐基梅隆大学

伦敦商学院

摩根大通

普华永道

瑞士银行

腾讯

网易游戏

五矿矿业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麻省理工学院

马里兰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香港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芝加哥大学

2021届

国内深造  50.0%

海外深造  33.3%

工作  16.7%

2020届

国内读研 56.0%

海外深造 20.0%

工作 24.0%

2019届

国内读研 47.4%

海外深造 36.8%

工作 15.8%

深造就业

 未来发展

斯坦福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耶鲁大学

芝加哥大学

腾讯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Optiver

CPPIB

Marshall Wace

Silver Lake 

Partners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经济与金融专业

近三年学生毕业去向近年主要就业单位

近年海外深造主要学校

近三年学生毕业去向近年主要就业单位

近年海外深造主要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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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招收第一届31名本科生，到2020年夏季281位本科生毕业，三十多年来，清华经管学院为国家、

社会培养了5755名优秀本科毕业生校友。他们或在祖国的各行各业发挥着栋梁作用，或留学国外谋求国际化

的发展，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书写着新

一代清华人的光荣与梦想。

从2012年开始，清华经管学院在为每一位本

科新生配备一位教师辅导专业课程学习之外，

同时配备一名校友导师，与学院内教师形成互

补，帮助本科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拓展

课堂之外的视野，也使清华大学薪火相传的校

友文化延续不歇。截至2022年，共有472名

清华经管学院优秀校友获聘2012级-2020级

本科生校友导师。

校友风华

你的梦想从这里开始

他们中有这样的名字： 

李稻葵 经1980级

清华经管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

全国政协第十一、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金荦 经1987级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组织

部部长、人事司司长

郭宁宁 经1987级

福建省委常委，

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杨斌 1987级 

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

清华经管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钟笑寒 1989级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学院党委副书记

颜安 经1991级

福特汉姆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席教授

洪婧 经1991级

高成资本创始合伙人、CEO

方星海 经1981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党委委员

甘犁 经1982级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与研究中心主任

赵驹 经1983级

招商银行副行长

刘迅 经1986级

深圳市新同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钰 经1991级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心 经1993级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何治国 经1995级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张娟娟 经1996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ohn D. C. Little 

市场学讲席教授

高尔基 经2001级

财新传媒副总裁

杨扬 经2002级

全国青联副主席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2012级-2020级
本科生校友导师
总人数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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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致力于培养有学识、智慧、理想、

责任感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是清华大学最早推行

本科培养通识教育的院系；通专融合的课程体系，让学生

充分涉猎各学科知识的同时对专业知识有更加全面深刻的

认知。我们充分激发学生对未知的好奇，帮助学生培养严

谨的学风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并掌握多样的学习方式。

何平 经1992级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金融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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