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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学制   两年

上课地点   北京 .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入学日期   2024年9月

授课方式  ·非全日制项目，一个月两次授课，采用隔周周末或短期集中上课形式，平均每月四天。

                ·课程期间包括两次赴美学习（交通、食宿费用由学生自理），单次两至三周，校方保留视两地政策进行

                   调整的权利。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授课，清华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各负责教学内容的50%

获得证书   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

                 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康奈尔大学MBA学位证书（与康奈尔大学在其本部所授MBA学位完全相同）

毕业条件

第一批     报名截止：4月7日 17:00

              面试时间：4月28-30日

第二批     报名截止：6月9日 17:00

              面试时间：6月30日-7月2日

第三批     报名截止：8月4日 17:00

              面试时间：8月25-27日

第四批     报名截止：9月8日 17:00

              面试时间：9月22-24日

第五批     报名截止：11月10日 17:00

              面试时间：11月25-26日

             （仅对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国际考生开放）

* 港澳台地区考生须通过港澳台研究生招生考试
   国际考生须参加GMAT或GRE考试 （报名截止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具体面试日期以面试通知为准。）

2023年面试时间

申请系统开放

中英文面试（第1-4批）

全国MBA联考报名

中英文面试（第5批，仅针对非大陆地区考生）

2024年全国MBA联考

陆续发放正式录取通知书

开启双学位FMBA学习之旅

2月26日

4月-9月

10月

11月

12月

4月-7月

9月

报考时间表

招生对象   致力于在中国从事金融类或相关工作的中高层管理型人才，对行业/专业没有特殊要求。

报名条件  ·获得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之日起至2024年7月有三年或三年以上全职工作经历者。

                ·获得国家承认的研究生学历之日起至2024年7月有两年或两年以上全职工作经历者。

考生通过在线

报名系统进行

网上报名申请

（可扫描封底下

方“报考入口”

二维码进入报

名系统）。

于 网 站 完 成

注 册 、 上 传

申 请 材 料 等

手 续 后 ， 在

线 支 付 康 奈

尔 大 学 报 名

费 用 （ 2 0 0

美元）。

通过材料评审后参加清华

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举

行的联合面试。面试分为

中/英文两部分，其中，

中文面试采用个人面试形

式，英文面试采用小组讨

论的形式。通过中/英文

面试后方可获得条件录取

资格或候补资格。

1. 获得条件录取资格后须满足以下条件方可获得拟录取资格：

·中国大陆地区考生须通过全国MBA联考且分数达到国家A类线；

·中国港澳台地区考生须参加2024年港澳台研究生招生考试笔试

   且分数达到招考单位要求；

·国际考生须参加GMAT或GRE考试并在2024年3月1日前通过官方

   送分至康奈尔大学。

2. 获得拟录取资格的考生在资格审查和申请材料真实性审查通过后

   将获得正式录取通知。

2023年

2024年

学生按照规定完成各项培养环节，修满所需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毕业前学生须提交合格的英文

测试成绩，除入学时符合英文免考条件的学生外，其余考生须在2025年9月1日前提供合格（不低于

雅思7分或托福100分或多邻国120分）的英文测试成绩，否则无法获得任一学校学位。

2024级招生

ADMISSION

报考方式
APPLICATION



公司金融

组织行为学

会计学

管理经济学

市场营销

战略管理

关键性及明辨性思维

基础模块

投资学

融资工具运用

数据分析与决策

运营管理

商业银行学

微观模块

国际贸易与全球经济

金融科技

高级金融

高级会计

高级进阶模块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

金融沿革与金融市场

外汇改革与对外投资

宏观模块

课程
体系

CURRICULUM
课程设置兼顾学术与实践，学生将通过两年的学习，完成金融专业基础课，熟练掌握微观金融工具相

关知识，培养宏观金融素养，全面提升综合能力；洞悉现代经济的原理和运行规律，成为拥有正直品德

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金融管理人才。

清华大学
2023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14名

2023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第16名

康奈尔大学
2023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20名

2023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第20名

Why
us

培养金融领袖 �引领金融实践

贡献民族复兴 �促进世界和谐

1

3

700+

100+

85%

2 100+论文导师
导师背景涵盖
学界业界

85%金融相关课程

700+项目学生校友
联系紧密、共同发展

2年在职学习
不中断工作

2019-2022蝉联四届
“中国商学院最佳金融MBA
项目TOP10”第一名

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证书
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康奈尔大学MBA学位证书



院长
寄语

DEAN'S MESSAGE

The Cornell-Tsinghua Dual Degree Finance MBA program—a first-of-its-kin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SC Johnson College of Business at Cornell University and PBCSF at Tsinghua 
University—offers students a unique international finance opportunity.   

We are the first top U.S. business school at an Ivy League University to offer a degree 
program in mainland China. This two-year, part-time program conducted bilinguall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andarin) is designed for high-achieving MBA candidates who are prepared to 
lead across the breadth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dustry. Our faculty are excited to 
experience the vitality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U.S. and 
Chinese businesses can flourish. 

Cornell University and the SC Johnson College of Business are honor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historic partnership and foresee the potential for strong growth. We look forward to 
strengthening our ties and carrying forward our two universities’ outstanding traditions of 
innovative and responsible business education.

Charles Field Knight Dean
Cornell SC Johnson College of Business

Cornell University

Andrew Karolyi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砥砺四十载，求索几代人。2012年

学院并入清华大学，继承五道口传统，发扬清华精神，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在师资队伍建设、人

才培养体系重塑、科研体系构建、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美国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长期以来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高度重视在教育领域与

中国高校的合作。2012年两方首次谈到“建立一个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金融MBA项目”的构

想；2014年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MBA项目正式启动，并于2015年迎来首期班学生。项目自成

立以来，按照国际最先进的金融学科和商学院高等教育模式办学，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

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融合康奈尔大学在管理教育领域的多年积累，倾力打造出结合中外金

融理论与实践优势的金融人才培育体系，为中国培养了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金融人才。

站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MBA项目更加肩负着交流互鉴、与世界同行的重

任。我们将继续在扎根中国本土的同时，不断培养世界一流的金融领军人才，为提升中国金融行业

的全球竞争力贡献力量。

廖 理��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金融学讲席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



安 砾 鞠建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行为金融、家庭金融、
资产定价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实证资产定价、资产
流动性、信贷风险、金融危机

胡 杏

王 娴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资本市场

刘碧波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
副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实证公司金融、行为金融

王正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院长、副教授
清华大学金融学博士

研究领域：金融科技、消费金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金融学讲席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6）
金融MBA教育中心主任
波士顿学院金融学博士

研究领域：公司金融、VC&PE

田 轩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建树金融学讲席教授
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学博士

研究领域：行为金融、宏观金融

余剑峰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金融学讲席教授
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

研究领域：做空机制、共同基金、
国际金融

张 弘

CORNELL CORE PROFESSORS
康奈尔大学核心教授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
Ronald P. & Susan E. Lynch讲席教授
投资管理学教授
麻省理工大学金融学博士

研究领域：经济学、金融、投资、
资产管理、定量建模、衍生品

Robert A. Jarrow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院长
Anne and Elmer Lindseth讲席教授
会计学教授
俄亥俄州立大学会计学博士

研究领域：会计、行为研究、决策、
审计

Mark W. Nelson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商学院
中国事务院长
Nicholas H. Noyes讲席教授
组织与管理学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

研究领域：跨国文化的异同、
权势地位对人的影响

Ya-Ru Chen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
Robert W. Purcell讲席教授
金融学教授
美国西北大学金融学博士

研究领域：金融、商业伦理

Maureen O'Hara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
金融学教授
斯坦福大学金融学博士

研究领域：行为金融学、公司金融

Ming Huang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
运营、技术和信息管理教授
Breazzano Family管理学教授
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

研究领域：供应链管理、运营战略和
数据驱动分析

Li Chen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
资产管理校友讲席教授
佛罗里达大学会计学博士

研究领域：行为金融学、公司治理、
国际会计

Sanjeev Bhojraj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
Lewis H. Durland讲席教授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金融学博士

研究领域：企业资本结构、货币政
策传导、计量经济学与金融危机

Murillo Campello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
Henrietta Johnson Louis讲席教授
管理学教授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战略与商业经济学

Robert H. Frank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
会计学教授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清华-康奈尔
双学位金融MBA项目学术主任
麻省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

研究领域：管理者、投资者、审计师和
财务顾问的个人影响、企业税

Luo Zuo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金融学讲席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
清华大学技术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公司金融、互联网金融

廖 理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产业
组织

雄厚
师资

FACULTY
作为我国金融系统第一所专门培养金融高级管理人才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通过延揽国

际一流全职教师，巩固业界兼职师资优势，鼎力构筑学院雄厚的教学基础和科研实力；搭建学术平台，

引领金融研究的中国实践，打造一流金融智库。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隶属于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

的康奈尔大学，是全美最佳商学院之一，吸引了全球学界与业界的顶尖专家长年耕耘，在世界范围内拥

有极高的学术声誉。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MBA项目集成两校百年雄厚学术底蕴与卓越业界资源，致

力于将学生培养为立足中国市场 、兼具国际视野、精通专业知识的复合型金融领军人才。

TSINGHUA CORE PROFESSORS
清华大学核心教授



学生
情况

STUDENT OF 

2022

学生数据统计于2022年4月

金融行业学生分布

17.4%投资管理

11.4%证券

9.1%基金

7.6%金融服务

7.6%银行

4.5%保险

2.3%信托

Middle and senior management leaders

Students from the financial industry

企业中高层及以上管理者比例

86%

金融行业生源占比

60%

研究生学历比例
Postgraduate

Students with overseas education background

43%

具有留学经历比例

55%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
副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实证公司金融、行为金融

岁 

平均年龄 
Average age

 32 年

Average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入学时平均工作年限

8

医药与
生物技术

农林
牧副渔

非金融类
服务

商业贸易

其他

通信电子与
互联网

房地产
与建筑

能源与
节能环保

汽车、
交通运输

文化创意
与传媒

非金融行业
40%



在国内做金融机构前台业务，攻读MBA机会成本很高，还

要从卖方一侧向行业领先的买方转换更属不易。本项目是

实现两者兼顾的首选，没有之一。

项目集聚清华的严谨治学、五道口的实践基因和康奈尔的

国际视野，是金融MBA市场里的Only 1和No.1。

入读本项目在我个人职业转变的关键节点上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清华和康奈尔双平台提供了中美最优秀的金融资源，无

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给予我巨大的提升。

徐志强 

2015级学生 

加拿大鲍尔集团 

中国长期股权投资部主管

崔越  
2018级学生 

愉悦资本

投资者关系及商务拓展高级经理

谈翔  

2017级学生 

绿地城市建设发展集团

总裁助理

职场瓶颈渐多，授课结合了学术与实践，大有帮助：工作中

的知识有了系统化的分析与梳理，直觉上的管理技巧也有了

理论的解释。

陈捷婷  

2016级学生 

联想控股 

审计部高级审计经理

怀揣对清华的向往和对常春藤名校康奈尔的憧憬，让我在

工作多年后鼓起勇气重回象牙塔。而以治学严谨著称的清

康FMBA项目，不仅强调对专业素养的培养，更注重前

瞻性思考。

在国外求学、创业多年，决定回国时遇到了项目。两所中外

顶级商学院的完美结合，提供了金融MBA最高质量的教育，

不仅使我能够快速将中外金融知识与实践经验结合，丰富的

学生活动更让我收获了友情。

张雨辰  

2020级学生 

加拿大景山资本

合伙人

程扬  

2019级学生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银行部董事

作为金融从业者，读MBA意味着重新发现自我和对认知

的重塑。这里不仅有中西合璧的高质量课程，学界业界的

顶级名师，还有优秀、勤奋且有趣、有爱的同窗，让我收

获满满，整装再出发。

就读本项目是一段特别的人生体验和收获，可以让我系统性

地完善金融知识结构、拓展商业视野，以不断的突破自我、

承担更具影响力和创造力的工作。在这里，知识和同伴让我

们仰望星空不慌张，脚踏实地有方向。

侯玥

2022级学生 

江苏美科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房铭  
2021级学生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

学生
感言

STUDENTS' WORDS



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                招生专题              报考入口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MBA教育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43号

电话：010-62706165 / 62706166
邮箱：fmba@pbcsf.tsinghua.edu.cn
网站：http://fmba.pbcsf.tsinghua.edu.cn

本手册发布于2023年4月，项目最新动态请以官方网站及官方微信发布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