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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创的金融 MBA
始创于 2000 年，国内首个金融方向的 MBA 课程，引领金融 MBA 学科建设和发展。

与时俱进的课程设置
课程既着眼飞速变化的全球金融市场，又紧密贴近变革与发展中的中国资本市场。

汇集两校和业界的优秀师资

汇集清华、香港中大和学界业界众多专家学者，多为各自所在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
两校拥有海量藏书和先进数据查询系统，并拥有丰富的各类学习资源。

遍布全球的校友网络

两千余名校友活跃在金融机构和相关行业，同时连接两校庞大的校友网络。

灵活自主的招生方式

采用国际商学院通用的申请 - 审核制招生方式，无需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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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世纪”迈进第三个十年，中大商学院正蓄势待发，为应对亚洲区的急速转变做

好准备。我们矢志成为香港和亚洲首屈一指的学府，还要成为全球领先的商学院之一。

中大之成立，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使命作育英才，而此乃我们

与众不同的地方。中大商学院为亚洲的先驱，率先开办区内首个工商管理学士（BBA）、

工商管理硕士（MBA） 和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课程。 FMBA 课程也是两

地教育合作最早创办的项目之一，不仅为内地金融界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更是成为

香港和内地重要的联系纽带。多年来，我们在香港以至中国内地培育数以万计的年青

人，他们当中有不少已跻身商界领袖的行列。在中大商学院教研人员前沿研究的基础

上，对于那些渴望在亚洲大展身手，并希望复制该地区快速经济增长秘诀的海外人才

和企业，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全面的亚洲视角。

尽管我们过去已取得不少辉煌的成就，但不能就此故步自封。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不

仅加速了商业世界的转变，也为企业和商管教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影响教

与学的内容，也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中大商学院自创建以来，一直是商管教育的先锋；

我们必须要秉持这种企业家精神，继续开创新猷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对于一直与中大商学院同舟共济的忠诚校友、学术界和企业合作伙伴，谨此致以衷心

的感谢。我们承诺今后将会付出最大的努力加强彼此的联系。

对于尚未与中大商学院结缘的人士和机构，诚邀阁下访问我们，借此了解我们的教职

员正在从事的工作，并让我们分享如何帮助阁下及贵机构通过理念、知识和技能的掌

握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发挥才能及大展才华。

现邀请阁下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并肩携手，塑造商界的未来。

周林
卓敏经济学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院长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清华 -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 MBA 项目是在清华经管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教授和时任香

港中文大学校董会主席利国伟先生共同推动下，于 2000 年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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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培养熟悉中国市场、

兼具国际视野、同时拥有扎实的金融理论知识和管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成为金融行业未

来领航者。

自 1963 年起，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已于香港及亚洲的商管教育中早着先鞭，是亚洲首批

获得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 International）资格认证的商学院，培育了大批成就卓越，

能够带领及影响全球商业格局的毕业生。这种重视领导力及创新的精神源远流长，可见诸

于中大商学院作为亚洲区内首家商学院提供工商管理学士、工商管理硕士及行政人员工商

管理硕士课程之历史。时至今日，中大商学院凭借世界顶尖的教研人员及与时并进的研究，

以及逾 40,000 名校友的庞大网络，继续培育出触觉敏锐的领袖、企业家及社会翘楚，并在

珠三角以至全球作出重大贡献。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于 1984 年，朱镕基教授担任首任院长。清华经管学院以“创

造知识、培育领袖、贡献中国、影响世界”为使命，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等

方面保持国内领先水平。清华经管学院是中国内地率先获得 AACSB 和 EQUIS 两大全球管

理教育顶级认证的商学院。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清华

经管学院。2015 年清华 EMBA 国际项目排名全球第一，是中国内地商学院教学项目首次

登顶此项排名。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英文名 Tsinghu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chool，

简称 Tsinghua SIGS）是在国家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背景下，

由清华大学与深圳市合作共建的公立研究生教育机构。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致力于

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生院，成为服务社会和引领发展的一流人才培养基地；开展全球

重大挑战问题的研究，成为学科交叉融合的国际创新研究中心；探索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成为学校—企业—政府合作以及国际化校园的典范。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国内首个金融 MBA
清华、香港中大两校三院倾力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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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BA 是清华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强强联合、资源整合

的典范，更是两校深入开展学术合作的最佳实践。二十

年来，这一项目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广泛的号召

力以及卓越的创造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从

FMBA 走出的每一位学子，都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拓

展延伸了职业宽度，既拥有了熟悉中国国情的底气，又

带着放眼国际大势的自信，活跃在当今国内外金融财务

的各条战线上。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是清华大学建立世界一流大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华大学唯一的异地办学机构，

致力于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服务社会和引领行业发展的

人才培养基地。清华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携手合力打造

的金融财务工商管理硕士项目立足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在过往十七年的发展历程中，秉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的理念，通过将先进金融理论与改革开放实践建

设相结合，以培养金融思维作为主线，为国民经济各行

业培育了逾千名高端复合型的产融结合实践者，满足了

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需要。金融是大国重器，相信本项

目未来将继续为深化教育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贡献重要力量，并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及“一带一路”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杨斌
教授，清华大学副校长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院长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

白重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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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讲席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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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业界顶级师资
既熟稔金融之术，又深谙管理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管理实践访问教授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副教授

金融财务 MBA（北京）学术主任

英国伯明翰大学金融学博士

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

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总经济师、

储备管理司司长

清华大学双学士、硕士；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终身教授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高级主编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Secoo 独立董事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管理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副院长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美国杜克大学经济学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系副教授

金融财务 MBA（中大）项目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 EMBA（金融科创）项目主任

曹远征

张陶伟

黄国波

张晓泉

徐心

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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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杰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金融学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系副教授、金融博士项目负责人

芝加哥定量联盟亚洲分会理事

陈雷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

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首席战略官

中国资产证券化百人会联席秘书长

曾任巴克莱银行董事总经理

程源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副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

岑岭
香港科技大学金融学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系副教授

香港深圳联合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高群耀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力学博士

移动电影院创始合伙人兼 CEO

 曾任万达文化集团国际事业部 CEO、新闻集团

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高建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

清华大学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全球创业观察（GEM）中国负责人

郭志毅
巴黎中央理工学院博士

 投资银行家，曾任职法国巴黎银行、高盛、摩

根士丹利、渣打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

黄张凯
牛津大学金融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副教授

清华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胡成根
清华大学金融学博士

万达体育集团战略投资部总经理

胡左浩
日本京都大学经营学科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经管学院中国企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副会长

孔英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清华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清华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

部主任

金融财务 MBA（深圳）学术主任

郦金梁
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教授

清华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港澳台办公室主任

 中意设计创新（米兰、北京、成都）基地

主任

清华大学产业创新与金融研究院院长

李丹
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会计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会计系副教授

清华经管学院会计硕士项目学术主任

清华经管学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系主任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刘淳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副教授

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硕士学术主任

刘玲玲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经济系教授

林健武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系统工程博士

清华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金融学教授

国信证券博士后工作站合作导师

汤欣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副院长

沈浩
香港科技大学市场营销学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市场学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市场学理学硕士课程主任

王祖继
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清华经管学院管理实践访问教授

谢伟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系主任

《国际移动学习和组织》、《国际商业及新兴

市场》等国际学术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叶家兴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商学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系副教授

北美精算学会（SOA）副精算师

朱玉杰
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教授

清华经管学院不良资产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金融专业教指委副主任委员

张田余
香港科技大学会计学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制度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张劲帆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博士

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宏观金融稳定与创新研究中

心联合主任

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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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精心打磨
造就最懂中国的金融 MBA 课程

基础模块——革新认知

领导力与管理模块——提升格局

金融实务模块——打破边界

前沿与实践模块——洞见未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公司金融

行为金融学

会计学基础

金融学原理

经济学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市场营销

保险与风险管理  

固收证券

兼并收购与财务重组      

金融数据建模与分析  

商业银行管理

投资策略与实践 

衍生品市场及金融工程 

资产证券化与结构金融

注：最终课程设置以大学公布为准。

管理沟通

国际金融

国际政治经济

商业伦理         

战略管理  

中国公司法与证券法

中国经济与金融

组织与领导  

创业金融实践 

海外金融机构考察 

金融科技

金融中的人工智能

数字营销新生态

香港实地考察 

专题指导研究 – 中国金融问题与挑战

移动课堂

FMBA 重要教学环节。项目将带领学生走进国家级新区，深度走访优

秀企业，学习交流经验，激发思考。

香港实地考察
该课程在香港举办，是 FMBA 的必修环节。课程为学生提供了解香

港金融市场运作的机会，内容包括参加研讨会、参访金融机构，及与

当地学生交流等。

清华探究
同学们将分成小组轮流走进代表新兴产业和先进科技的实验室，这些实

验室覆盖新材料、新能源、新型环保，电子通信、生物医药和现代装备

制造等新兴行业。实验室探究中，同学们一边现场观摩，一边倾听专家

讲解，在体验式教学中接触科技前沿新知，探寻管理与创新的未来之路。

管理实战模拟
管理实战模拟（TechMark）由美国百森商学院终身教授 Dr. Robert 

Ng（伍健民博士）开发，它凭借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创造了一个仿真

度极高的商业竞争环境，为学员带来集知识性、趣味性、仿真性和

实践性为以一体的商战训练。

香
港
实
地
考
察

午间同学分享

移
动
课
堂

行业交流

FMBA 同学会中分行业成立了地产金融协会、汽车产业协会、文创产业

协会、股权投资协会等。协会定期邀请各个领域的校友深度探讨行业发

展现状及未来潜力，剖析市场机遇与挑战。

俱乐部活动

FMBA 同学会中根据兴趣成立了足球、篮球、悦跑、高尔夫、金帆、赛

艇、羽毛球等俱乐部，定期组织兴趣活动，凝聚同学情谊。

企
业
参
访

“大家讲”系列讲座

活动由 FMBA 同学会发起组织，每期活动邀请一位嘉宾针对其所熟悉

的领域进行实践分享并与同学进行深入交流。分享话题覆盖地产、证券、

基金、银行、保险、信托、实业、Fintech 等。

这次我们“讲真的”系列沙龙

活动由 FMBA 同学会发起组织，每期拟定一个热点话题并邀请相关领

域资深校友和专业人士进行深度对话，提供不同角度的观点和思考。过

往讨论的话题包括资管新规解读、跨国并购对国内企业的启示、创业投

资机会分享、新媒体运营交流、新派公寓 Reits 复盘等。

同
学
会
活
动

课程围绕新时代金融管理人才的学习需求，打造专业实用的课程体系，全面提升专业能力、领导能力和创新能力，旨在培养既有国际视野又熟悉

中国国情的复合型金融人才。课程结合课堂教学、案例讨论、实践研究、权威学者和国际资本讲坛大师分享等多种授课方式，帮助学生深刻理解

现代金融理论和方法，深入学习金融实践经验，立足中国市场分析金融问题，实现人生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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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程，FMBA2015 深圳
平安好医生 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

龙镝，FMBA2019 深圳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我发现将自己过去的工作实践经验与 FMBA 课程的理论及技能培训相互结合，在学习的乐趣中让我有了全新

的眼光和思维模式，让我更加充满信心去从容应对未来的挑战。

清华 - 港中大 FMBA 项目的学习，紧张而又繁忙，让我仿佛回到了十年寒窗、挑灯夜读的学生时代。阅读资

料、写 PPT、解数学题，学习过程必须得一步一个脚印，求知来不得虚假。每阶段学习、每次考试，虽然艰辛，

却伴随着翻山越岭克服困难之后的豪迈之情，还有收获知识和友谊的快乐。在世界一流的大学学习，感受清

华和港中大两校优良的学风，有机会向学识渊博的老师请教，与优秀的同学同行，这样的学习经历充满激情

而弥足珍贵！所谓知行合一，我期望学有所用，使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

汇聚金融行业精英
收获金融领域最强校友圈

李超，FMBA2016 北京

北京车与车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 COO

李璞，FMBA2017 北京

北京晟世华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得到 APP 保险课程主理人

杜娟，FMBA2019 北京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

在金融圈工作了十几年，早就成为了别人眼中的“金领”，但要迈出创业这一步，还是需要很大勇气。

FMBA 项目为我们搭建了格外优质的校友平台，北京、深圳、香港三地都有丰富的校友资源。正是因为认识

了这群优秀的同学和校友，才让我拥有了创业的底气，我才有机会完成从金融集团高管到成为创业者的转变。

创业四年一直在不断输出，虽然也在坚持碎片化学习，但始终无法形成体系。而清华和港中大优秀的师资能

够帮助重塑金融知识系统。近 20 年一直都在和保险打交道，重返校园可以帮助结识更多其他行业的朋友，拓

宽对行业的认知。FMBA 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项目，而为自己投资是最有价值的。

虽然我是做投行，但是我接触的大部分还是一级市场，我觉得在清华 - 港中大 FMBA 项目上，有很多机会可

以和金融行业其他领域的从业者，和不同行业的同学们多交流。同学们都是具备管理经验，而且在自己的职

业发展上有更高追求的人。

注：数据为近三年学生统计情况。

40 岁以上 12.86% 35 岁 -39 岁 38.57%

30 岁 -34 岁 37.14% 29 岁以下 11.43%

证券、基金  18.33%  银行 17.38% 

股权投资  20.00%  保险、信托  8.81%  

高科技、互联网 10.71%  房地产、建筑装饰  5.00%  

制造业  3.81%  文化传媒  4.05%  

健康医疗  1.67%  法律、咨询  1.90%  

其他  8.33% 

行业分布

年龄分布

39% 80% 25%
女性比例 中级以上管理者 硕士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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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对象

金融行业专业人士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多元背景、有金融 + 跨界需求的优秀人才

申请条件 招生方式

申请流程

学历学位要求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本科学历学位。

工作年限要求

大学本科毕业后三年以上（含三年）工作经验；或者获得硕

士或博士学位后两年以上（含两年）工作经验。

语言成绩要求

达到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语言成绩要求（豁免条件：

工作七年以上；持有全英文授课学位）。

遵循国际通用的 MBA 申请制度，采用自主招生的方式，申请

人需通过材料初审、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两校共同命题

的笔试、面试，重在考查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择优

录取。

申请批次 在线申请截止时间 笔试面试

北京班第一批 2020 年 11 月 6 日 2020 年 11 月 20-22 日

深圳班第一批 2020 年 11 月 15 日 2020 年 12 月 12-13 日

北京班第二批 2021 年 3 月 5 日 2021 年 3 月 26-28 日

深圳班第二批 2021 年 3 月 7 日 2021 年 3 月 20-21 日

项目
学制

项目
学费

招生
人数

授课
语言

授予
学位

两年，2021 年 8 月底入学，周末授课

43.8 万元

北京班 70 人，深圳班 70 人

中文为主，配合英文课件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可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加入 FMBA
成就非凡卓越的人生

声明

本册更新时间为 2020 年 9 月，清华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 MBA 项目有权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更改本手册内容。学生提交报名申请后，已

构成对上述权利的承认。项目最新动态请通过电话或网络查询，恕不另行通知。

在线申请 材料评审 笔试面试 资质复核 录取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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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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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
登录注册报名系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地址：北京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 241 室

电话：86-10-62794227 / 62789683

邮箱：finmba@sem.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学城清华校区 B 栋 201 室

电话：电话：86-755-26036954 / 26032529 / 26036951 / 26036876

邮箱：finmba@sz.tsinghua.edu.cn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泽祥街 12 号香港中文大学郑裕彤楼 743 室，FMBA 办公室

电话：852-39437795（北京班）/ 852-39439235（深圳班）

邮箱：finmba@cuhk.edu.hk

进一步获取项目信息，欢迎垂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