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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一、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港中大）成立于 1963 年，为研究型综合大学，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

会中国与西方」为使命，蹈厉奋发，志在千里。港中大师生来自世界各地。我们也有广大

的香港和海外校友组织，联系身在世界各地的港中大毕业生。

港中大是香港乃至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学，本校的宗旨是培育既具专精知识又有处世智慧的

人才，本校特色包括灵活学分制、书院制、中英兼重和多元文化；并特设通识教育，以拓

宽学生视野，及培养综合思考能力，使学生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能内省外顾，成为

出色的领袖人才，贡献社会。港中大的八个学院提供林林总总的本科和研究院课程.

书院制是港中大的特色，在香港的大学中独一无二。现有的成员书院计有崇基学院、新亚

书院、联合书院和逸夫书院，和新增的晨兴书院、善衡书院、敬文书院、伍宜孙书院及和

声书院。它们与大学相辅相成，提供以学生为本的全人教育和关顾辅导，加强师生间的交

流和互动，凝聚学生对书院和母校的归属感。

校训

校训为「博文约礼」。知识深广谓之博文，遵守礼仪谓之约礼。「博文约礼」为

孔子之主要教育规训，其言载于《论语》：「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亦可以弗畔矣夫。」本校教育方针为德智并重，故采「博文约礼」为校训。

校徽

本校以中国神话中之「凤」为校徽，盖自汉代以来，凤即被视为「南方之鸟」，且素为高

贵、美丽、忠耿及庄严之象征。以紫与金为校色，取意在紫色象征热诚与忠耿，金色象征

坚毅与果敢。



二、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

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

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清华大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

学。1978年以来逐步恢复和发展为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目前，清华大学共设20个学院、59

个系，已成为一所具有理学、工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

教育学和医学等11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建校以来，清华大学始终与国家民族共命运，走在社会进步前列，全力培植人才、发展学术、

服务社会，形成了优秀文化传统和光荣革命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册上写下

了隽永篇章。

百余年厚重的积淀和改革创新的新发展给予清华人自信和力量。自信的清华更加开放。清华将

以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更加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加有力的实际行动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

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校徽

本校校徽为三个同心圆构成的圆面，外环为中文校名（繁体）、英文校名（TSINGHUA

UNIVERSITY）和建校时间，中环为校训字样，中心为五角星。校徽融合校训之期勉，注重君

子人格之培养教育，秉承行胜于言之处事精神，追求严谨、勤奋、求实、创新之学风，弘扬中

华民族爱国奉献之传统精神。



三、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是香港地区首家创办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院校，也是亚洲首批获得国

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 International）资格认证的商学院。港中大商学院同时获得工商

管理硕士协会（AMBA）的认证。作为香港工商管理教育的先驱，港中大的MBA 与 EMBA

项目享有很高的声誉。根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排名，中大MBA项目多次

被评为亚太区第一名，2017年 EMBA项目排名在独立英语授课的项目中位居大中华区第一

名。除了拥有高质素的教学水平之外，港中大商学院的研究水平也位居世界的前列，研究

成果受到学界及商界的高度重视及广泛好评。

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于 1984年，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教授曾担任首任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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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成立于 2001年，座落于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深圳大学城。现有生命

与健康、能源与环境、信息科学与技术、物流与交通、先进制造、社会科学与管理、海洋

科学与技术七个学部，并设有海洋技术研究中心、港澳研究中心、CMI医院管理研究院。

清华大学深研院继承清华传统，发扬深圳精神，旨在建成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

性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技创新基地。深研院已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香港地区等海

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密切合作，进行研究生培养及高水平学术研究。



课程学习与学术要求

一、课程设置

● 清华-香港中大FMBA为两年在职兼读制课程，一般于周末上课。
● 课程实行学分制，学生必须在四年内修满48学分，并达到考勤和考核要求方可取得香

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课程 学分要求

必修课 27学分

选择主修课 6学分

选修课 15学分

共计 48学分

必修课
行为金融学概述 投资策略与实践
公司金融 金融学原理
会计学基础 – 以财务报表分析为主 经济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衍生品市场与金融工程
创业金融实践 香港实地考察

选择主修课
市场营销 商业银行管理
策略管理 组织与领导

选修课
中国经济与金融 中国公司法与证券法
金融数据建模与分析 固收证券
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 保险与风险管理
互联网金融 兼并、收购与财务重组
房地产金融 房地产投资分析
资产证券化和结构金融 证券分析
数字营销新生态 财务专题 – 金融中的人工智能
财务专题 – 国际金融 财务专题 – 国际政治经济
城市和房地产经济 大中华资本市场与公司理财
专题指导研究 – 中国金融问题与挑战 海外金融机构考察

因事未能参加《香港实地考察》的同学，可向项目办申请选修《小组报告》作为替代。



二、评分制度

● 必修课、选中的选择主修课和选修课，其成绩记入 FMBA 学生的课程学习成绩单。
FMBA学生完成课程的各教学环节，且成绩合格，方能取得相应课程的学分。课程成
绩以用英文字母表示，相应的等级分用于计算平均等级分数（GPA）。

等级 相应等级分 说明

A 4.0 极好

A- 3.7 非常好

B+ 3.3 好

B 3.0 好

B- 2.7 好

C+ 2.3 通过

C 2.0 通过

C- 1.7 通过

D+ 1.3 不通过

D 1.0 不通过

F 0.0 不通过

● 每学期的平均成绩（Cumulative GPA） 必须达到 2.5。如不达标，该学生会被列入
「观察名单」中，由项目主任对该学生进行专业辅导。若在其后的两个学期内平均等
级分数仍未能达到2.5，该学生将会失去获取学位的资格，且须按退学处理。

三、加/退选课

● 香港中文大学有严格的选课制度，选课须慎重考虑，课程一旦选定，不得随意改动；

● 学生只可在香港中文大学公布的选课期间做出变更申请，逾期的加/退选课申请均不受理。



四、免修和重修

1) 免修

● 入学前已取得硕士学位，计划申请免修课程者，于开课前一个月，提交免修申请表、

申请费用、成绩单及课程大纲给FMBA项目教务老师，由项目办提交香港中文大学审

核，审核通过方可免修。

● 申请者在硕士或博士学位课程学习中修习的与FMBA项目中相同或相似的课程且分数

不低于B（约为75分）。

● 香港中文大学只在每学年初接受免修申请，且免修课程应为FMBA项目已经确定开设

的课程，免修课程不退学费。

● 免修课程只能是必修课，免修学分总数不超过15学分。

● 免修课程成绩将不计入GPA，该门课程在成绩单上记「Exempted」，不出现学分和成

绩。

● 未获批准免修而无故缺席课堂的，课程成绩按不及格处理。

2) 重修

● 成绩低于C-的课程须重修，同学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重修手续以及缴交重修学费，

方可随下一学年课堂学习。



教学管理

为达成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FMBA的培养目标和学习目标，FMBA学生须认真对待学业、

承担作为一名FMBA学生的学习责任。现将有关教学管理方面的重要规定列示如下：

一、在校基本行为规范

1. 维护和光大清华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声誉；

2. 尊重差异，理解他人，团结友爱，提倡团队精神；

3. 遵纪守法，维护公德；

4. 待人热情、礼貌，行为举止应符合正规职业和学生要求；

5. 诚实守信，行胜于言；

6. 尊重他人劳动，保持教室及环境清洁卫生；

7. 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缺勤，遵守课堂纪律；

8. 上课及重要活动时手机静音，不接打电话；

9. 按时完成作业，不抄袭，考试不作弊。

二、学生资格

如出现以下情况，将取消学生资格：

1. 不能按时注册，未经请假批准；

2. 事假超过一个月不报到者；

3. 在个人情况等复查中，发现不符合标准者；

4. 发现有徇私舞弊行为者；

5. 不能按时缴纳学费者。

三、学籍管理规定

1、注册

 学生每学年应按通知的规定时间办理注册手续并缴纳本学年学费。

 因故不能按时注册者，须提前以书面形式向FMBA项目办办理延期注册请假手续，并

提交相关证明。

 无故逾期注册或不缴纳学费者，按自动退学处理。



2、请假

 学生在学期间无故一般不应请假。

 因病或工作出差原因缺课不得超过三分之一，须以电邮或书面方式提交项目办请假申

请，由任课教师批准。

 缺课超过三分之一以上者须于开课前两周申请休学。若未获得批准休学而缺课超过三

分之一以上者，其该门课程成绩将被评为不及格。

3、休学、复学

 学生因病不能坚持学习，经医院诊断确需治疗休养、并在短期内可治愈的，由本人提

出申请，并提交休学申请表和医生证明予香港中文大学审批，经批准后方可休学。

 学生因公事事假休学，需提交休学申请表和单位证明（必须盖单位公章）办理休学手

续，经批准方可将所缺课程推迟。

 若全学期不能到校上课，须报香港中文大学审定备案，方可办理全学期推迟选课手

续。

 休学以课程为单位，休学时间累计不得超过两学年。学生必须在四年内修满所需学

分，方可准许毕业。

 休学有机会导致毕业延期，学生申请休学前，需作详细考虑。

 延长休学和提前复学需要再次提交申请。休学期满，未继续申请休学而不复学或休学

满二学年仍不能复学者，作退学处理。

 休学申请表及所需证明文件，必须至少在开课前两周提交。

 休学申请表及所需证明文件，需以英文填写。若证明文件只有中文，则必须夹附其英

文翻译。

4、退学

 学生因学习困难、业务能力差、身体有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继续学习或不宜继续

培养者，由本人提交退学申请表，项目办签署意见后，经香港中文大学批准，方可退

学。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予以退学：

 无故旷课超过一个月；

 某一学期的GPA低于 2.5，且连续两个学期的成绩没有改善（每学年分四个学

期，总共八个学期）。



5、课程考勤及课堂纪律

 FMBA课程严格考勤，考勤采用签到和点名两种方式。

 一门课程缺课（含请假）累积超过课程总次数的三分之一，取消考试资格，课程成绩

按不及格处理。

 如因公事或身体原因无法满足考勤要求，应于开课前两周申请休学。

 缺课三分之一以内提前向任课教师及项目办请假，并需在开课前，发送电子邮件至项

目办邮箱 finmba@sz.tsinghua.edu.cn ，未准假和未请假而无故缺席按照旷课处理。

 课前如实签到，不得代签，一经发现，代签人和被代签人本门课程记为不及格，并按

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上午、下午分别考勤，上课无故迟到或者早退将计入成绩，累计迟到或早退三次按旷

课一次处理。如学生迟到或早退超过30分钟，该节课即按旷课处理。

 FMBA 学生应严格遵守课堂纪律，上课期间，不得随意离开教室，严禁抽烟、吃东

西、接听和拨打手机。

 学生上课时在桌面放置由项目办提供的学生桌牌，便于课堂交流。

6、作业及学术诚信

 学生应按时提交作业，有特殊原因应提前向老师申请缓交，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作业

者，课程成绩按不及格处理。

 在课程学习和作业撰写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诚信的要求，如发现作弊，抄袭等

学术不端行为，按校纪严肃处理。违反学术诚信的行为将导致严重后果。无论有意还

是无意，根据情节轻重，违纪学生将受到成绩减分、课程不及格、延期毕业、乃至开

除学籍等不同程度的校纪处理。

 请注意香港中文大学有关学术著作诚信的政策、引用规则、纪律指引和程序。详情可

浏览网址：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

 学生递交作业时，必须连同已签署的声明一并提交，表示他们知道有关政策、规则、

指引及程序。如属小组作业，则组内各学生均须签署声明；如作业有任何抄袭内容，

所有组员（不论有否签署声明及不论有否直接或间接抄袭）均须负上集体责任。

 如作业以计算机制作、内容以文字为主，并经由「维诚」系统 (VeriGuide) 提交者，学

生将作业的电子档案上载到系统后，便会获得收据，收据上已列明有关声明。未有夹

附签署妥当的声明的作业，老师将不予批阅。学生只须提交作业的最终版本。

 学生将作业或作业的一部分用于超过一个用途（例如：同时符合两科的要求）而没有

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


作出声明会被视为未有声明重复使用作业。学生重复使用其著作的措辞或某一、二句

句子很常见，并可以接受，惟重复使用全部内容则构成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须先获

得相关老师同意方可提交作业。

7、考试与缓考

 考试一般安排在每门课程的最后一天举行。考试方式由任课教师决定。

 自觉遵守考场纪律，严禁作弊，违反者该门课程成绩计 0分，并按香港中文大学有关

规定处理，详见：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

 课程成绩在课程结束后一个月内上报香港中文大学，经审核无误后，在香港中文大学

网站提供查询，查询网址：https://portal.cuhk.edu.hk

 原则上不允许缓考，因病、因公出差或其他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考试者，应在考试前一

周向FMBA项目办提出申请，填写缓考申请表，同时提交医院/公司出具的证明（必

须盖单位公章）和其他相关证明。获得任课老师批准后上报中大，审核通过方可缓

考。缓考须在试后一周内完成。

 缓考申请表及所需证明文件，需以英文填写。若证明文件只有中文，则必须夹附其英

文翻译。

 未申请缓考，或缓考申请未通过审核的学生，如未按规定时间参加考试，该门课程成

绩按不及格处理（FMBA所有课程一律不安排补考）。

8、考场纪律

 FMBA学生应自觉遵守考场纪律。

 考试一律在指定的时间和考场内进行。

 FMBA学生参加考试时，必须携带香港中文大学学生证（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以

备查对。与考试无关人员不得进入考场。

 考生应提前十分钟进入考场，按指示入座。考试开始十五分钟后，不准再进入考场，

逾时以缺考处理。

 除答卷必需使用的文具及教师指定的考试用具外，书包，书籍，笔记，纸张等一律按

监考教师要求集中放置。能否使用计算器，及开卷考试时允许携带的书籍及用具等由

任课教师决定。

 除去特别课程由任课老师要求外，不允许携带使用具有信息传递或存储功能的工具

（如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参加考试。

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
https://portal.cuhk.edu.hk


 答卷一般使用钢笔或圆珠笔（蓝色或黑色，不得用红色），不得使用铅笔（画图或外

语考试选择题等指定需用铅笔除外）。

 严禁以任何理由左顾右盼，交头接耳，抄袭或者看别人试卷等各种形式的作弊行为。

 未有指示前，不得擅自开始作答。

 开考后，不可擅自离座，不得中途离场后再行返回。如有特殊原因需离场者，必须经

监考教师准许。开考首三十分钟及考试完结前十五分钟，所有考生不得离场。答卷一

经考生带出考场，即行作废。

 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卷，不得拖延。交卷时间到，考生需在座位安静地等候监考教师收

卷后，方可离场。

 严禁考试作弊。如有违反，当场取消考试资格，答卷作废。

 在考场期间，包括答卷以前及答卷之后都不允许拍照，一经发现，按违纪处理。

9、教学评估

 学生应在每门课程结束时，填写科目及教学评鉴问卷，对课程进行评估，并提供建议

与意见，以促进教师提高教学水平，改进课程教学。

 教学评估时间：课程结束当天，进行考试之前

 教学评估流程：助教会在课程结束当天的课间发给学生《科目及教学评鉴问卷》，学

生根据表格要求给教师打分，课程结束后交给助教。

 教学评估注意事项：所有课程评估数据都是匿名的，并且任课教师只有在提交课程成

绩之后方可看到评估数据。学生应认真、如实的填写问卷，并在开放式问题中畅所欲

言，对教师的课程教学留下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学校信息与资源

一、教学组织与管理人员信息

FMBA深圳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B201

finmba@sz.tsinghua.edu.cn

微信公众号：FMBA深圳同学会

姓名 职务 办公地点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孔英 学术主任 华芳楼 (755) 26035089 kongying@sz.tsinghua.edu.cn

李叙凤 行政主任 生茂楼201 (755) 26036902 lixufeng@sz.tsinghua.edu.cn

吴世英
国际教育培训

部主任
生茂楼201 (755) 26032690 wushy@sz.tsinghua.edu.cn

曹晓湧 项目主管 生茂楼201 (755) 26036876 cao.xiaoyong@sz.tsinghua.edu.cn

陈小苑 班级主管 生茂楼201 (755) 26036954 chenxy@sz.tsinghua.edu.cn

韩宁 班级助理 生茂楼201 (755) 26032529 han.ning@sz.tsinghua.edu.cn

FMBA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郑裕彤楼7楼743

finmba@cuhk.edu.hk
项目办微信号： 「百万大道」微信公众号：

姓名 职务 办公地点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刘 民 项目主任 郑裕彤楼1222 (852) 39437859 liuming@baf.cuhk.edu.hk

黄雪玲 项目总监 郑裕彤楼 747 (852) 39437896 sarahwong@cuhk.edu.hk

方 颖 项目副总监 郑裕彤楼743 (852) 39437795 yingfang@cuhk.edu.hk

黄燕明 项目主管 郑裕彤楼 747 (852) 39435980 josiewong@cuhk.edu.hk

钟燕珊 项目主管 郑裕彤楼743 (852) 39439755 kristychung@cuhk.edu.hk

陈欣妍 项目主管 郑裕彤楼743 (852) 39439235 xinyanchen@cuhk.edu.hk

mailto:finmba@sem.tsinghua.edu.cn
mailto:finmba@cuhk.edu.hk


二、网上信息及资源

1、部分清华大学网站

● 大学主页：http://www.tsinghua.edu.cn
● 经济管理学院：http://www.sem.tsinghua.edu.cn
●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http://www.sigs.tsinghua.edu.cn
● FMBA项目主页：http://fmba.sem.tsinghua.edu.cn
● 图书馆：http://www.lib.tsinghua.edu.cn
● 信息门户：http://info.tsinghua.edu.cn

2、部分香港中文大学网站

● 大学主页：http://www.cuhk.edu.hk
● 商学院主页：https://www.bschool.cuhk.edu.hk
● FMBA项目主页：http://fmba.cuhk.edu.hk
● 图书馆：http://www.lib.cuhk.edu.hk
● 学术诚信指引维诚系统：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
● 维诚系统：https://academic.veriguide.org/academic/login_CUHK.jspx
● 成绩单申请：https://www.gs.cuhk.edu.hk/page/RequestOfficialDocuments
● 课程信息及成绩查询：https://portal.cuhk.edu.hk
● 校友事务处：http://www4.cuhk.edu.hk/aao
● 资讯科技服务处：https://www.itsc.cuhk.edu.hk

3、电脑账户及服务资源

● 所有持有有效香港中文大学学生证（中大通）的学生，均可透过资讯科技服务处的电
脑系统，设立电脑账户（OnePass账户），以享有大学电邮、WiFi、VPN等服务。

● OnePass账户密码限期一年，学生需在限期前，到 http://cai.itsc.cuhk.edu.hk/chgpwd
更改密码。

● 如忘记或需要管理员协助更改OnePass 账户密码，学生可填妥重置OnePass 密码申
请 表 ， 连 同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学 生 证 （ 中 大 通 ） 的 扫 描 件 ， 发 送 电 邮 至
aims@cuhk.edu.hk。

● FMBA学生及校友可享有港中大校园WiFi 无线宽频上网服务。
● FMBA在读学生可享有港中大VPN服务，亦可免费安装及使用微软Office 365、卡巴

斯 基 防 毒 软 件 等 ， 详 情 请 参 阅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资 讯 科 技 服 务 处 网 页
（https://www.itsc.cuhk.edu.hk/student-it）。



FMBA校园生活指南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校园坐落在风景优美的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湖畔校区（约 21 万平方

米）、国际研究生院新校区一期（约12万平方米，计划于2021年投入使用）。C栋是我院的

主教学楼，它分三部分，其中CⅠ主要用于教学，各专业必修课、选修课一般都安排在这里；C

Ⅱ一层多功能厅暨模拟法庭和三层大报告厅常用于举办各种会议、大型讲座和晚会；CⅢ则是自

习区和教学实验室。教室资源相对充足。（注：2019年 3月 29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

院正式揭牌）

香港中文大学校园面积一百三十七点三公顷，俯瞰吐露港，是全香港最宽广、最绿意盎然的校

园。为满足学习与生活所需，校内有齐备的设施 ，包括一流的图书馆，另有文物馆、音乐

厅、游泳池、运动场、网球场、壁球场、水上活动中心和健身室等。

一、场馆设施
1. 清华园区场馆设施

图书馆： B栋生茂楼三楼

足球场：大学城清华园区

篮球场：大学城清华园区

2. 大学城体育中心场馆设施

大学城综合体育馆提供篮球、网球、游泳等体育设施和相关服务。

1)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联系电话：0755-2603 2935）

周一至周日7:30 – 24:00（一层WeSpace ）；7:30 – 22:00（二、三层阅览区）；8:40 –

22:00（二、三层服务台）

除夕、正月初一、初二：闭馆

其他国家法定节假日、寒假：9:30 – 17:30（图书馆主楼）；7:30 – 24:00 （一层WeSpace）

面向成年读者开放，谢绝14岁以下儿童入馆。

2) 大学城游泳馆（联系电话：0755-26030304）

周一18:00 – 21:00 周二至周日14:00 – 17:00；18:00 – 21:00

3) 大学城羽毛球馆（联系电话：0755-86101644）

4) 大学城网球馆（联系电话：0755-2153 9411）



二、饮食及住宿

1、饭卡办理

在办理入学手续时，学校会统一给有需要的学生办理餐卡。学生餐卡可在校内任意学生食堂使
用。入学时如需办理，可在班主任处统一登记办理。

2、校内及周边餐厅

● 快乐食间：清华荷园一食堂二楼荷（联系电话：177 4996 7547）

● 莘语轩餐厅：哈工大园区一食堂（联系电话：0755-26033271）

● 尚书坊餐厅：北大汇丰商学院一楼（联系电话：0755-86679995）

● 星巴克（大学城店）：北大汇丰商学院一楼（联系电话：0755-86098061）

● 荷园一食堂：清华大学生活区内

营业时间：7:00-13:30；16:00-18:30

● 荷园二食堂：荷园1、2号公寓裙楼二、三层
营业时间：二层：早餐 7:00-9:00；中餐 11：00-13:00 ；晚餐 17:00-19：00；三
层:11：00-23:00持续营业

3、校园附近酒店

1) 金百合大酒店(金融培训中心)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西丽湖野生动物园对面

电话：0755-26626666

2) 深圳维也纳酒店大学城店(四星级)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平山村平山1路

电话：0755 - 26723888

3) 麒麟山庄(五星级)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西丽湖麒麟山庄

电话：0755-26618888

4) 深圳市博林天瑞喜来登酒店(五星级)

地址：深圳南山区留仙大道4088号

电话：0755-22669999



4、交通信息

深圳火车站至研究生院的线路有：

地铁线路：乘坐地铁 1号线(罗宝线)，在车公庙站下车，转乘地铁 7号线(西丽线)到西丽湖站，

自 D出口上至地面,步行至清华校区。

公交线路：火车站西广场乘 101路，至深圳动物园站下，退 10米走丽水路，沿西湖林语小区

北侧人行道步行至清华校区。

深圳北站（高铁站）至研究生院的线路有：

地铁线路：乘坐地铁 5号线(环中线),在西丽站下车，转乘 7号线(西丽线)到西丽湖站，自 D出

口上至地面,步行至清华校区。

深圳机场至研究生院的公交线路有：

330机场大巴线路：在竹子林站下车、在马路对面转 101路或 N5路(夜班车)大巴到动物园站

下，退 10米走丽水路，沿西湖林语小区北侧人行道步行至清华校区。

地铁线路：坐地铁 11号线(机场线)至前海湾站，转乘地铁 5号线(环中线)至西丽站，再转乘地

铁 7号线(西丽线)到西丽湖站，自 D出口上至地面,步行至清华校区。

深圳蛇口码头至研究生院的公交线路有：

226大巴(赤湾——西丽动物园总站)线路：途经蛇口码头，至动物园站下，退 10米走丽水路，

沿西湖林语小区北侧人行道步行至清华校区。

乘坐出租车到研究生院的参考价格：

火车站—国际研究生院：100元左右;

深圳北站—国际研究生院：30元左右;

机场—国际研究生院：100元左右;

蛇口码头—国际研究生院：80元左右。



三、讲座信息

FMBA深圳同学会今年将组织“大家讲”系列讲座，并邀请覆盖地产、基金、证券、银行、保

险、信托、实业、Fintech等，为FMBA同学及校友献上这一系列与大师同堂交流的难得机

会。具体时间和信息我们会及时通知您，您也可以参考“FMBA深圳同学会”微信公众平台。另

学校有对校友开放的讲座会及时通过FMBA深圳同学会群公告。

四、校内常用电话

校医院急诊：0755-2673 0255

大学城校卫队：0755-2603 2948

大学城警务室：0755-2603 3812



FMBA 学生、校友组织

一、学生组织

FMBA项目办是学生组织活动的管理和支持部门。所有学生组织（包括同学会、俱乐部

等）都应接受FMBA项目办的监管。

1、班级

对每一位同学来说，FMBA的集体生活都将是他们一生难忘的经历。有效的班级管理将有

利于营造班级内同学之间的和睦氛围，并保证班级成员的协作互助。

2、班委

新生入学后，将在班主任的带领下组织班委成立工作。在FMBA项目办准备的《班委选举

规定》的基础上，各班可自行决定班委组成形式和职责分工。

每个班班委以 8-10人为宜，各班可以根据本班人员情况设置班委职能。班委选出或者换

届以后，班长需及时把本班班委委员的组成、职责划分、班委成员的电话、手机和邮箱整

理成Excel 表格上报FMBA项目办。

根据班级需要，每学年可以进行班级换届。换届后应及时向FMBA项目办上报最新班委名

单，以便及时了解。

3、学习小组

FMBA的学习模式是个人学习与团队学习相结合的模式，大部分授课老师会要求学生组成

学习小组，共同讨论案例和完成课程作业。各课程要求的学习小组人数不定，一般由 5-8

人组成，应严格按照授课老师的要求，不得随机调整小组人数。

从FMBA的技能培养角度出发，建议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班委应较好地处理好学习小组

组合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各门课程的学习小组，以免小组过多造成时间冲突。同

时，应给想更换小组的同学机会，给不能很好地完成自己责任的小组组员一定压力，促进

学习效果。建议每一门课程做一次分组。



二、同学会

1、校友概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合作培养金融财务MBA项目创办于

2000年，是国内第一个被教育部批准的金融方向的专业硕士项目。2004年，在清华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增设深圳班。FMBA校友超过50%的来自金融财务领域。京深两地校友和在

校生已逾两千人。

2、同学会简介

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深圳同学会（以下简称FMBA深圳同学会）成立于

2010年，是由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深圳班全体同学共同发起设立的非营

利性组织。

FMBA深圳同学会成立四年以来，本着“共叙友谊、共享资深、共谋发展”的核心思想，全

心全意地为同学们服务，从日常的高尔夫、羽毛球、足球等俱乐部活动，到经常性地组织

各届校友联谊、开展学术研讨、组织金融论坛，还协助主办每年一度的新年晚会。既丰富

了同学们的业余生活、又加强了校友之间的相互联络，为同学之间的沟通交流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向社会展现了FMBA同学的良好风貌。

3、同学会活动的宗旨

学习、交流、合作、共赢。探讨强国、富民之路，拓展企业和个人的发展空间，增进同学

之间的友谊，加强同学之间的交流、沟通与合作，建立同学信息交流的平台，提高同学和

同学会的凝聚力，树立FMBA同学的良好社会形象，提高本同学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4、同学会职能

（1）加强各届同学之间、同学与学校之间、北京班与深圳班同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实现

各届同学资源共享，人脉共享，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2）加强FMBA金融学术交流及金融创新能力，实现以所学知识解决实践问题；

（3）提升FMBA公众形象及社会影响力，实现以公益关怀彰显人文价值。



5、组织架构

内容如有更新恕不作另行通知，所有信息以香港中文大学和清华大学最新公布为准。

本册更新时间为2019年 8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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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BA深圳同学会公众号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学城清华校区B座201室，邮编 518055

86-755-26036876 / 26036954 / 26032529

finmba@sz.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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