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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背景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创办于 1911 年，是中国乃至亚洲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目前，清华大学共设

20 个学院、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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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型大学。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成立于 1984 年，由朱镕基创立并担任首任院长。经管学院以“创造知识，培

育领袖，贡献中国，影响世界”为使命，创院以来坚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影响、

国际交流等方面保持国内领先水平，并为建设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而努力。

新加坡管理大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以下简称“新大”）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学 , 它拥有国际公认的世界

级研究和优质教学。创建于 2000 年 1 月 12 日的新大，是新加坡政府立足于二十一世纪

的人才需求、精心打造的国际一流商科和社会科学类高等学府。其目标是开展具有主导

性的学术研究并培养具备全方位才能、创意和商业头脑的领导者，藉此履行其为知识型

经济创造并传播知识的使命。在 UTD 世界知名商学院排名中，新加坡管理大学排名全球

第 40 位。在 BYU 会计研究排名中，新大会计学院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 15 位。

项目特色

中西合璧、双重学位

清华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利用两校在财务会计学科上的优势，深度整合双方资源，为项

目提供强大师资。满足两校毕业条件，可获得清华大学颁发的硕士学历和会计专业硕士学

位，以及新加坡管理大学颁发的首席财务官理学硕士学位。

财务深度、注重实践

课程设置围绕提升财务管理人员的整体把控能力，重塑财务管理知识结构，搭建全面系统

的财务知识体系。课程注重学术性和实务性的结合，定期邀请财政、税收、审计等政府部

门及监管机构资深人士走进课堂。

金融广度、思维重塑

项目帮助财务管理者跳出财务本位思维，全方位多角度了解企业各种融资运作机制，风险

管理工具，投资并购手段，培养其具备复合型的知识结构，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前瞻的

战略眼光，真正成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企业智囊。

战略高度、全球视野 
为拓展学生国际视野，项目组织学生在读期间进行海外模块学习、参与经管学院国际交换

项目、引入海外名师和世界 500 强企业领袖走进课堂。依托清华经管学院平台优势，学生

高频率、零距离与海内外知名企业家、国际知名学者以及我国政府及财经部门领导人面对

面交流。



课程体系
财务、金融、管理三大模块，全方位提升财务知识和管理技能。

以上为部分核心课程，具体课程以当年培养方案为准。

战略管理

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

中国制度环境与商法

麦肯锡课程：全球领导力

商业伦理学

金融风险管理

中国资本市场

投资学

兼并收购与企业重组

融资决策

金融模块 管理模块

师资阵容

中级财务会计

高级财务会计

财务报表分析

税务筹划

高端会计论坛

财务模块

杨之曙
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CHEN Xia
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教授

芝加哥大学博士

于增彪
清华经管学院会计系教授

美国会计学会会员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学术会员

厦门大学博士

WANG Jiwei
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陈晓
清华经管学院会计系教授

中国税务学会理事

中国会计学理事

美国杜兰大学博士

肖 星
清华经管学院会计系主任、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宁向东
清华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

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清华大学博士

CHENG Qiang
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新加坡管理大学 Lee Kong Chian
会计学讲席教授 
清华大学杰出访问教授

谢德仁
清华经管学院会计系教授

厦门大学博士

Guy  Weyns 
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教授

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

打造系统实用的
专业知识体系

拓展全方位多维度的
金融视角

提升全球视野的
财务管理之道

财务深度

金融广度

战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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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 Heng
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副教授

杜兰大学博士

李丹
清华经管学院会计系副教授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博士



招生对象

学位、学历授予

学制和培养方式

财务总监、财务经理、高级财务分析经理、审计经理等有志于成为首席财务官

或财务领导者。

与财务负责人或首席财务官密切合作，并对加强财务管理知识学习有兴趣的管

理层或决策者。

希望在会计领域深入学习的金融行业资深从业者，或对深度学习财务知识感兴

趣的复合背景人才。

申请人应具有 5 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2 年以上管理经验。

申请人应具有国民序列本科以上学历学位或大专学历但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

高级管理者。

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专业硕士学位

新加坡管理大学：首席财务官理学硕士学位（可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非全日制在职授课，每月集中授课 1 次，每次 4 天。

学制两年，其中 18 个月授课，6 个月论文撰写。

教学语言为中文，部分英文（配有同声传译）。

项目学费 项目总学费为 29.8 万元（待定）。

授课地点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招生人数 每年 30 人。

申请条件

报考流程

8 月 -10 月 申请和提前面试 

10 月 10 日 -31 日 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 

12 月底 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次年 3 月 -4 月初 复试和预录取 

次年 4 月 -7 月 正式录取

次年 8 月底 -9 月初 入学

招生政策 报考流程

01

02

03

04

05

06

注： 1. 所有批次考生需要在 2017 年 10 月 10 日至 31 日报名参加联考并且选择清华 MPAcc 项目。

 网址：http://yz.chsi.com.cn

 2. 申请第二批次面试的考生需在参加面试前完成联考报名，否则不能参加面试。

面试时间安排

面试批次 材料提交截止时间 面试资格公布 面试时间 面试结果通知

 第一批 9 月 10 日 24:00 9 月 13 日 9 月 16 日、17 日 9 月 20 日

 第二批 10 月 22 日 24:00 9 月 25 日 10 月 28 日、29 日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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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索取项目申请资料

地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电话：010-6278 1818 / 6279 4227
邮箱：mpacc@sem.tsinghua.edu.cn
网址：http://mpacc.sem.tsinghua.edu.cn

课程安排、费用及师资如有调整，最终解释权归清华大学所有。

进一步获取项目信息，欢迎垂询 :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

财务管理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