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TIME

MBA
清华MBA项目
非全日制

清华MBA项目提供丰富的专业自选课程、融合了各行各业的管理精英，
适合各种职能的中高级管理骨干向高层综合管理者发展，也适合创业者
拓展事业。其中，周末上课班能够平衡管理骨干的工作和学习时间；集
中上课班更适合高级管理者、京外学生的学习需求。

清华MBA项目 (非全日制) 采用灵活学制
一般学生标准的学习进程为：
6个月入学前学习 (少量业余时间到校)
24个月学校课程 (业余时间到校)
6个月学位论文 (可在工作岗位完成)
学校课程学习阶段上课时间
周末班：
每周到校学习
周五晚上+周六全天或周六晚上+周日全天
集中班：

语言
中文课程为主
可选英文选修课
计划招生人数
310人
费用
36.8万元
证书
清华大学研究生学历证书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声明
清华经管学院MBA教育中心进行清华MBA招生全流程工作，任何环节和过程都

每两周集中上课一次，

未与其他机构合作，也从未委托任何机构进行培训。请考生谨慎辨别其他单位或

每次周五晚上、周六、日全天。

个人的宣传信息，不要轻信其承诺，避免各项损失，同时以免延误您的申请。

考生诚信承诺
清华MBA重视考生诚信，希望您在申请过程中坦诚如实填写申请资料、完成面
试。任何不诚信的行为，将直接导致申请失败，或取消已取得的成绩和资格，

GLOBAL

MBA

清华全球MBA项目
全日制

并将结果通报诚信合作院校联盟。清华MBA会维护诚信考生的利益，创造公平、

清华全球MBA项目是由清华经管学院和MIT斯隆管理学院合办的、兼具

诚信的MBA报考环境。

清华品格与MIT元素、培养全球精英的MBA项目。适合希望集中完成学
业、进行事业转换和国际化发展的管理精英。

进一步获取详尽信息，欢迎垂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MBA教育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12个月必修课学习
第一年必修课阶段为整班全日制学习
6个月选修课学习
可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平时、晚上或周末的选
修课程学习，可到海外进行一个学期的交换
学习，或者到海外进行为期一年的海外双学
位学习。
6个月学位论文（可校外工作岗位完成）

语言
全英文课程
可选中文选修课

中国大陆考生
电话：86-10-6278 1848

计划招生人数
80人（含留学生）

传真：86-10-6279 6933
电邮：mbaadmissions@sem.tsinghua.edu.cn
报考服务系统：http://mbaadmissions.sem.tsinghua.edu.cn

费用
19.8万元

Tsinghua SEM, MBA Programs
Shunde 119,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有寒暑假供学生进行实习工作，非定向学习
方式且档案迁入的考生可申请学校宿舍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舜德楼119，邮编：100084

证书
清华大学研究生学历证书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MIT斯隆管理学院课程学习证书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84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el: 86-10-6279 7196
Fax: 86-10-6279 6933

http://mba.sem.tsinghua.edu.cn

清华MBA官方微信整合了
MBA项目网站内容、招生
简章和自测系统等全部信
息，可以查阅到众多清华
MBA学生和校友的故事，
清华MBA项目活动和申请

Email: intlmbaadm@sem.tinghua.edu.cn

消息也将通过官方微信号第

Application system: http://mabapplication.sem.tsinghua.edu.cn

一时间发布，欢迎订阅。

工商管理硕士项目
2022 招生简章
Tsinghua SEM MBA Program

新生奖学金

申请流程

清华经管学院设置总额超过610万元人民币的新生奖学金，用于奖励和资助2022级的新生。

2022级新生奖学金仅针对2021年

新生奖学金资格仅在考生通过2022

各新生奖学金的奖项和额度可能有

申请清华MBA各项目、通过各批

年MBA联考后，正式入学时有效，

变化，以发放时政策为准。

次面试获得2022级条件录取资格的

当年没有正式入学的考生将失去获

考生。

奖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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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和面试 2021 03 11

院长奖学金

项目优秀考生

优秀奖学金

注册清华MBA报考服务系统

查询面试结果

MBA报考服务系统全年开放,填写申请表时请注意查看

面试结果将在面试后10个工作日内通过MBA报考服务

系统内的申请指导和每页的填写说明。

系统进行公布。不同批次的条件录取资格人数视当批申
请考生的数量和质量决定。

奖励清华MBA
项目（非全日制）优秀考生

◉ 考生申请任意项目获得条件录取资格后不能随意

填写和上传申请材料

卓越奖学金

项目优秀考生

京外奖学金

◉ 考生不可以同时申请清华全球MBA项目和清华
MBA项目（非全日制），但在申请一个项目失利

支持需往返北京学习的清华MBA
项目（非全日制）京外学生

申请书

成绩单

个人简历

的情况下可以申请另外一个项目。每个项目每年
只有一次申请机会。

收入证明

联考奖学金

奖励联考成绩前5名
的条件录取考生

不忘初心奖

奖励履行使命担当，贡献社会的清华MBA
项目（非全日制）条件录取考生

单位组织
结构图

和HEC双学位奖学金

卓越贡献奖学金

推广和项目发展做出贡献的学生

申请材料评审
清华经管学院将组织材料评委评审考生申请材料，选出

奖励清华全球MBA项目获得MIT、

进入面试的考生。不同批次的面试人数视当批申请考生

哥伦比亚大学双学位或HEC双学位录取的优秀学生

查询面试资格和时间安排

报考条件

可通过报考服务系统查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且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成绩的清华全球MBA项目考生可直接获得面试资格。

否则我们将不能接受您的各项申请：

参加面试

获得教育部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后，

已获硕士、博士学位，

到入学时有三年或三年以上全职工作经历者。

到入学时有两年或两年以上全职工作经历者。

最迟于2019年9月1日前获得本科毕业证书

最迟于2020年9月1日前获得学位证书

清华MBA项目 (非全日制)
面试内容为综合素质面试 (中文)
清华全球MBA项目
综合素质面试 (中文) + 英文语言能力测试

考生持境外获得的学历（学位）证书报考，
须通过（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考生在面试报到时进行报考资格查验。

Tsinghua SEM MBA Program

MBA联考成绩达到国家A线且通过政治考试和英语听力
测试的条件录取资格考生可获得预录取资格。如果考生

MBA联考报名

当年在清华参加了联考，但成绩未达到国家线，条件录

全国MBA联考报名一般为10月10日至31日，

取资格可以保留至第二年。未参加清华MBA联考的条

报名具体时间和步骤以教育部和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当年

件录取考生的资格不予保留。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yz.chsi.com.cn

通过面试获得条件录取递补资格的考生可以在条件录取
资格考生放弃或者没有达到国家线的情况下按照联考成
绩排序获得预录取资格。最终没能递补成功的考生可在
第二年直接获得原项目的面试资格。

面试时间

全国MBA联考考试科目为管理类综合能力和英语二，考

正式录取 2022 04 07

5月29日～30日

试的内容和具体要求请参考由教育部指定的考试大纲。

第一
批次

5月10日
12 :00

5月24日

第二
批次

6月21日
12 :00

7月5日

7月10日～11日

第三
批次

7月19日
12 :00

8月9日

8月14日～15日

第四
批次

8月23日
12 :00

9月6日

第五
批次

10月15日
12 :00

10月29日

考试时间以教育部和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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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录取考生在档案审查和申请材料真实性审查通过后获
得正式录取资格，与清华大学签署培养协议后，将于

参加政治考试、英语听力测试。

2022年7月份收到录取通知书。

考生在参加MBA联考后还须参加清华经管学院组织的
MBA入学政治考试和英语听力测试（清华全球MBA项
目考生免试英语听力测试）。
9月11日～12日

因为联考后不再组织面试，没有通过提前面试获得
条件录取资格的考生请不要在联考报名时报考清华

面试资格公布时间见右侧“面试批次”表。
持有720分以上GMAT或328分以上GRE有效正式

参加全国管理类专业硕士联考（MBA联考）。

4

面试资格
公布时间

数量和质量决定，在某批面试名额有限时，考生也有可
能在后续批次获得面试机会。

MAR

预录取 2022 03

参加全国MBA联考

材料提交
截止时间

选批次申请材料提交截止日期前提交。

PART

MBA联考成绩一般于2月公布，国家线于3月公布。

http://yz.tsinghua.edu.cn

◉ 申请材料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见系统内说明。

奖励获得预录取资格后为清华MBA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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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面试获得条件录取资格的考生都需要报名和

面试批次

◉ 考生提交申请材料时需要选择申请面试批次，并在所

MIT双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双学位

12

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

推荐信
非必需

DEC

通知为准。

更改录取项目。

网上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
奖励清华全球MBA

OCT

MBA联考报名和笔试 2021 10

http://mbaadmissions.sem.tsinghua.edu.cn
奖励清华全球MBA

PART

11月6日～7日

申请第五批面试的考生必须在2021年10月10日至
31日完成MBA联考报名且必须选择清华MBA项
目，否则不能参加面试。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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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

AUG

2022 08 月底

SEPT

09 月初

2022级新生将于2022年4月开始在线课程学习和班级
活动，8月底或9月初正式入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