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金融领袖

引领金融实践

贡献民族复兴

促进世界和谐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43号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校友办

邮编： 100083

电话：  86-10-62706118

传真：  86-10-62705055

邮箱：  alumni@pbcsf.tsinghua.edu.cn

校友手册

ALUMNI
HANDBOOK

校友微信平台



校友会是校友活动的家园，

联结情感的纽带，

交流经验的平台，

继续学习的园地。

发扬道口精神：

不怕苦，

敢为先，

讲团结，

重贡献。

我们同心协力办好校友会。

办好校友会

刘鸿儒

201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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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坐落于北京西北郊风景秀丽的清华

园，其前身的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建校以

来，清华大学始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

步伐，走在社会进步前列。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

求实、创新的学风，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

神，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特色和中西融

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对校发

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水木清华滋润了莘莘学

子。从这里走出了20余万名优秀人才，涌现出

了一大批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栋梁，为

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建立了突出功绩。

清华大学是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研

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学校坚守育人初心，在实

践中确立了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

的人才培养目标，探索形成了价值塑造、能力

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努

力培养学生具有健全人格、宽厚基础、创新思

维、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实现全面发展和

个性发展相结合，成为肩负使命、追求卓越的

拔尖创新人才。

清华概览

带*表示含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数据，如无特殊说明，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

一级学科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点*

仅有硕士学位授权
的一级学科点*

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教职工人数

60 个 5 个 50 个 54 名 35 名 15772 名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总人数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53302 名 16287 名 19726 名 17289 名

在学学生人数*

国家研究中心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实验室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校园面积（不含附属医院面积）

1 个 19 个 12 个 18 个 38 个 442.12 公顷

实验室*

系学院 本科专业* 

59 个21 个 82 个
一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科

22 个
二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科

15 个

国家重点学科* 

国家重点
培育学科

2 个

学院概况

培养金融领袖   引领金融实践
贡献民族复兴   促进世界和谐学院使命

学院简介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于2012年3月29日正式成立，由中国人民银行与

清华大学合作，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基础上建设而成，是清华大学第

十七个学院。

学院融清华大学百年学府气度神韵，汇“五道口”与金融业界一脉相承的优

良传统，以“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

谐”为使命，遵循国际最先进的金融学科和商学院高等教育模式办学，锐意

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金融高等教育平台和金融学术、政策研究平台。

学院依托先进的办学模式、借助优质教育资源，开设金融学博士、金融专业

硕士(全日制/技术转移方向)、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MBA、金融EMBA、

全球金融GSFD、高管教育等项目，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国际化的金融人

才；致力于打造一流金融智库—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金融科

技研究院，助力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

发展历程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1981年9月，中

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应运而生（1994年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

研究生部）。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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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人们亲切地称其为“五道

口”。成立之初，“五道口”在艰苦的办学兴业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不怕

苦、敢为先、讲团结、重贡献”的五道口精神，并成为了当时我国金融改革

的桥头堡和思想策源地。四十余年来,“五道口”始终挺立潮头、锐意进取，

作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者和推动金融体制发展变革的身体力行者，逐渐发

展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等金融专业人才培养基地之一。

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顶尖金融学院学院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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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口自建校以来培养了一批批的金融人才

他们曾经亲历了
多项中国金融行业的

重大事件

发表《中国金融改革战
略探索提纲》

——被誉为中国金融市
场的“蓝皮书”

在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
具有标志性意义

参与创立
全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

——招商银行

主持
全国重大重组案
——粤海重组

创建
全国第一支基金
——富岛基金

担任
全国第一家上市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

首任行长

担任
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

——特区证券
首任总经理

创立中国
第一家银行卡标准系统

——中国银联

……

学院概况学院概况

院长

顾良飞 

党委书记
清华五道口校友会会长
校友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廖理 

常务副院长

王正位 

党委副书记
副院长

田轩 

副院长
张晓燕 

副院长

袁源 

院长助理
刘碧波 

院长助理

学院领导

张晓慧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
1985级硕士校友
1991级博士校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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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工作

工作体系

工作宗旨
联络校友         服务校友
促进校友与学院共同发展

联络即服务   服务即联络

校友工作

校友概览

根据《清华大学章程》、《清华校友总会章程》，结合学院自身特点，我院

校友是在五道口金融学院（及前身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学习过或工作过

的师生员工，包括：

   学院学历学位项目的毕业生或肄业生：硕士生、博士生、金融MBA学

生、金融EMBA学生等。

 在学院学习过的非学历学位项目学员：全球金融GSFD、CEO班、全球

创业领袖班、金媒班，以及经认定的其他持续学习时间满1年以上项目的

学员。

  在学院工作过的教职工：全职工作满１年以上。

  在学院工作过的兼职人员：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工作满1年，

以及经认定的持续工作时间满3年的兼职教职工。

（数据截至2021年7月31日，备注：①两重或多重校友身份的校友汇总时只统计为1人；②尚有部分培训
项目校友未统计在内。）

学历学位项目校友 

硕士校友 38届 2592人

博士校友 30届     317人

金融MBA校友    5 届    242 人

金融EMBA校友    7 届    517 人

                                         小计    3553 人 ①

非学历学位项目校友

金融GSFD校友    5 届    550 人

金融CEO班校友    2 届    134 人

全球创业领袖校友    4 届    191 人

科学企业家校友    2 届    107人

金媒班校友    8 届     647人 

其他项目      597人   

                                         小计     2168人

校友总数                                         合计     5717人 ①②

校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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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理事会主要负责人名单

名誉会长： 刘鸿儒

会       长： 顾良飞 

联席会长： 张志平

副 会 长： 柳志伟、蔡芳新、张云亭

秘 书 长： 张   伟

校友组织

2018年4月，清华校友总会正式批复同意在原五道口校友会基础上，成立清

华校友总会五道口金融学院分会（简称“清华五道口校友会”）。

2018年12月20日，清华校友总会五道口金融学院分会正式成立，在清华五

道口第五次校友工作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清华五道口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

清华校友总会五道口金融学院分会

校友代表投票选举

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第五次校友工作会议

暨清华校友总会五道

口金融学院分会成立

大会合影

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廖理
常务副院长 

张晓慧
院长

1985级硕士校友

1991级博士校友

吴晓灵
理事长

1981级硕士校友 

关贵森
1984级硕士校友

张志平
1981级硕士校友

1992级博士校友 

顾良飞
党委书记

莫泰山
1995级硕士校友 

柳志伟
1989级硕士校友 

杨华山
1988级硕士校友 

李茂林
2014级硕士校友

马荣宝
2003级硕士校友 

2007级博士校友 

张伟
1999级硕士校友

2002级博士校友

张云亭
2014级博士校友

高善文
1999级博士校友

郭特华
1997级博士校友

蔡芳新
2012级EMBA校友

陈锐
2016级MBA校友

张野
2016级MBA校友

沈飒
2014级EMBA校友

李凤友
2014级EMBA校友

李运强
2012级EMBA校友

蒋锡培
2016级GFD同学

黄裕辉
2014级GFD同学

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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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3日，经学院院务会批准，专门设立校友发展研究中心。

校友发展研究中心旨在：

 研究学院历史，推动形成学院特色文化；

 研究校友工作与校友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校友发展规律；

  完善学院服务校友发展体系建设；

  鼓励校友支持学院人才培养、事业发展。

校友发展研究中心

校友发展研究中心为

首届清华五道口校友

发展论坛提供学术支持

为了给校友提供更好的服务，使校友之间、校友与学院之间联系得更加紧密，

促进校友和学院共同发展，2012年3月29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成立

的同时设立校友事务与合作发展办公室，2015年更名为校友事务办公室。

学院校友工作始终以“联络校友、服务校友、促进校友与学院共同发展”为宗

旨，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校友活动、搭建便捷高效的交流平台、传播学院与校

友的重要信息以及向校友提供教育服务等渠道，进一步增强学院与校友之间的

感情和联系，最终目标是促进校友和学院共同发展。

校友事务办公室

自2000年11月由校友自发成立的第一个校友会——五道口北美校友会以来，学院及

前身——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校友和同学相继自发成立了按年级、按项目、按

地区、按行业或按兴趣而组成的校友组织。

各类校友组织

序号	 校友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类别

1 五道口北美校友会 2000年11月19日 地区

2 清华五道口华东校友会* 2003年9月27日 地区

3 五道口河南校友会 2010年8月15日 地区

4 五道口深圳校友会 2010年12月4日 地区

5 五道口港澳校友会** 2010年12月4日 地区

6 五道口保险行业校友会 2011年4月10日 行业

7 五道口内蒙古校友会 2011年8月5日 地区

8 五道口江西校友会 2012年2月25日 地区

9 清华五道口金媒校友联谊会 2014年7月13日 项目

10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首期班同学会 2015年1月24日 年级

11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3级同学会 2015年1月24日 年级

12 五道口博士校友会 2015年1月28日 项目

13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上海同学会 2015年5月22日 地区

14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河南同学会 2015年5月22日 地区

15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浙江同学会 2015年5月30日 地区

16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江苏同学会 2015年11月21日 地区

17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高球联盟 2015年12月 兴趣

18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户外协会 2016年5月21日 兴趣

19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4春季班同学会 2016年5月21日 年级

20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4秋季班同学会 2017年1月1日 年级

21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篮球协会 2017年6月 兴趣

22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5春季班同学会 2017年7月1日 年级

23 清华五道口金融MBA校友会 2017年9月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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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福建同学会 2017年11月17日 地区

25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5秋季班同学会 2018年1月 年级

26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广东同学会 2018年5月10日 地区

27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深圳同学会 2018年5月11日 地区

28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山东同学会 2018年6月23日 地区

29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6春季班同学会 2018年7月 年级

30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新疆同学会 2018年7月11日 地区

31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香港同学会 2018年12月10日 地区

32 清华五道口校友上海金融科技俱乐部 2018年12月29日 行业

33 清华五道口金融CEO同学会 2019年1月 项目

34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6秋季班同学会 2019年1月 年级

35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GFD江苏同学会 2019年1月12日 地区

36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7春季班同学会 2019年7月 年级

37 清华五道口一带一路金融科技俱乐部 2019年7月 行业

38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乒乓球协会 2019年10月24日 兴趣

39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新加坡同学会 2019年11月8日 地区

40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7秋季班同学会 2020年1月 年级

41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GFD浙江同学会 2020年9月 地区

42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四川同学会 2020年10月18日 地区

43 清华五道口金融全球GSFD上海同学会 2021年4月 地区

44 清华五道口科学企业家长三角同学会 2021年4月17日 地区

45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天津同学会 2021年4月 地区

46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8春季班同学会 2021年4月17日 年级

47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安徽同学会 2021年7月3日 地区

序号	 校友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类别

（*曾更名为五道口华东校友会，现已成为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的一个专业委员会，全称为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五
道口金融学院华东专业委员会，简称清华五道口华东校友会。   
**曾用名为五道口香港校友会，2011年1月19日更名为五道口港澳校友会。    
数据截至2021年7月31日。尚有部分自发成立的校友组织没有统计在内。）  

多维度联络校友，促进校友学院之间广泛融合

 校友联络的重点是从纵向、横向和内外三个维度促进学院校友之间融合发展。

 日常联络沟通及支持各类校友活动，4月校庆期间举办校友发展论坛、9月举办秩

年校友返校活动、12月举办校友工作会议以及在校友较多地区举办校友座谈会。

融合发展

秩年返校活动

校友发展论坛

校友工作会议

地区校友座谈会

内外

学院与清华
其他院系校友之间

纵向

各年级校友之间

横向

各项目、各地区和
各行业校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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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发展论坛

校友活动

为了增强学院与校友之间、校友与校友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校友办与五道口校友会不断策

划和组织更加贴近校友需求的校友活动，并逐步形成了三大类活动，分别是专业类活动、工作

类活动和综合类活动。

专业类

活动

专业类活动是面向各类校友和在校师生举办的各种校友论坛活动，邀请相关

领域的校友专家研讨经济金融相关的专业话题，主要包括校友发展论坛、校

友讲堂、邀请校友参加线上课堂等。

2019.4.27 首届清华五道口校友发展论坛

2021.4.18第二届清华五道口校友发展论坛

校友活动

清华五道口校友发展论坛是五道口校友的年度盛事，宗旨是“服务校友发

展，促进校友融合”。2019年4月27日，首届清华五道口校友发展论坛隆

重举行。2021年4月18日，时值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和五道口创办40周年

之际，第二届清华五道口校友发展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论坛主题是“道口

四十载：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包括硕士、博士、MBA、EMBA、GSFD

以及其他高管教育等项目在内的校友及师生代表约100人参加线下论坛，学院

各项目、各地区校友及师生约1600人通过线上参加。

在疫情防控的形势下，创新校友活动形式，探索线上联络校友和服务校友

新机制。面向校友数十次推送清华五道口在线学习计划，如“金融大家

评”“华尔街热线”“在线大讲堂”“校友专属讲座”等系列活动及不定期

讲座。

校友在线学习计划

1  校友专属讲座-行业应对|关于商业银行服务抗灾救灾工作的着力点  2020年3月4日

2 清华五道口校友FICC线上交流会 2020年3月10日

3 校友专属讲座-金融趋势|看穿看透互联网保险与保险科技，推动公司发展转型升级 2020年3月11日

4 金融大家评·战“疫”情（共三期） 2020年3月12日-3月22日

5 “华尔街热线”（十七期） 2020年3月16日-11月29日

6 校友专属讲座-管理实践|华为经营管理实践——业务连续性管理框架 2020年3月25日

7 在线大讲堂-芯片还将陪伴我们一百年 2020年4月1日

8 在线大讲堂-5G引领新基建赋能新应用 2020年4月5日

9 在线大讲堂-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5G与创新 2020年4月18日

10 第六届“经世学者”论坛暨第二届清北人三校经济与管理研究生学术论坛 2020年4月26日

11 国际贸易争端与世界秩序 2020年10月11日

12 对话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卓越源自磨砺 2020年11月17日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备注：各个项目及其校友自行组织的线上校友活动或交流未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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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类

活动 

工作类活动是面向不同校友群体举办的具有校友工作性质的活动，主要包括

校友工作会议、秩年返校重聚活动、校友座谈会、谢师会、校友团拜会等。

校友工作会议是面向各年级联系人或有意愿积极参与学院建设的校友代表，

活动的中心内容是讨论校友工作，目的是为了增强校友与学院之间的互动，

提升校友服务质量，增强校友凝聚力。自2012年以来，校友办与五道口校友

会共同举办了七届校友工作会议。

校友活动 校友活动

校友工作会议

校友座谈会

2020.12.16清华五道口第七次校友工作会议

2021.6.20 清华五道口长三角座谈会 2019.6.22 “融合发展 共创未来”

——清华五道口香港校友座谈会

校友座谈会是面向各类型校友就特定主题开展的座谈活动，目的是为了增强各

年级校友、各类别校友、各行业校友以及学院与学校其他院系校友之间的融

合。自2012年以来，校友办与五道口校友会共举办5场离退休教师座谈会、8

场地方校友座谈会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活动。

秩年返校重聚活动是面向入学或毕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秩年校

友的返校重聚活动。校友借此活动可抒发感恩之情，回忆同窗之谊，同时为学

院发展献计献策，增强校友与学校之间互动，让校友更好地参与到学院建设中

来。自2012年以来，学院已经迎来了1981级、1982级、1983级、1984级、

1985级、1986级、1987级、1988级、1989级等三十个年级、四十个班次的

校友返校重聚。

秩年返校重聚活动

2019.9.7清华

五道口秩年返

校重聚活动

2018.9.8 百余

位校友返校参

加清华五道口

秩年返校重聚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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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活动之外，学院校友办和五道口校友会曾举办过三次谢师会和两次校

友团拜会。

谢师会是以“返校重聚，感谢师恩，共忆往昔，畅想未来”为主题，面向以往

的历届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曾经的任课教师以及教职工（统称为教师类

校友）举办的活动。

校友团拜会旨在搭建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的桥梁，让校友了解学院、校

友工作情况的同时，使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联系得更加紧密，促进校友

和母校共同发展。

其他校友活动

2015.1.10清

华五道口新春

谢师会暨校友

团拜会

2014.2.22清

华五道口中青

年校友团拜会

校友活动 校友活动

综合类

活动

综合类校友活动是除专业类、工作类活动之外的其他活动，主要包括亲子教

育系列活动、健康讲座、职业讲堂、学术沙龙以及户外活动等。

一排左：2021.5.29 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 

 融MBA校友亲子活动

二   排：2021.4.16“未来中国”首期班雨 

 林穿越挑战赛

一排右：2021.5.29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 

 2021第一期日常训练跑活动

三排左：2018.4.22 五道口FICC校友2018 

 春季春季户外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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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宣传服务旨在通过搭建“两刊一网一平台”，即《五道校友通讯》《校

友电子通讯》，五道口校友网和校友微信公众平台，向广大校友和学院及时

传播与学院和校友相关的重要信息。

校友宣传

服务

《五道口校友通讯》于2011年创刊，始终秉承“联络校友、服务校友、促进

校友和学院共同发展”的宗旨，逐渐成为清华五道口人共同的精神家园、情

感纽带、交流平台和学习园地。《五道口校友通讯》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

学院校友发展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指导，清华五道口校友会主办，清华大学五

道口金融学院校友办承办。期刊主要开设栏目包括： [师者风采]、[校友专

访]、[校友感悟]、[学院动态]、[校友活动]、 [院长观点]、[名家讲座]、 [财经

专栏]、[文化广角]。

《五道口校友通讯》 

校友服务

校友服务 校友服务

《校友电子通讯》旨在及时传

播与学院、校友、在校生相关

的重要信息，《校友电子通

讯》每月发布一期（2月和8

月除外），全年共十期。截止

到2021年7月，已发布91期。

《校友电子通讯》开设的栏

目，主要包括：[校友感悟]、

[校友专访]、[学校新闻]、[学

院新闻]、[校友活动]、[同学

之声]、[好书推荐]。

五道口校友网是学院校友工作

的门户网站。校友网开通了电

子期刊系统，可以在线浏览

《五道口校友通讯》和《校友

电子通讯》。

五道口校友网地址：http://

alumni.pbcsf.tsinghua.edu.

cn/

《校友电子通讯》

五道口校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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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校友职业发展讲堂，邀请资深校友为年轻校友和在校生分享职业发展经 

 验，帮助年轻人更加清晰地认识不同岗位的职业发展路；

● 协助校友应聘，包括收集投递简历、推荐合适人选等，帮助校友更加便捷地 

 找到合适的工作；

● 协助校友所在机构招聘人才，有助于减少用人单位聘用流程，降低招聘成  

 本，并且能够精准、快速地选聘到所需要的人才。

校友微信平台以“联络校友，服务校友，促进校友和

学院共同发展”为宗旨，发扬“不怕苦，敢为先，讲

团结，重贡献”的道口精神，不仅致力于向五道口校

友发布与学院、校友、在校生、校友工作、校友活动

等相关的重要信息，更重要的是创建一个像家一般温

暖的交流平台，促进校友之间、校友与学院之间、校

友与在校生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提升五道口校友的

凝聚力和影响力。主要开设栏目包括： [学院新闻]、

[校友活动]、[校友专访]、[校友招聘]、 [教授观点] 、

[封面专题] 、[校友感悟] 等。

校友办微信公众平台

校友办微信公众平台

职业发展

服务

2019.9.19校友职业发展讲堂——公募基金专场 2021.4.20校友职业发展讲堂——监管机构专场

据不完全统计，2016-2021年期间，校友办为近200家校友机构提供招聘支

持，使校友机构吸引到了所需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帮助部分校友找到了

心仪的工作。

学院邀请校友重返母校，温故知新，拓展视野，了解经济金融前沿理论与最

佳实践。定期举办校友学习日活动，举办校友论坛、讲座、研讨会、学术沙

龙等学术活动，开放清华大学图书馆资源，以及向校友赠阅《清华金融评

论》等专业期刊。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

自2014年起至2021年已成功举办七届。届时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邀请全球

政、商、学界精英，数千名嘉宾、校友齐聚清华大学，共议中国金融当下热

点问题。

校友再教

育服务

金融学院图书馆 全球金融论坛 图书馆校友专架阅览区

校友服务 校友服务



ALUMNI 25ALUMNI24

《五道口纪事：1981-2012》分为五道口大事记与院史访谈录上、下两篇，合

计月25万字。上篇五道口大事记书稿9万余字。下篇院史访谈录42篇，近16

万字。2021年四月正式出版发布，并列入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出版物。

出版《五道口纪事》

参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文化手册》的编写

工作，凝练学院办学使命、愿景、办学特色，阐释

清华大学及五道口传统文化，总结梳理学院特色文

化活动。 

协助编写《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文化手册》

校友发展研究中心旨在研究校友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校友发展规律，促

进校友与学院共同发展。主要职责如下：

● 院史与文化研究

● 校友发展规律研究

● 校友服务机制研究

● 校友回馈机制研究

校友发展

研究服务

校友服务 校友服务

五道口纪事 2021.4.18校友发展论坛《五道口纪事》正式发布

综合服务
校友卡是五道口校友的身份证明，主要具备以下功能：（1）刷卡进出学院；

（2）刷卡进出清华大学各个图书馆，并且可以在馆内阅览和查询资料；（3）

可申请开通清华大学金融图书馆的借书权限；（4）持卡选听学院面向校友开

放的课程；（5）持卡参加学院或各校友组织举办的校友活动；（6）享受清华

大学或学院提供的校友优惠；（7）在开通校友卡时免费获赠校友专属邮箱。

校友卡

校友办自2013年3月起为全体校友开通学院校友邮箱：用户名@pbcsf.

tsinghua.edu.cn。该邮箱是学院为各类校友提供的专属邮箱。办理校友卡的

同时即开通校友邮箱，目前已有千余名校友长期使用校友邮箱。

校友邮箱

校友卡及邮箱申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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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凭金融学院校友办发放的“校友卡”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按照有关规

定办理手续后，可以在金融图书馆借阅，在清华大学其它图书馆阅览。

使用图书馆资源

协助校友办理各类成绩单、学历学位认证证明文件、身份证明文件、查找论

文、图书捐赠等。为校友邮寄《五道口校友通讯》《校友台历》《清华金融

评论》《水木清华》等。

其他服务

金融图书馆二维码

校友服务

助力学院建设

助力学院

师资建设

助力学院

人才培养

助力学院

学术交流

邀请校友担任兼职导师、学历学位课程教师，给各项目课程授课或做讲座，

协助举办院史讲座等。邀请校友返校举办谢师会，协助举办离退休教职工座

谈会。

邀请校友参与新生入学教育、各类项目招生面试、教学培养方案研讨、论文

答辩、就业实习、职业教练、“道口家庭”计划、学术沙龙、校友职业讲

堂、学生节、毕业典礼等。协助其他部门开展教学评估中校友情况收集整

理、教学改革项目调查问卷、校友职业发展调查问卷等工作。

邀请校友参与学院各种研讨会、全球金融论坛及各地方峰会、金融科技大

会、全球基金领袖项目、孙冶方奖项评选、年度研究报告评选、《清华金融

评论》编委会等。

2020年9月26日，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广州峰会

助力学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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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

11日学院理事

会、学术顾问

委员会、战略

咨询委员会联

合会议

2020年10月

2 1 日 - 2 3 日 

2020金融论坛

年 会 - 金 融 助

力科创中心建

设闭门研讨会

2020年9月26

日 粤港澳大湾

区创新生态闭

门午餐会

联系我们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43号清华五道口校友办

邮政编码：100083

电      话：86-10-62706118

传      真：86-10-62705055

公共邮箱：alumni@pbcsf.tsinghua.edu.cn

校 友 网：alumni.pbcsf.tsinghua.edu.cn

校友微信平台：alumni_pbcsf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党委委员、校友办主任

校友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清华五道口校友会秘书长

010-62706116

18610993658

zhangw@pbcsf.tsinghua.edu.cn

张   伟

校友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专员

010-62706115

13810534864

pengxg@pbcsf.tsinghua.edu.cn

校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专员

010-62706119

15710062507

yuyt@pbcsf.tsinghua.edu.cn

校友办校友联络高级主管

010-62706117

15210644107

chenc@pbcsf.tsinghua.edu.cn

彭锡光 余幼婷

陈   晨

校友办校友事务主管

010-62706112

18210051078

fengzh@pbcsf.tsinghua.edu.cn

校友办校友宣传主管

010-62706113

15201202491

zhouhang@pbcsf.tsinghua.edu.cn

冯   喆

周   航

校友办校友服务助理

010-62706111

18539969282

liuzch@pbcsf.tsinghua.edu.cn

校友办校友事务助理

010-62706118 

15070095331

gengt@pbcsf.tsinghua.edu.cn

刘姿辰

耿   婷

（校友研究） （校友研究）

（校友联络） （校友联络）

（校友服务） （校友服务）

（综合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