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 MBA 项目报考常见问题解答
一、2015 年申请和面试相关问题
1．如何申请 2015 年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 MBA？大概流程是什么，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答：请参考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官方网站上的《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 MBA 项目招
生简章》
。
2．各批次提前面试多少人？条件录取多少人？ 面试比例是多少？
答：本项目采用提前面试的方式。各批次的面试人数和条件录取人数视当批申请人数和申
请人资质而定。申请人数多、资质高，则该批面试人数和条件录取人数多。
3. 申请的截止日期和面试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申请材料提交截止时间
面试时间
第一批
9 月 29 日
10 月 24-26 日
第二批
11 月 10 日
12 月 5-7 日
4．第一次面试如果没通过，这会不会影响以后面试的成绩？再次面试的成功机会是否更小？
答：为公平起见，每期招生每位考生只有一次面试机会。如果没有通过，则需要等到下一
期招生时才可能有新的机会。
5．是否要求考生的工作经验必须属于金融行业？
答：本项目对考生目前的行业没有特殊要求，只要是有志于从事金融行业和相关工作的考
生都可以报考本项目。我们强调的是综合素养，工作背景只是我们综合评价时需要参考的
一部分信息。
6.如何评价考生的英语水平？
答：英语水平采用综合评价的方式，除满足免试托福/雅思条件的考生外，对所有考生都要
从三方面考察：1. 托福或雅思成绩 2. 全国 MBA 联考中的英语成绩 3. 面试时英语部分的表
现 。免试托福/雅思的考生也需要参加全国统考和免试。
请考生尽早将雅思或托福分数通过官方途径送至康奈尔大学，最晚提交托福或雅思成绩的
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26 日（第一批次）和 2014 年 12 月 15 日（第二批次）。有些地区考
位紧张，请尽早报考托福或雅思并提交成绩。

7．托福、雅思成绩的最低分数线是多少？ 免考条件是什么？
答：托福或雅思成绩是衡量考生英语水平的标准之一，没有硬性分数线，但必须在发放条
件录取通知之前尽早提交。指导性分数线为雅思 7 分（满分 9 分），托福 100 分（满分
120 分）
，也要考虑听力、阅读、写作等部分的成绩。
中国大陆考生不必报考 GMAT 考试，但如果有有效成绩，也欢迎提交作为参考。港、澳、
台地区及外籍考生必须参加 GMAT 考试，并将成绩通过官方途径寄送到康奈尔。
康奈尔大学的托福成绩寄送代码为 2098-02，GMAT 送分代码: Cornell University, Dept. code:

5JW, 雅思成绩寄送无需代码。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考生可免考雅思/托福：
（1）在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获得全英语授课的本科学位
（2）在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全职工作三年及以上
（3）通过学制两年以上全英语授课项目获得硕、博学位
（注：一年制和一年半制全英文硕士项目不能免考。）
8. 本项目是在职还是全职?上课安排是怎样的？
答：本项目为在职金融 MBA。采用周末上课与短期集中上课的方式，另外学习期间包括两
次强化式赴美访学，每次两周左右，无需另付学费，但差旅、食宿费用需自理。
9．康奈尔大学给本项目毕业生颁发的 MBA 学位和在美国颁发的 MBA 学位有什么不同吗？
答：没有，完全一样。具有相同的形式和效力。
10． 本项目是第一年招生吗？2015 年共招几期？
答：本项目是第一年招生。2015 年只招一期，计划招收 65-70 人，于 2015 年 5 月入学。

二、笔试（全国 MBA 联考）相关问题
1.全国 MBA 联考考几科？国家线一般是多少？难达到吗？
答：全国 MBA 联考科目为综合能力和英语（二）。
综合能力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满分 200 分，分为数学基础、逻辑推理和写作 3 个部分。
其中数学基础的考查范围为算术、代数、几何和数据分析。写作部分分为论证有效性分析
和论说文两种形式。论证有效性分析是评论一段有缺陷论证的有效性。论说文为命题作文
或基于文字材料的自由命题作文。
英语（二）的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非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所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
平。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满分为 100 分。试题分为英语知识运用（为完形填空的形式）、
阅读理解、英译汉和写作 4 个部分。翻译部分为英译汉，要求将 150 词左右的英语段落全
部译成汉语。写作部分由 A、B 两节组成，A 节为应用性短文或者根据汉语文章做英文摘要，
B 节为说明文或议论文。
管理类联考总分为 300 分。从 2009 年至今，工商管理硕士的国家分数线（A 类考生）总分
分数线在 150-165 分之间，综合能力单科分数线在 80-90 分之间，英语单科分数线在 4050 分之间。分数线处在总分数的 50-55 分位之间。2014 年的国家 A 线为：总分 160，英语
41，综合 82。
2.全国 MBA 联考有大纲和参考书吗？
答：全国 MBA 联考大纲和辅导教材，请参见由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机械

工业出版社出版的《MBA 联考考试大纲》和《MBA 联考辅导教材》
。
3. 外地考生报考清华-康奈尔金融 MBA 项目，可否在当地参加联考?
答：不可以。MBA 考生必须在第一志愿院校参加考试。清华大学在外省市没有设置考点，
所以必须到清华大学参加笔试。
4. 如果通过了提前面试和笔试，已被录取为金融 MBA 学生, 能否半年或一年后再入学？
答：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必须在报到日一周内注册、缴费和办理入学，否则视为自动放
弃入学机会。
三、报考资格相关问题
1．大专毕业生是否可以报考？ 录取机会多不多？
答：大专毕业生可以报考本项目，但需在大专毕业后工作满五年。我们预计清华-康奈尔双
学位金融 MBA 项目的竞争会非常激烈。但如果能够用工作业绩等证明自己的能力，大专背
景的考生也同样能获得录取资格。
2. 大专毕业后，又通过高自考获得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但没有参加过国家英语四级
考试，能否报考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 MBA 项目？
答：可以报考。已获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的考生，按照本科毕业生身份报考，不要求
国家英语四级证书，但要求本科毕业后有三年或三年以上工作经验，以及托福或雅思成绩。
3．成人教育的本科毕业证（无学位证）可否报名？
答：可以。只要获得了教育部批准的国民系列教育大专以上（含大专）毕业学历，符合相
应报考条件就可以报考（党校系列中只有参加全国成人教育统一考试获得的学历才被认可）
。
4．对半工半读通过自学考试得到本科学历的人，工作年限能否缩短?
答：不可以。必须在取得本科学历后有三年或三年以上工作经历方可报考。
5．获得双学士学位可否按照硕士学位报考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 MBA 项目？
答：不可以，仍然参照本科学历报考。
6．持本科肄业证书或本科结业证书可以报考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 MBA 项目吗？
答：本科肄业证书不可以，持本科结业证书可以按大专学历要求报考。
7. 报考条件中要求的工作经历年限是如何计算的？
答：报考条件中要求的工作年限是指：从获得毕业证书的实际年月（一般是每年的 7 月份）
到被录取入学（2015 年 5 月）的全职工作时间。
8. 外地考生也可以报考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 MBA 项目吗？
答：只要能保证正常的学习，外地考生一样可以报考。
9. MBA 毕业后可以报考博士研究生吗？

答：可以，但必须符合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其他相关资格。

四、费用资助和档案相关问题
1．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 MBA 项目的学费是多少？分几次缴纳？
答：本项目的学费为人民币 58 万元。可在第一和第二学年开学时分两次（60%，40%）缴
清，也可以在第一学年入学时一次性缴清。
2．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 MBA 项目的学生在校期间可获得哪些奖学金？
答：本项目正在积极争取设立奖学金，但即使成功设立，名额也会非常有限。建议考生不
要将获得奖学金作为报考或入学的先决条件。
3．如果被清华 MBA 项目录取可否申请学费贷款？
答：本项目正在积极与多家银行合作为 MBA 学生提供学费贷款。具体信息会在适当时间公
布。
4．是否可以转户口和档案到清华？
答： 本项目学生的户口和档案不能转入清华。

五、有关海外考生及港澳台考生报考相关问题
1．海外及港澳台考生的报考条件是什么？
答：(1) 中国教育部承认的国内或海外大学本科毕业学历
(2) 三年以上全职工作经历
(3) 有效的 GMAT 考试成绩（五年以内）
(4) 本项目有权要求海外考生参加 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新版 5 级或以上（或旧版 6 级
或以上）
，以证明其中文能力。关于 HSK 考试的详情请参看官方网站： www.hsk.org.cn 。
2．海外及港澳台考生申请项目的流程是什么？
答：海外及港澳台考生申请本项目无需参加全国 MBA 联考。申请流程参看本项目招生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