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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s Message
欢迎来到经管学院!

Dean’ s Message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既深谙中国
及亚洲市场，又具备环球视野的新一代经管领袖炙手
可热。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位处中国之世界门户中国
香港，拥有商管教育与研究的深厚基础，一直肩负着
培养新一代商界领袖的使命。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经管学院则位于创新之都中国深圳，作为港中大商学
院的一员，港中大(深圳)经管学院持守同一师资与学
术水平，综合海内外优质的教育和研究资源，为优秀
的中国以及海外学子提供卓越教育。
我们将培育学生们的国际视野，也将融合商学教育与
博雅教育，培养学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
辨之、笃行之”的学习态度。激励他们在追求卓越学
业的同时，更注重塑造优秀的人文和道德素养使自己
成为品学兼优、具有国际视野且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

Academic Dean
学术院长

Prof. Wei XIONG

熊伟教授

商业人才。
经过多年来的耕耘，港中大商学院已培育超过35,000
名商界精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亦将继承这

院长简介

一传统。现在, 这些毕业生都已成为当地乃至全球商业

熊伟教授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学术院

上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举足轻重, 我们将继续以亚洲和

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中国为重点, 致力创造世界一流的经管教育和研究。

领域的中流砥柱。展望未来, 鉴于亚洲经济在全球舞台

熊伟教授在各种国际顶级经济与金融学术期刊上发表
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对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有重
大影响。他对金融投机泡沫的研究被美国主流媒体华
尔街日报头版专题报道、并多次获各类最佳论文奖，

国际认可教育水平

其中 包 括 美 国 顶 级 金 融 学 术 期 刊 《 金 融 研

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成立于1916年，是

究 》 ［Journal of Finance］2012年度最佳论文

全球首屈一指的商学院和会计项目非政府认证机构。

奖、中国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2018年中国经济

全世界仅有5%的商学院取得了这项精英认证。香港中

学奖等。

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将与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共
同接受五年一度的AACSB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认证审

－2005年至今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NBER)兼职研

核。经管学院的课程设置与教学考量均以国际标准来

究员

制定执行，以保证我们国际一流的教育质量。

－2012年至今任香港金管局研究所海外顾问
－2016年起任《金融研究》［Journal of Finance］
联合主编（此期刊为美国金融学会会刊）

国际化师资

International Faculty

Prof. Bohui ZHANG
张博辉

执行副院长，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金融学博士

Prof. Michael FERGUSON
范杰信

高级副院长（教学与教育），副教授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工商管理（会计）博士

Prof. Stella Lai Man SO
苏丽文

助理院长（学生事务），副教授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市场营销博士

Prof. Jian WANG
王健

助理院长（学术），副教授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博士

Dr. Lawrence KHOO
Lawrence KHOO

助理院长（本科生课程），高级讲师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Prof. Shilu Tong
佟世璐

助理院长（对外事务），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运营管理博士

教学项目

Programmes

本科生专业
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经济科学）
会计学
金融学
国际商务 （环球商务管理、环球供应链及物流管理 1 ）
金融工程 2 （量化金融、金融科技）
市场营销

研究生专业
授课型研究生课程

研究型研究生课程

金融学理学

经济学哲学硕士－博士衔接课程

经济学理学

金融学哲学硕士－博士衔接课程

会计理学
数据科学理学 3
管理学理学
市场学理学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高级管理人员理学

本硕联合培养项目
经管学院目前共开设了本硕联合培养项目14个，覆盖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新加坡、新西兰、墨西
哥、意大利、澳大利亚。

1.

三方合作专业：环球供应链及物流管理方向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哥本哈根商学院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共同管

理。
2. 金融工程本科专业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与数据科学学院联合开设。
3.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项目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与理工学院共同开设，并与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和深圳市大
数据研究院合作。

本科专业介绍

Undergraduate Programme Introduction

经济学
经济学专业提供全面且前沿的教学与训练，以初、中、高

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融入严格的经济学原理训练和专业

级宏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开设丰富的专业课程，并因应社

知识训练，提升知识结构的广度与深度。

会发展趋势增设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课程；针对有志

二、学研融合

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同学提供指导研究、荣誉论文等课

开设研究导向型的课程，鼓励学生做研究或助研，完成

程。学生将建立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思维方法，具备独立思

所学知识的内化。

辨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具有人文素养。

三、中西融合

专业方向：应用经济学、经济科学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学生能掌握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

专业特色：

工具。课程体系、师资力量与国际接轨，并设有丰富的

一、学科融合

海外暑课、海外交流项目等。

会计学
秉承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专业的优秀传统，经管学院会计

二、国际化与年轻化的师资团队

学专业是亚洲率先开设会计数据分析方向的本科项目之

教师均在境外名校取得博士学位。较为年轻的师资团

一，教学水平居国内领先地位。专业精神、职业道德以及

队常于前沿课题研究，并将其应用于教学当中。学生

信息科技将融会贯通于整个学习过程。本专业获得国际会

将掌握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最新知识与技能。

计专业团体的充分认可。

三、中西结合的课程体系

专业特色：

教学体系以国际会计准则为基础，并开设《中国税

一、会计基础与新兴技术的结合

法》《中国商法》等一系列针对中国情况的课程。

我们致力于培养熟练掌握传统会计和财务知识，理解商业

四、获注会体系认可，与“四大”合作密切

逻辑和资本市场，同时又具备扎实的数据收集整理和数据

获ACCA、澳洲CPA等认证，考试部分科目免考许

分析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利用专业知识让数据说话的教学

可，并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密切合作，帮助学生

目标，帮助学生在数字化和大数据广泛应用的现代财务领

获得实习和就业机会。

域出类拔萃。

金融学
金融学专业旨在培育分析能力、实操经验以及全球性思维

社会发展相结合，提出与时俱进的阐释和补充，以适应

的毕业生。在全球经济背景下提供扎实的经济和金融跨学

瞬息万变的金融业发展。

科培训，属内地首批同类课程之一。配备了国内本科实力

二、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

最强的师资力量和一流的课程设置，旨在培养和发掘能够

课程设置上紧密联系实务，同时设置实际应用场景，邀

真正引领改变的未来型人才。

请金融机构及企业面向本专业学生举办讲座等活动。

专业特色：

三、重视思想方法的教育理念

一、结合研究自编教材

采用独特的考核标准，着重培养学生对科学方法的掌握

任课教师将其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在教学中。将经典理论与

和学习能力的提升。

金融工程
金融工程专业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理工学

国际化。

院和数据运筹院联合开设。毕业生具有较强的计量及分析

二、设置前沿专业方向

能力，全面的金融建模与预测能力，能够胜任对计量及分

量化金融侧重于金融理论知识、衍生工具及定价的学

析能力要求极高的职位与工作。

习；金融科技侧重将数据科学分析方法应用于金融科

专业方向：量化金融、金融科技

技业。毕业生供不应求。

专业特色：

三、与业界展开广泛合作

一、教学比肩国际高水平院校

与名企展开广泛合作，业界导师来自银行及金融业的

聚集经管学院、理工学院、数据运筹院三方强大师资，

高管层，为学生提供实践指导。

均具有境外名校教育及执教背景。教材及课程安排完全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专业旨在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能力，鼓励他们在当

二、环球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代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的大环境下作出贡献。

本项目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专业方向：

哥本哈根商学院联合开设，学生将综合运用定性研究与

环球商务管理、环球供应链及物流管理

定量分析，掌握在当代国际商务中实体资源、人力资
源、信息资源和金融资源这四类关键性资源要素的流通

一、环球商务管理

模式。项目学生将在三个学校各进行一学期的学习。

本项目将发展学生定性定量相结合、分析和沟通的技能，
学生在课程中灵活搭配选修课程，实现自主学习。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经管学院多种国际交流项目，并在国外环境中
学习商务管理知识。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专业对标国际知名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提供现代

二、案例教学+名企实践培养应用型人才

市场营销理论、消费行为和市场研究能力培养、结合前沿信

在教学上采用案例教学及项目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培

息技术及大数据并与实际应用相适应的全面专业训练。

养应用型人才。拥有腾讯、IBM 、商汤科技、平安集

专业特色：

团等丰富名企资源。

一、培养“营销+数据+技术”高端复合型人才

三、国际化师资团队年龄梯度合理

设置“大数据营销”“社交媒体营销”及“市场营销分

教师均具有境外名校博士学位，新锐前沿的年轻学

析”等课程，培养既通晓营销理论知识又精通数据分析的

者、成熟且富有成果的资深教授、市场营销领域的专

高端复合型人才。

家泰斗相结合。

国际化师资

International Faculty

经管学院采用与港中大商学院一致的招聘标准，从全球招聘各自专业领域的领军专家。截止2019年秋，经管学院全职教
职员已有72人，包括新增教职员11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2人，助理教授45人，高级讲师及讲师8人。
Myron S. Scholes

教授 / 芝加哥大学博士

熊 伟 教授 / 杜克大学博士

贾建民 教授 /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博士

Marlene Amstad

舒 涛 教授 /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博士

王 丛 教授 / 范德堡大学博士

叶立新 教授 / 斯坦福大学博士

张博辉 教授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

HughThomas

副教授 / 纽约大学博士

教授 / 圣加仑大学博士

苏丽文 副教授 / 谢菲尔德大学工博士

李 丹 副教授 / 约克大学博士

刘 锋 副教授 / 康奈尔大学博士

Michael Ferguson 副教授 / 明尼苏达大学博士

Samart Powpaka

申 睿 副教授 /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佟世璐 副教授 /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王 健 副教授 /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

叶海春 副教授 / 俄克拉荷马大学博士

副教授 / 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博士

张劲帆 副教授 / 清华大学、耶鲁大学博士

赵小健 副教授 / 曼海姆大学博士

包卓兰 助理教授 / 香港大学博士

曹 毅 助理教授 / 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博士

陈齐辉 助理教授 /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

陈 睿 助理教授 / 明尼苏达大学博士

陈 思 助理教授 / 牛津大学博士

陈 雯 助理教授 /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博士

丁 一 助理教授 / 皇后大学博士

窦立宇 助理教授 /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何捷双 助理教授 / 印第安纳大学博士

黄宗博 助理教授 /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惠 珅 助理教授 / 马里兰大学博士

Jiyoon Chung 助理教授 /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博士

Jonghan Park

助理教授 /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博士

林碧莲 助理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刘 斌 助理教授 /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刘洪七 助理教授 / 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博士

刘 娜 助理教授 / 南洋理工大学博士

刘 庄 助理教授 / 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博士

Manuele Reani

毛

磊 助理教授 /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牛

超 助理教授 / 香港大学博士

明

助理教授 / 曼彻斯特大学博士

旒 助理教授 /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博士

邱鹏嘉 助理教授 / 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博士

任启天 助理教授 /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沈偲艺 助理教授 / 波士顿学院博士

石 铎 助理教授 /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

宋阳波 助理教授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

隋鹏飞 助理教授 /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

汪晓樵 助理教授 / 皇后大学博士

王亚坤 助理教授 / 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学院博士

肖丰隆 助理教授 /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谢 聪 助理教授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

谢慧华 助理教授 /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徐思闯 助理教授 /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杨世杰 助理教授 / 香港大学博士

杨文豪 助理教授 / 犹他大学博士

叶琳琳 助理教授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

叶 帅 助理教授 / 康奈尔大学博士

Yoonji Shim 助理教授 /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博士 张琳弋 助理教授 / 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博士
张 强 助理教授 /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赵 珅 助理教授 /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郑艺颖 助理教授 / 德州农工大学博士

邹雯莉 助理教授 / 香港大学博士

Lawrence Khoo 高级讲师 / 哈佛大学博士

詹凌静 高级讲师 / 阿尔伯塔大学博士

钟子毅 高级讲师 / 印第安纳大学博士

黄浩贤 讲师 / 岭南大学博士

卢一飞 讲师 / 香港浸会大学博士

孙 聪 讲师 /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曾玮邦 讲师 / 香港大学博士

章 雯 讲师 / 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博士

学术成就 Academic Achievements
所获重要奖项
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学会2019年优秀金融论文一等奖－李丹
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学会2019年优秀金融论文二等奖－张劲帆

2018中国经济学奖－熊伟

Emerald Best Paper Award at 2019 China Finance Review

Institute of Marketing－贾建民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舒涛

Outstanding Reviewer Award for the Journal of

Top Article Award－林碧莲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王健

2019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贾建民

Winner of the 25th SFM Research Paper Award, the

Best Paper Award 2019 Joint Conference of Allied Korea

25th Conference o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Finance Associations－杨文豪

securities and ﬁnancial markets (25th SFM)－叶琳琳

夏一红最佳论文奖－陈雯

Best Paper Award 2016, Journal of Organization

中国信息经济学2019优秀成果－刘斌

Behavior－林碧莲

Outstanding Reviewer Award fo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Best Paper Award, Honorable Mention, Chinese

Dynamic and Control－王健

Scholars Association for Management Science and

Outstanding Paper in Finance, The Shenzhen Finance

Engineering (CSAMSE) －明旒

Association－宋阳波

浦山世界经济最佳学术论文奖－王健

第三届孙冶方金融创新论文奖－叶海春

First Prize of Best Papers, 2016 Chicago Quantitative

XiYue Best Paper Award at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Alliance-Asia (CQAsia) Conference－王健

Conference in Finance－张博辉

Outstanding Reviewer Award for the Production and

Excellent Paper Award at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orum on

Operations Management Journal－佟世璐

Finance and Policy－张博辉

第一届孙冶方金融创新论文奖－熊伟

Scholar Marketer of the Year Award, Hong Kong

Emerald Citations of Excellence Award 2015－王丛

科研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开放课题

主要核心期刊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Management Sc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Marketing Scienc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Finance

Research Polic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Review of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创新创意创业中心

Center for Innovation,
Design & Entrepreneurship (CIDE)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创新创意创业中心（简称CIDE）为
深圳市众创空间、深圳市及龙岗区挂牌的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
深圳市龙岗区创新创业示范型基地。与国内外众多政府机构、
公司、高校及非政府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建
设银行、AAMA亚杰商会 、霍特奖国际组委会 、香港中文大
学创业校友会、IE商学院、星河集团，以及多所大学孵化机构
等国内外知名创新创业机构。CIDE为在校创业团队提供免费
培训、导师辅导及创业支持，并积极协助创业团队推进技术转
让，提供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培养学生在实践中成长，接
受社会挑战的途中定制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CIDE还为在校学生提供免费办公场所，并且针对正在创业者
以及预备创业者提供丰富多样的创新创业培训、创业导师，通
过各种比赛和实践型的活动培养学生们的创业创新思维，鼓励
学生们通过自己的想法以及实践，体验创业途中带来的收获、
乐趣以及成就。

创新创意创业中心提供
平台支持
人才引进
创业导师
市场推广
成果转化
孵化场地
落实扶持创业政策
创业培训/创业指导
政策和信息咨询及有关代理服务
维护孵化对象的合法权益

职业发展中心

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CDC)

2016年，学院成立职业发展中心，配备专业顾问人员

经过四年的学习与实践，经管学子已具备优秀的职

为学生提供全面的职业规划与发展及升学规划指导。

业竞争力，助其顺利开启精彩纷呈的职场生涯。

中心为学生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系统化的职业能力
培训，从而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场竞争力。同时
积极整合学校、校友和企业资源，旨在通过各种校园
活动如职业工作坊、
“亦师亦友”职业导师项目、企业
参访、行业讲座等各式社交活动来加强多方之间强有

专业知识与技能

职业素养

忠诚与敬业

双语沟通

团队协作

跨文化协作

逻辑与思辨

学习及创新

力的联系并保持有效的合作，并通过以上的活动来帮
助学生们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
除此以外，中心还为同学们提供全方位的升学申请指
导，通过一对一个性化的咨询、线上和线下的海外院
校升学信息说明会、升学文书和面试培训，为学生申
请海外深造机会提供支持与建议。

校友事务 Alumni Affairs
为更好地服务经管毕业生，传承“收获与奉献”的精
神，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开始组建
校友事务中心。该中心致力于为经管学子提供多方位
的交流平台，举办线上线下活动，如校友日、校友对
话、“亦师亦友”职业导师项目，加强校友间、校友
与学院的联系，帮助校友拓展职业网络，助力经管校
友实现从“学界翘楚”成长为“经管领袖”。经管校
友亦可通过校友事务中心获取经管学院职业发展中心
的资源和信息，进一步提升职业竞争力。

职业发展中心提供
职业规划与探索

生涯规划与咨询，“亦师亦友” 职业导师
项目，企业参访，行业讲座，就业/实习信
息与宣讲

升学指导

一对一辅导，升学工具，升学宣讲会

职业素养提升

职业胜任力与软实力提升

校企共赢

校园招聘/人才推荐，实习基地，产学
洽谈，奖学金共建，企业交流平台

就业与升学

Student Placement

2019年，经管学院迎来了第二届本科毕业生。288位经管学院本科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率为97.57%，其中69.44%继续升
学、27.78%直接就业、0.35%自主创业。

毕业生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世界名校纷纷抛来橄榄枝
2019年，港中大（深圳）经管学院选择继续升学的本科毕业生占毕业总人数的69.44%。从升学高校所处的国家和地区来
看，首选目标前三位分别为美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英国。根据2020年QS及US.News世界大学排名，升学的毕业
生中，60%的学生将攻读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的国（境）外名校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录取名校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牛
津大学、剑桥大学、芝加哥大学等。

就业质量名列前茅 毕业生就业地点较为集中
2019年，港中大（深圳）选择直接就业的本科毕业生占毕业总人数的27.78%。从就业地区统计，港中大（深圳）经管学
院本科毕业生就业地点较为集中，近九成选择在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国内一线城市工作，超过70%留在粤港澳大湾
区就业。就业毕业生的平均年薪达14.51万元，录用单位包括互联网科技、金融与金融服务、专业服务与咨询、快消、房
地产等专业领域的知名企业。

毕业生获世界顶尖大学录取情况

毕业生获知名企业录用情况

（以下排名根据2020年QS及US.News世界大学排名）
麻省理工学院

牛津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

剑桥大学

帝国理工学院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瑞银集团

复星集团

中信银行
芝加哥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爱丁堡大学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杜克大学

墨尔本大学

纽约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联合利华 （中国）有限公司
玛氏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学

百威英博（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悉尼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卡内基梅隆大学

鸿荣源集团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百度

博科尼大学

华盛顿大学

哥本哈根商学院

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万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特斯拉公司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

可口可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大学

京都大学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艾意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西北大学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宾夕法尼亚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易公司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蓝色光标集团

欢聚集团

校园生活和学生成就 Campus Life and Student Achievements

Campus Life &
Student Achievements

诺贝尔奖得主迈伦·舒尔斯教授交流会

大师讲堂

诺贝尔奖得主让·梯若尔教授研讨会

来自不同领域的顶尖教授为同学们传道授业，每一位教授都通过讲堂为大家打开一扇崭新的学科领域之门。

著名经济学家、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

原中国银监会主席、

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

计量经济学大师、

讲席教授、

深高金理事

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

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

深高金理事

刘明康

深高金理事

邹至庄

方汉明

魏尚进

商业竞赛

Case Competitions

商业竞赛是运用科学的、有效的理论知识，对案例进行剖析，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商机的洞察力和真实商业社会的观察及
分析能力。目前，经管学院的同学已经在各种国际性的商业挑战赛中取得名列前茅的成绩。

ACCA全国就业力大比拼
广州赛区冠军
全国总决赛亚军

Heavener国际商业案例分析大赛-小组前三

L'Oréal Brandstorm 欧莱雅校园市场策划大赛
我院学子于2017年获得最佳科技创新奖（中国赛区）
2018年获得全国总冠军及全球6强
2019年入围全国总决赛前四名

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已经连续获得汇丰商业案例大赛华南赛区冠军

CFA投资分析大赛
经管学子于2017年、2018年获得华南赛区冠军
于2019年获得华南赛区亚军

IIBD 国际案例分析大赛-季军

RSM国际商业案例精英赛－杰出创意奖
贝尔格莱德
国际商业案例大赛
小组前三

智慧城市数据分析大赛-冠军

SYSBS-IVEY 全球商业案例大赛－亚军

学生俱乐部
Student Clubs
金融学会
会计学会
经济协会
市场营销学会
金融工程协会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学会

经管学院迄今成立六大学生俱乐部，为同学们提供
一个交流分享的平台。学院同时为俱乐部提供资金
支持与导师资源，协助其成长。

圣诞茶话会

Christmas Tea Party
12月5号，经管学院隆重举办“重返80
年代”主题派对，邀请师生共同致敬
那些曾共同拥有的美好瞬间。

毕业晚宴

Graduation Gala

5月18日晚，经管学院2015级毕业晚宴顺利举办，为各位
学子送别，赠与祝福和期望。

Graduation Gala

联系方式
经管学院院务办公室
电话: +86-755-23518500
邮箱: smeug@cuhk.edu.cn

经管学院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经管学院国际项目
电话: +86-755-23518500
邮箱: smeip@cuhk.edu.cn

经管学院职业发展中心
电话: +86-755-23518560
邮箱: careersme@cuhk.edu.cn

经管学院创新创意中心
电话: +86-755-23518770
邮箱: cide@cuhk.edu.cn

经管学院推广及传讯
电话: +86-755-23518778
邮箱: sme@cuhk.edu.cn

经管学院商业案例竞赛
电话: +86-755-23518533
邮箱: smecase@cuhk.edu.cn

经管学院学生俱乐部
电话: +86-755-23518527
邮箱: smesclub@cuhk.edu.cn

CUHK-Shenzhen QRcode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众号
www.cuhk.edu.cn

CUHK-Shenzhen SME QRcode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公众号
sme.cuhk.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