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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在线金融硕士排名第一

源自清华五道口在线教育中心紫荆

结合国内中文面授课程

打造中国金融黄埔在线教育No.1



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IUB）始建于1820年，是美国中北部地区的一所
老牌名校，也是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早在1909年便加入了北美顶尖大学联盟美
国大学协会（AAU），该协会成立于1900年，由62所美国和加拿大一流的公立及私立大学组成。同时，
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也是美国30所“公立常春藤”（Public Ivy）之一学校；并与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等知名大学一同入选美国中西部“十大联盟(Big 10)”高校。在2013年的世界大
学学术排名中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位列全球85位。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最新公布的2016

年全球声誉最佳大学排行榜，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位列全球81位。 同时，IUB也处于全美国人文社
科学科最强的大学之一，在上海交通大学2014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社科领域中位列全球32位。

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

美国30所“公立常春藤”（Public Ivy）之一学校



印第安纳大学

⚫ 印第安纳大学创建于1820年，距今已经198年

⚫ 全球最佳研究生院排名No.11，《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8

⚫ 全美最佳商学院研究生综合排名No. 21，《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8

KELLEY商学院 业界荣誉

⚫ 创建于1920年，距今已经98年

⚫ 总体排名No.21，《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2018

⚫ 全球排名No.22，《经济学人》排名2017

⚫ 学生满意度No.1，《彭博商业周刊》2016

KELLEY 在线金融硕士项目

⚫ 1999年创立，运营超过19年

⚫ 在线MBA项目No.1，《普林斯顿评论》2018

⚫ 在线金融硕士课程No.2，《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2018

学院简介 - 印第安纳大学KELLEY商学院

Bloomington (Kelley) are accredited by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the gold standard of business school accreditation.

“
”

Princeton Review 2018

Online MBA#1
U.S. News & World Report 2018

Best Online MS Programs#2
U.S. News & World Report 2018

Best Online MBA Programs#2



办学特色及优势

强大金融背景依托
KELLEY商学院金融硕士拥有全球排名顶尖师资+中国金
融业界权威专家。
KELLEY商学院是世界级工商管理学院。KELLEY商学院
被媒体列入全美Top 20，尤其是MBA各项排名更是入围
前10，其中MBA教学质量被Business Week (2004)评为全
美第一。

超灵活时间安排
不出国、在职学、线上+线下、最短15个月最长5年拿
到学位。

成熟的在线教育模式
KELLEY商学院自1999年开始举办在线金融硕士项目，
紫荆教育源自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在线教育中心，是
专业金融在线教育品牌，具备非常科学成熟的在线教
育模式。

高性价比、高效率、高品质
课程设置：聚焦中国实践和国际前沿的最新课程。
学习品质：在职就读、无需出国、就读名校。



杰出校友

⚫ 全球500强企业的CFO中，KELLEY商学院校友占到十多位，被誉为全美第一大CFO摇篮。

⚫ 每年KELLEY商学院线下教育只招收不超过200名学生，入学机会非常有限。

⚫ KELLEY商学院每年在中国大陆最多只招收10名入美学习新生，GMAT成绩超过700分的学生才可能入选。

KELLEY商学院被誉为全美第一大CFO摇篮



杰出校友
Mark Cuban

科技创业家，拥有NBA球队达拉斯小牛(Dallas Mavericks)

Jeff Fettig
美国惠而浦公司(Whirlpool）执行总裁(CEO)

Robert Gates
美国国防部长，前CIA负责人，美国国家安全理事会成员

Harold Arthur Poling
福特汽车(Ford Motor）前主席和执行总裁(CEO)

Michael Rippey
美国米塔尔钢公司(Mittal Steel USA) 主席和执行总裁(CEO)

Dan Coats
前美国参议员，美国驻德国大使

Donald Fehr
专业棒球大联盟MLB(Major League Baseball）常务董事

Frank Popoff
陶氏化学(Dow Chemical)前主席和执行总裁(CEO)

William E. Jenner
前美国参议员

Isiah Thomas
NBA名人堂球员，冠军得主，纽约尼克斯(New York Knicks)教练，管理层

Wendell Willkie
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Joe Barnette
前Bank One主席和执行总裁(CEO)

Edgar Whitcomb
前州长

Katherine Hudson
Brady Corporation董事长和执行总裁(CEO)

Newell Sanders
前美国参议员

Frank O'Bannon
前州长

Rod Paige
前美国教育部部长

Evan Bayh
美国参议员，前州长

Richard P. Rosenzweig
Yahoo高级行政官

叶咏诗
中国及香港著名女指挥家

Selim al-Hoss
前黎巴嫩总理

Michael Badnarik
前美国总统竞选人



学员构成

董事级别
Director

硕士及以上占比 金融行业

紫荆-KELLEY商学院金融学硕士学员分布在中国、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多个国家，学员背景来自于
500强企业如：渣打银行、普华永道、华鑫证券等知名银行和投行、基金、管理咨询等金融企业，
及生产、贸易等非金融行业企业。职级多为董事长、总经理、投资总监等核心管理职位。

资产5000万以上学员占比 工作10年以上学员占比



香港致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清华五道口经济学博士

肇越

中国高校财务管理研究会理事

中国人民大学财务与金融系教授

孙茂竹

中国光大证券首席风险官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博士

王勇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

张恩忠

中金甲子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

梁国忠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

兼首席策略师

洪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金融学教授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

王鹤菲

博海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

斯坦福大学博士

孙明春

师资介绍 · 中方师资介绍（部分）



师资介绍 · 美方师资介绍（部分）

Joe Fisher

KELLEY商学院教授
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

Ash Soni

KELLEY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印第安纳大学工商管理博士

KELLEY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
华盛顿大学金融学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运营管理学博士

杨珺Sreeni Kamma

KELLEY商学院金融系主任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博
士

Dubos J. Masson

KELLEY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
印第安纳大学金融学博士

KELLEY商学院会计学副教授
阿拉巴马大学博士

郑玲



办学特色及优势—标杆企业参访

⚫ 访学时间
将在项目学习后期，赴美集中强化学习，并在美国KELLEY商学院本
部举行毕业典礼。

⚫ 访学安排
参访标杆企业，学习国际前沿金融实践。

⚫ 课程学习
包括前沿热门话题、国际货币体系、联邦储备体系、机器学习等。

⚫ 参观考察
金融监管机构、全球知名金融公司参观学习。

香港金融管理局参访学习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参访学习



课程设置

必
修
课
程

⚫ 财务管理 ⚫ 资产定价和证券估值

⚫ 企业估值⚫ 金融风险管理 ⚫ 国际金融管理

⚫ 证券和投资分析

⚫ 企业决策过程中的管理会计信息

⚫ 高级衍生工具和固定收益模型 ⚫ 行为金融学 ⚫ 国际货币体系/联邦储备体系

先
修
课
程

⚫ 金融英语 ⚫ 经济学基础（宏观、微观、国际） ⚫ 财务会计基础

美
国
校
园
学
习

⚫ 机器学习 ⚫ 企业参访

⚫ 毕业报告/毕业设计 ⚫ 毕业典礼

⚫ 实质期权和金融模型



课程设置

课程提供

印第安纳大学KELLEY商学院
（英文授课）

紫荆教育
（中文授课）

授课方式

线上课程

线下课程

学期 课目名称 学分 授课方 形式

先修课程
金融英语 0

紫荆 在线经济学基础（微观、宏观、国际） 0
财务会计基础 0

学期 课目名称 学分 授课方 形式

1
财务管理 3 Kelley 面授

资产定价和证券估值 3 紫荆 面授

2
企业决策过程中的管理会计信息 3 Kelley 在线

金融风险管理 3 紫荆 面授

3
企业估值（含兼并收购、杠杆收购） 3 Kelley 在线

证券和投资分析 3 紫荆 面授

4
国际金融管理 3 Kelley 在线

高级衍生工具和固定收益模型 3 紫荆 面授

5
实质期权和金融建模 3 kelley 在线

行为金融学 1.5 紫荆 面授
国际货币体系／联邦储备体系 1.5 Kelley 在线

毕业周

机器学习 1.5 kelley 面授
职业发展规划 0 Kelley 面授

毕业报告／毕业设计 1.5 紫荆 面授



学费及其对比分析

对比内容

学费

生活费

申请条件

课程内容

在本项目学习 在美国KELLEY校园学习

¥249,800 ¥288,905
1330美元/学分*33学分=43,890美元

¥ 0
附加生活费

¥ 163,951
大约1,000美元/月*24月=24,000美元

本科学位

托福79分或雅思6分，毕业前GMAT 550分
线下面试（中英双语）

本科学位

托福100分或雅思7分，以及GMAT 670分
电话面试（纯英文）
个人陈述
推荐信

国际视野
+

美国本土行情
+

中国实践前沿课程

国际视野
+

美国本土前沿课程



招生对象

时间紧，工作忙，无暇出国学习的高层管理者

职业精英，无暇准备国内的研究生联考

希望修得美国顶尖商学院硕士学位

扎实学习全球最前沿金融专业知识

获取国际国内金融行业人脉钥匙

金融相关行业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

证劵、基金、银行、财富管理等相关行业人士

所从事的金融业务具有国际化需求的人士

其他对本项目有兴趣并自身优异者



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KELLEY商学院学位证书

*本学位和美国本校生所获学位相同

✓ 修满33个学分
✓ 提供GMAT550分成绩
✓ 完成毕业报告

毕业条件

达到毕业条件的学员将
被授予美国印第安纳大
学KELLEY商学院金融硕
士学位

学位授予



报考条件及招生计划

申请材料要求

1. 中文申请表

2. 英文简历

3. 最高学历毕业证书扫描件

4. 最高学历中英文成绩单（入学前提供）

5. 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或护照）扫描件

6. 电子版彩色免冠照片（白底）

7. 名片正反面扫描件（可选）

招生计划

1. 每年招生2期

报名条件

1. 本科或以上学位

2. 托福79分或雅思6分以上



录取流程

在线报名

参加面试

获得录取

缴纳学费

入学学习

- 完成网站注册，填写报名信息、上传报名辅助电子版文件，在线提交报名表
- 报名材料初审、核对，对于报名材料审查合格发放面试通知

- 参加现场面试（北京）或在线面试（视频）
- 面试合格人员准备托福考试并提交其他相关入学材料

- 中美双方审核材料（美方审核需将材料邮寄到美国）
- 对于审核通过学员，发放正式录取通知书

- 提交学费

- 入学（提供托福79分及以上或雅思6分及以上成绩）
- 学籍注册

报名材料：
中文报名申请表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扫描件
推荐信（可选）
其他有助于申请的资料（资格证书等）

入学材料：
英文简历
最高学历毕业证书扫描件（翻译公证件）
最高学历中英文成绩单（翻译公证件）
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或护照）
扫描件
电子版彩色免冠照片(白底) 



附：紫荆-印第安纳大学Kelley商学院开学典礼

沈洪
北京万丰怡和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戴辉辉
渣打银行

王海涛
深圳东方藏山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附：紫荆-印第安纳大学Kelley商学院开学典礼

师生畅谈

来自KELLEY的礼物

Sreeni Kamma

KELLEY 商学院金融系主任讲话

新生入学讲解



附：紫荆-印第安纳大学Kelley商学院开学典礼

杨珺副教授悉心指导学生学习

同学们热烈讨论认真学习



联系我们

紫荆—印第安纳大学KELLEY商学院金融硕士
学位项目中心

TEL：010-62793389

ADDRESS：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清华科技园创业大厦8层

WEB：https://www.ezij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