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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技术引领下的社会经济国际化发展，这使得

国际市场对具有跨文化教育背景的人才需求在近十年

以平均每年超过7%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尤其是些

具有硕士以上教育背景的跨文化技术人才，在

国际就业市场上所显示的竞争力，使其就业率

始终保持在90%以上。

未来国际化金融人才需求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的，主

要缺乏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教育背景的高层次人才。

在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险监管会联

合发布的2010-2020年中长期金融人才发展规划中显

示，我国的金融行业中人才队

伍在金融从业人员中比重要从

2015年的4.9%提高到2020年

的10%。

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教育
背景的高层次人才缺乏

经济全球化发展
需要国际化人才



清控紫荆（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清华控股旗下专业金融教育品牌，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

融学院在线教育中心公司化而成。公司致力于提供创新型学位教育和金融从业人员职业教育，是响应国家

号召，为实现教育国际化、互联网化和普惠化战略成立的。“紫荆”二字来源于清华的校花“紫荆花”，象征

着“专业”和“美好”之意。

清控紫荆（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为中国培养国际化金融人才为愿景，以“专注金融教育 引

领金融实践”为使命。自成立以来，充分运用互联网模式，连接全球优质教育资源，聚集海内外顶尖金融

业专家与管理人员。通过先进的学习技术运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国内和国外相结合的形式，使更多

的人以更便捷的方式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

全球顶尖心理学府
在线心理学博士全美TOP20

TOP20

             
           
                  

世界顶级工商管理学院
在线金融硕士全美第一

No.1

合
作
院
校



全球顶尖心理学府

美国索非亚大学创办于1975年，

前身是超个人心理学研究所，

由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弗

雷格尔博士(Dr. Robert Frager)

创办。在超个人心理学的研究，

整体性及临床教育上，处于全

球领导地位。

地处硅谷核心
比邻斯坦福

工商管理融合心理学

引领了对人力资源在商业风险

中创新型的理解。对硅谷创业

成功的心理研究和在MBA教育

融入的成功要素，旨在帮助学

生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准备了必

要的心理素质。

全球第一所
超个人心理学顶尖学府

双认证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

息网和美国西部教育联盟WASC双认证

大学。

WASC认证的意义：

1.保证学校是一所在学习方面值得信

任的机构。

2.取得的学分可转到其他的英语学校。

学生多元化
60%来自全美

40%来自世界各地

全美在线心理学博
士学位排名前20
排名根据美国心理协会（APA）

的”黄金标准“进行。

APA具有极其严格的认证要求，

只有小部分精英项目尤其是在

线项目可以通过。

项目主体-索菲亚大学
SOFIA UNIVERSITY



https://www.sofia.edu/professions/

索菲亚官网——紫荆-索菲亚项目介绍

官方合作
OFFICIAL COOPERATION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 查询网址：www.jsj.edu.cn/news/1/170.shtml

中国教育部认证大学

• 美国心理协会（APA）

• 查询网址：http://www.bestvalueschools.com/psychology/online-doctoral-programs-in-psychology/

全美在线心理学博士学位排名前20（ 2017-2018年度）

• 美国西部院校联盟（WASC）https://www.wascsenior.org/institutions/sofia-university

• WASC也称美国西部院校联盟，其认证成员也包括斯坦福和加州伯克利分校这类的美国顶级名校

• WASC认证的意义：

1.保证学校是一所在学习方面值得信任的机构。

2.取得的学分可转到其他的英语学校。

美国西部院校联盟（WASC）认证大学

相关认证机构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斯坦福大学

华盛顿大学 美国空军军官学校加州理工大学

索菲亚大学

美国 认证大学

美国西部院校联盟
WASC

也称美国西部
院校联盟，其认证成员也
包括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这类的美国
顶级名校。

认证的意义
1.保证学校是一所在学习方
面值得信任的机构。
2.取得的学分可转到其他的
英语学校。



中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可查索菲亚大学信息

www.jsj.edu.cn/news/1/170.shtml

中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认证
HTTP://WWW.JSJ.EDU.CN



项目优势
PROGRAM ADVANTAGE

01 02 03 04

中美双认证

正规学位

全球通行

无需联考

不出国门

国际视野

在职提升

线上线下

方式灵活

高性价比

美国访学

移动课堂



项目概况
PROGRAM OVERVIEW

学制

授课语言
中文为主，部分英文课程

授课师资
著名高校师资+知名业界导师+索

菲亚/斯坦福教授

学费
4.98万（此价格截止到2018年12月24日）
包含1次美国访学，相关访学费用自理

学习形式
线上课程学习+线下实践教学+美国访学

所获学位
颁发索菲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与在校生学位证书完全一致）

2年，学籍最长保留5年

项目为清华控股旗下紫荆教育与美国索菲亚大学联合创办的金融方向工商
管理硕士（FMBA）项目，旨在培养具有综合管理能力的复合型国际化高
端金融人才 。



学员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学
员
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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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学员占比女性学员占比

学员平均年龄

金融/基金/证券/投资 生产/制造/加工 商业服务

IT/通信/互联网/电子 文化/传媒/娱乐 文体/教育

政府/非营利组织 房地产 其他行业

30% 19% 15%

14% 5% 6%

4% 6% 1%工作10年以
上学员占比

核心管理层
学员占比

65.7万/年

已入学学员年均收入



招生对象
WHOM WE ARE LOOKING FOR ? 

⚫ 企业中高层管理者
⚫ 从事金融行业或相关工作的专业人才
⚫ 有提升综合管理能力需求者
⚫ 对金融理财感兴趣，有意在金融行业发展者



金融心理强强联合 线上线下模式创新 中国实践国际视野

项目囊括了MBA课程体系中常规的核心课程，同时专注于

金融行业，依托最前沿心理学知识体系，塑造学生批判性

和创造性思维、团队精神、领导力和沟通能力以及全球环

境下的商业战略思维能力。培养具有综合管理能力、全面

的金融知识和深厚心理学底蕴的高端金融人才。

培养目标
PROGRAM OBJECTIVE 



课程类别 课程学分 要求说明

核心课 24学分 MBA培养体系核心课

专业课 18学分 金融管理、心理学方向专业课程

必修环节

毕业报告-6学分 综合案例规划与实操

学术活动 需参加8次以上项目组织或指定的学术活动

⚫ 聚焦全面、实用的课程体系，共包括三个方向：MBA核心课程、金融管理、心理学方向等近二十门课程。

⚫ 聚焦有效实践方法与金融理论，建立金融专业知识体系，扎实金融专业理论基础。

⚫ 结合国内金融市场需求，提供最前沿的国际课程与金融理念。

⚫ 学习期间安排一次美国访学，实地了解美国索菲亚大学和国外金融行业。

⚫ 提升综合管理能力，同时提升硬技术和软实力。

培养计划
TRAINING PLAN



第一学期
公司金融

经济学 -（国际，宏观，微观）

01
第二学期
数据模型与决策

营销管理

02
第三学期
管理思维与沟通

战略管理

03
第四学期

Positive Psychology 

金融市场学

04

第五学期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投资学

05
第八学期

Managerial Accounting 

Capstone Project

08
第六学期

Personality and Motivation 

商法

06
第七学期

Behavioral Strategy

Capstone Formulation 

07

课程设置
CURRICULUM OVERVIEW



张恩忠
美国普渡大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郑荣禄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教授
香港金融管理学院院长

深圳前海中领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皓
清华经管管理学博士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家族企业课程主任
中国金融案例中心执行主任

冯云霞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系副教授

潘福祥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金融学博士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客座教授

著名资本战略专家
诺德基金董事长

师资阵容·中方师资介绍（部分）
ZIJING CORE FACULTY(PARTIAL)

肇越
清华五道口经济学博士

香港致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Robert Frager

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
美国索菲亚大学创始人

Frederic Luskin

斯坦福大学咨询与健康心理学博士
现任美国索菲亚大学教授

Steven Schmitz

索菲亚大学博士
全球超个人心理学协会（ATP）会长

核心助理教授

师资阵容·美方师资介绍（部分）
SOFIA CORE FACULTY

David Bergner

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博士
现任索美国菲亚大学MBA教学部主席

Marilyn Schlitz

索菲亚大学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院教授
索菲亚大学超个人心理学学院院长



全程模考系统
Mock Texts

线上作业系统
Online Homework

标准化线上诊断系统
Diagnostic Quiz

名师解析
Video Explanations

线上+线下
ONLINE

OFFLINE



开学典礼
（安排一门线下选修课）

美国访学 企业参访 业界导师大讲堂 学术讲座 班级集体活动
（行业交流）

索菲亚大学金融方向工商管理硕士（FMBA）采用“线上+线下”的教学方式

⚫ 开学典礼（安排一门线下选修课）

⚫ 学术讲座（清华大学讲座、五道口金融讲座、紫荆公开课等）

⚫ 业界导师大讲堂

⚫ 企业参访

⚫ 班级集体活动（行业交流）

⚫ 美国访学

线下教学包括但不限于

线下活动
OFFLINE ACTIVITIES



开学典礼
OPENING CEREMONY



访学活动
VISIT

Sep.28,In Sofia

Sep. 28-Oct. 4

2017

San Francisco
Sep.29,In Google

Sep.30,In Morgan Stanley Oct.1,In Napa Valley Oct.2,In Stanford Oct.3,In Plug And Play



毕业典礼
commencement

Jun. 24 -Jun. 26

2018

San Francisco



满足毕业条件的学员将获得美国索菲亚大学授予的

美国索菲亚大学MBA学位证书和紫荆教育的结业证书

美国索菲亚大学MBA学位证书（样本）

全球通行，与在校生样式相同

紫荆教育结业证书

官网可查、对学习经历的记录和证明

证书授予
CERTIFICATE  AWARDED



入学申请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入学条件
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

申请材料

面试前提供

1. 中文报名申请表

2. 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正反面或护照扫描件）

3.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扫描件、推荐信（可选）

4. 其他有助于申请的资料（资格证书等）

缴费后提供

1. 英文简历

2. 大学中英文成绩单原件

3. 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证书扫描件（公证翻译件）

4. 本科及以上学历中英文成绩单（公证翻译件）

5. 1寸电子版免冠证件照（白底）
*当月录取当月即可以开始学习



在线报名

参加面试

获得录取

缴纳学费

入学学习

- 进入紫荆-索菲亚在线报名系统注册账号，按照步骤提交资料
- 紫荆—索菲亚大学FMBA招生办审核申请材料，初审通过者进入面试环节

- 参加现场面试（北京）或在线面试（视频）
- 面试合格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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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公转账、微信、支付宝
- 现金缴纳

- 入学
- 学籍注册

报名材料：
中文报名申请表 （个人基本信息、工
作经历、教育经历）
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或护
照扫描件）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扫描件
其他有助于申请的资料（资格证书等）

入学材料：
英文简历
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证书扫描件（公证翻译件）
本科及以上学历中英文成绩单（公证翻译件）
电子版彩色免冠照片(白底) 

申请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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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家线上线下结合授予美国MBA学位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