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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学校地处上海市徐汇区，毗邻上海南站，交通十分便利。商学院在 1983 年建立的管理科学与
工程系和 1987 年建立的经济发展研究所基础上，成立于 1990 年，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集经
济学科与管理学科为一体，并致力于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现有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 个一

级学科硕士点、7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目前共有 5 个系，9 个研究所和 4 个研究中心。学

院设有专业学位教育中心，举办金融硕士 (MF)、MBA、会计硕士 (MPAcc)、EMBA、中外合作
MBA、工程管理硕士 (MEM)、工程硕士以及高级管理培训 (EDP) 等项目，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
量的管理人才。

SCHOOL OF BUSINESS

华东理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国家“211 工程”、“985 创新平台”重点建设学校。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院校简介 Introduction

项目概况 Program Profile

华东理工大学金融硕士项目依托商学院卓越的专业硕士学位教育实践，突出计量金融与公司金
融特色。项目致力于培养具有坚实金融学理论基础和较高应用技能的金融业领军人物和金融市
场专业人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现代计量分析手段解决理论问题与

实践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既了解国际金融业的前沿发展，又能密切联系中国实践，具备比较强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潜力，可以适应金融管理部门和各类金融机构的工作。

MF PROGRAM

项目特色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项目

Program Feature

优势学科

双师联手

职业指导

凭借华理的理工科优势和商学院金

华东理工大学金融硕士拥有一支

通过聘请资深猎头或人力资源专

经营等领域的学科优势，注重培养

师资队伍。项目从全球聘请几十

学员个人职业生涯提供指导和帮

融系在国际金融、证券投资及保险
学生综合运用金融学、经济学、管

理学、现代计量分析手段解决理论
问题与实践问题的能力。华理商学
院的金融物理学科在国际上具有一

定影响，在国内处于领头地位；风

险投资研究在国内也有一定影响力。

国际视野

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的
名国内外知名教授、专家作为名
誉教授、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

组建了由本校和海内外著名业界

专家联手的教学团队，通过课堂
授课、专题讲座等方式，为学生
提供指导。

业人士，担任职业发展导师，为

助，就自身工作成果及成功经验
与学员交流分享，帮助学员培养
职业意识，深入了解职业环境，

寻求最佳职业发展方向，全面提
升学员职场竞争力，为学员推荐

就业机会，促进学员的全面发展。

实战导向

交流平台

华东理工大学金融硕士项目致力于

华东理工大学金融硕士项目在案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率先提出以

帮助学员拓展国际视野。项目除拥

实践的基础上，率先引入行动学

人类知识和能力发展的本源。致力

为学员提供多元化、国际化资源，
有众多海内外优质师资、海外交换

项 目 和 举 办 国 际 论 坛 外， 还 与 多
所海外商学院合作举办短期交流项
目，重视对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

例分析、企业课堂和企业实习与
习教学模式。以解决行业现实问

题为导向，形成并推广以课程教
学、行动学习项目和学位论文结
合的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

“交流而发展”的培养理念，回归
于为学生打造一个交流平台，包括
专业知识交流平台、管理经验交流
平台和社会网络构建平台，以交流
为核心。

师资力量 Faculty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拥有一支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 152 位，其中正副教授比例已超 70%；

70% 以上的教师拥有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90% 以上有企业实践经验。作为一个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学院，曾先后有 7 人
次获中国最高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多名教师入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上海市曙光计
划等人才项目，部分教师被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聘为经济或管理顾问。另外，学院还聘请几十名国内外知名教授、专家作为名誉教
授、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

吴柏钧

周炜星

宋福铁

麦勇

研究方向 : 区域经济

研究方向 : 金融物理

研究方向 : 资产定价、

研究方向 : 公司金融学

博士、教授、博导
发展与城市化

博士、教授、博导
学、金融工程

博士、教授、博导

公司金融、金融计量等

博士、教授

阮永平

汪冬华

解宏

王俊秋

研究方向 : 财务管理

研究方向 : 金融工程

研究方向 : 公司财务、

研究方向 : 财务分析

博士、教授、博导

博士、教授、博导
与金融风险管理

博士、副教授
行业投资

博士、教授、博导
与证券定价

孟磊

欧阳德生

沈炳熙

张冀湘

研究方向 : 固定收益

研究方向 : 计量经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博士、副教授

及衍生工具市场

博士、副教授
学、经济数学

研究员

非执行董事，中央汇金投资
有限公司派驻农行股权董事

研究员，交通银行非

何志光

唐劲风

瞿秋平

吕超

公司总裁

险经理，亚洲金融协会董事，

海通国际资产管理董

上海赛领资本有限公

新华商金控股份有限

注册金融分析师，注册金融风
德意志银行（美国）资产财富
管理公司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监

章宜斌

杨峰

济学博士，招商基金

企业发展融资部（上海）

美国杜克大学金融经
国际业务部总监

保荐代表人，中信证券
总监。

高级经济师，
事总经理

博士

司（董事）总经理

就业概览

Employment Overview

毕业生

直接就业

就业率
（毕业时点）

平均年底薪

资产管理

商业银行及
融资租赁

券商

其他

雇主名单
资产
管理

券商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
枫润资产

华富基金管理

上海固德资产管理

国泰君安证券福建
分公司

江海证券

太平洋证券

* 带星号的雇主雇佣了一个以上的毕业生
本数据来源于 2017 届 MF 毕业生调研

商业银
行及融
资租赁

其他

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 *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

华东理工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指数研究院杭州分院

学制与学习方式 Ways of Learning
学制 2 年

脱产学习方式

课程设置 Curriculum
入学前

入学导向模块

团队拓展训练

公共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金融英语

学术写作与文献检索
核心课
第 一 学 期 至 第 四 学 期

金融理论与政策

投资学

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数量方法

选修课

金融行业职业伦理

公司金融

固定收益证券分析

金融会计实务

个人风险管理与保险规划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与实务

国际金融与汇率专题研究

行为金融学

金融投资与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实务

个人税务与遗产筹划

会计财务报表分析

中国经济分析

系列讲座

行动学习实践

收购与兼并

员工福利与退休规划
行业投资分析

实践教学
专业实习
毕业后

在线学习

校友公开课

金融风险管理与实务

校友俱乐部

申请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申请类别 : 025100 金融硕士

院系所名称 : (019) 商学院专业学位教育中心

报考条件 :

申请程序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每年 10 月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
yz.chsi.com.cn）进行网上报名。

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 每年 11 月中旬到指定地点现场确认（拍照、缴

或历届生，即在报考现场确认前已经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

• 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必须全部完成，否则报名无

• 应届生，即将在报考一年内取得本科学历的在校学生；
的人员，无工作年限要求。

•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相关专业规定的体检要求。
初试 :

• 初试科目 : ①思想政治理论 101
		

③数学三 303

• 初试时间 : 每年 12 月底

②英语二 204

④金融学综合 431

纳考试费）。

效。网上报名时间和现场确认时间以教育部最后
公布为准。

复试 :

• 复试科目 : 由华东理工大学自主安排，以华东
理工大学相关公布文件为准。

• 复试时间 : 每年 4 月（以学校公布时间为准）

学位授予 Degree Conferring

在规定年限内修满规定学分，完成硕士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经学校审核批准后，授予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证
书和金融硕士学位证书。

本招生简章中，如有与教育部及我校研究生院公布的招收硕士研究生政策不一致之处，将以教育部和学校研究生院公布的政策
为准。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专业学位教育中心

地址: 中国上海市梅陇路130号华东理工大学第三教学楼

电话: 021-64252787(直线)；64250033-8839, 8820(分机)
邮箱: mf@ecust.edu.cn

网址: http://bs.ecust.edu.cn/mf

邮编: 200237

传真: 021-64244527
立即扫描二维码

了解华理金融硕士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