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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申请增列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论证报告 

一、专业人才市场需求与招生 

（一）专业人才市场需求 

1.金融改革催生着旺盛的金融人才需求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金融业正在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

产业。“十二五”时期，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将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发展带动的

就业人数将高于其他产业。2013 年 8 月 17 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金融市场产品创新、离岸业务、金融业对外开放以

及内资外投和外资内投等都将在上海自贸区优先进行试点。 

广东正在实现从经济金融大省向经济金融强省的转变。2012年，经国务院批准，中

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了指导广东金融业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广东省建设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区总体方案》，决定设立珠三角城市金融改

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湛江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和梅州农村金融改

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三个试验区。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金融后台服务产业和金融服

务外包企业、探索横琴新区和前海地区资本项目可兑换、建设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的广深

区域金融中心、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等方面都会促使金融产业成为广东省国民经济的支

柱产业。到 2020年，预期金融业增加值占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达 10%以上。 

上述改革和政策措施的推行，不仅在全国，特别是在广东将产生巨大的金融人才需

求市场，特别是对高端金融人才的渴求。 

在中国金融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是多种类、多层次的：

既需要一大批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初级从业人员，又需要有金融管理师、金融工程师、

金融分析师、保险精算师等高技术含量的金融专才；既需要数量充足、熟知中国国情的

金融人才，又需要有精通国外业务运作的国际性金融人才。从广东省金融从业人员的学

历结构来看，本科毕业生占有较大比例。积极开展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善

广东省金融行业人员知识结构，对提升广东省金融行业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实力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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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2.广东金融人才现状及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供应情况分析 

近三年来，广东省金融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不断增强。2012

年，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

农村合作机构、财务公司、邮政储蓄、外资银行、农村新型机构等在内的十种金融机构

总数达到 15762 个，比上年增长 2.4%；从业人数达到 31.8 万人，比 2011 年增加 3.7

万人；广东证券市场整体走势较好，上市公司数量为 369 家，比上年增加 30 家，全年

通过国内债券筹资 1678 亿元，同比增长 23.1%；保险市场运行平稳健康，总部设在广东

省内的保险公司数有 18 家，比 2011 年增加 2 家，保费收入达到 1692.1 亿元，同比增

长 7.2%。如果将信用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行业从业人员纳入宽口径金融从业人员

统计，全省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达 60 多万人。中高层次金融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广东

金融行业发展壮大和服务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 

目前广东省招收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高校有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广东财经大学、深圳大学和广东金融学院，2013年招生人数不足 500人，数量尚

小。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具有广阔的就业前景和发展空间。 

3.潜在生源分析 

广东省 37所普通本科院校中，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等 15所院校开设了金融学本科专业，每年毕业人数高达 2400人。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类生源充足，高考录取平均成绩高出学校录取线 10分以上，在

大二结束后的专业选择中，大多数学生愿意选择攻读金融学本科专业。 

在历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中，华南师范大学的金融学专业报考人数以及上线人数，

在经济管理类中稳居第一。 

华南师范大学近 5年金融学硕士招生情况表 

时间 专业名称 
实际

招收 

招收

计划 

报名

人数 

第一志愿

上线人数 

本校考点

统考生数 

外校考点

统考生数 

2009 金融学 16 12 108 18 20 88 

2010 金融学 15 12 130 21 28 102 

2011 金融学 17 16 168 23 33 135 

2012 金融学 13 12 172 23 32 140 

2013 金融学 12 11 202 26 49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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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学基础、学科优势 

1.办学基础 

华南师范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院校，经济学科国内排名位列前 30位。

目前设有与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相关的本科专业 5个：金融学、金融数学、经济学、财务

管理和会计学；学术型硕士授权点 5个：金融学、会计学、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并在政治经济学博士授权点以及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下设有金融方

向，已具备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早在上世纪 90年代，华南师范大学就开始了金融学科建设。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和

发展，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展。金融学科是华南师

范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经济学和数学两大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专

职教学与科研人员 45 人，其中教授 15 人、副教授 26人，教师中已获博士学位 43 人

（其中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教师 9 人），另有兼职教师 15 人。金融学科团队近五年来共

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9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21 项，横向项目

22项，总研究经费达 710多万元。 

在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中，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科注重实验教学和业务训练，构建了

课程实验、独立实验课程、专业模拟仿真综合实验、跨学科综合实验、职业实践课程实

验、创新创业课程实验的“递阶式”实验教学模式，形成了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适

应、具有大金融特色的实验课程体系。2007年，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建成广东

省经济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该中心下设金融实验室、行为金融实验室等。2012年，经

济与管理学院与心理学院成功合作建设了广东省行为经济学重点实验室。 

2.学科优势与特色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科依托经济与管理学院、数学科学学院、心理科学学院的学科

基础和办学优势，形成了基于金融、应用数学和心理学交叉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在学科

方向设置上既包含了金融机构运营与管理，金融工程与产品创新等传统领域，同时回应

金融行业的现实需求，凸显学科融合互补，还设置了金融与应用数学相融合的数量金融

与量化投资、金融与电子商务相融合的网络金融营销与管理等新兴领域，并且所有领域

还注重与心理学科的高度融合。 

    在金融机构运营与管理方面，目前形成以 4名教授和 8名副教授为核心的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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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团队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金融企业战略管理、宏观审慎监管、宏观调控与货币政策

等方面取得诸多成果，承担国家级课题 1项，课题省部级以上 7项，各类金融机构委托

课题 15项，出版了国家十五规划教材《金融学概论》，建成《金融学》省级精品课程，

主编的《现代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获“中国银行系统优秀图书评比一等奖”。 

在金融工程与产品创新方面，目前形成以 5名教授和 5名副教授为核心的研究团队。

该团队在碳资产组合选择与定价、多阶段风险投资组合模型等方面取得诸多成果，承担

国家级课题 4项，省部级课题 6项，各类金融机构委托课题 8项，协助广发期货、珠江

期货等金融机构开发了数个理财产品。 

    在数量金融与量化投资方面，目前形成以 4名教授和 6名副教授为核心的研究团队。

该团队在封闭式基金折价、美式金融衍生产品定价等方面取得诸多成果，承担国家级课

题 4项，省部级课题 4项，各类金融机构委托课题 5项，与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

作开展金融数据挖掘，创建了一系列金融数据库。 

    在网络金融营销与管理方面，目前形成以 2名教授和 7名副教授为核心的研究团队。

该团队在网上支付与网上金融服务、网络金融营销等方面取得诸多成果，承担省部级以

上课题 4项，各类金融机构委托课题 5项，与广州摩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了

梦芭莎网站网上支付平台。 

（三）招生保障 

为吸引更多优秀生源、保障招生规模，华南师范大学制定了如下政策： 

（1）实行推荐免试研究生制度。加强本专业在校外的宣传力度，吸引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进一步加大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 

（2）提高研究生奖、助（学金）制度以及生活待遇。加大对研究生教育的投入，构

建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提高对研究生的奖助力度和覆盖面。 

（3）建立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本单位通过与业界建立联合实践基地，在人才培养、

课程教学、实践探索、科学研究、导师互聘、资源共享等方面优势互补，全方位提高研

究生理论与实践水平，吸引优秀生源报考。 

（4）推进定向培养机制的建设。通过加强本单位与银行、证券、基金等业界密切合

作，建立研究生定向培养机制，挖掘用人部门的潜在生源，满足用人部门对人才的特定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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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定位 

（一）办学理念与培养目标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金融服务为导向的

办学理念，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充分了解金融理论与实务，

系统掌握金融机构管理、金融交易技术与操作、金融产品设计与定价、财务分析、金融

风险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具有解决金融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

融专门人才。 

（二）五年建设规划 

预期经过 5年(2015-2019年)时间的精心建设和发展，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将顺

利地走过试办、发展，到达完善阶段，在此期间实现金融学科师资队伍优化、培养体系

完善，招生规模每届达到 80 人，将本学位授权点发展成为华南地区高端金融人才的培

养基地。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与开发，安排专职教师 8-10名

到国外进修，鼓励专职教师与金融业界合作，承担各类委托课题。再聘请 10-15名金融

机构专业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校外导师。 

在课程建设方面，资助专职教师开发具有应用特色的金融硕士专业课程及教学课件；

拨出专款经费 30万元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金融硕士专业教学案例库。 

在实践基地建设方面，进一步拓展优秀实习实践基地，计划五年期增加 10-15 个实

践实习基地，加大与实践基地的合作紧密程度。 

   在教学和研究条件建设方面，拟新增金融硕士专业教学多媒体教室 3 间、案例室 5

间、实验室 2间，其中 1间实验室为与心理学院合作建设的行为金融实验室。 

（三）组织机构、制度和经费安排 

1.组织机构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领导小组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

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

士专业学位委员会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

业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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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领导小组。根据国家政策和学校实际情况，

负责制定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以及专业学位的招生计划

及培养方案、质量标准、工作程序等规章制度。 

（2）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负责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教学的

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包括制定培养目标、工作方案和教学计划，整合全校的教育教学

资源，组织实施专业硕士的教学工作，承担学生思想管理。 

（3）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委员会。负责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评议及指导工

作。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委员会以委员会成员会议形式开展工作。 

（4）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负责开展金融硕士专业学

位教育的培养指导工作，通过听课、访谈、问卷等方式对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进行评价

监督，经研究提出改进意见，以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该委员会由校内教授和实务部门

金融专家组成。 

2.制度保障 

依据国务院专业学位管理条例、教育部有关专业学位管理办法，围绕研究生的招生、

培养、学位授予和就业等重点环节，制定《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

办法》、《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

业研究生毕业生就业指导实施办法》等系列管理规章制度，保证研究生选拔的科学性、

公平性、安全性，规范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加强师资力量建设，提高研究生导师队伍

的水平，制定《华南师范大学关于教师申请招收指导研究生的规定》，明确导师公开申

请条件、遴选聘用办法。制定《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指导教师职责规定》，

明确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应履行的职责，建立以高水平、“双导师制”的导师负责制；

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确定导师业绩考核标准、奖惩激励机制。制定《华南师范大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管理实施细则》，管理手段与教育目标相结合，明确研究生的权利、义

务和考核、奖惩、毕业规定及学籍管理程序等内容，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保障研究生

身心健康，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化发展。 

邀请行业主管部门对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培养进行监督；定期组织行业

部门开展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评估，对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各个环节进行评价；建

立社会评价的反馈机制，采集合作培养单位、用人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的信息反映，对金

融硕士专业学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纠正与完善，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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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入保障 

（1）建设多元化投入机制。华南师范大学计划未来三年对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点投入

经费共计 230万元。重点加大师资培训、研究生培养、教学设备实施投入力度，不断优

化投入方式，拓宽投入来源，实现地方财政支持、金融机构合作投入、学校自筹、社会

企业、团体、个人资助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渠道，合力办好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

位教育。 

（2）加大师资培训投入。鼓励导师参加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增强专业学位教师的应

用背景和实务经验，提升导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强化实践教学；资助引进金融领域工

作部门的一线高水平专家，聘请行业知名专家学者作为兼职教师担任教学和论文指导；

选拔优秀中青年教师到国内外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进修深造，为导师队伍储备人才；鼓励

教师与金融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 

（3）确保研究生培养投入。严格执行研究生培养计划，注重培养研究生实践应用能

力，保证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和实习锻炼的投入，设立研究生创新基金和优秀设计、分

析报告等学位论文奖励基金；资助研究生到金融机构交流学习；以培养研究生实践能力

为重点，探索高校与金融机构、企业的教学基地共建模式，完善课堂教学、实验教学、

实践教学三位一体教学体系的必要投入。 

（4）保障教学设备设施投入。加大投入改善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实验条件，丰

富图书馆专业图书、期刊馆藏和电子文献文献检索资源；加强校园网络设施建设，增强

网络服务能力；完善实验室设备更新、软件升级，为实验教学提供环境优雅、设备先进

的仿真实验条件；提升与实习实践基地的合作层次和合作质量，切实贯彻教学与实践相

结合，保证专业学位研究生有足够的实习单位和实践机会、有充分的实习条件和充分的

实习时间。 

三、培养方案和培养模式 

 华南师范大学与国家开发银行广东分行、广州证券、珠江期货等金融机构共同研究

并制定了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培养方向、课程设置和社会实践

等，采取全日制学习方式，学制 2.5年。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迅速扩张，对金融机构的高级专门管理人

才需求巨大，同时，量化投资金融工具的广泛运用与网络金融的兴起成为新的潮流和趋

势，也对精通金融产品创新、量化投资技术、网络金融营销等高端专业人才产生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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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回应金融行业发展需求，注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以金融应用为导向，基于金融、应用数学和心理学交叉融合的学科优势和特色，

突出复合型人才培养，拟设置四个培养方向，包括：（1）金融机构运营与管理，该方向

致力于培养掌握现代金融企业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理论与实务，熟悉不同金融市场业务特

性和发展趋势，能够胜任各类金融机构运营与管理的高级专业人才；（2）金融工程与产

品创新，该方向致力于培养熟练运用金融工程原理和方法，设计开发并管理不同风险收

益特性金融产品的技术创新型高级专业人才；（3）数量金融与量化投资，该方向致力于

培养精通现代金融数量分析方法，掌握量化投资技术的金融高级专业人才；（4）网络金

融营销与管理，该方向致力于培养掌握网络金融营销理论与实务，利用数字化信息和金

融网络媒体交互性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实现新型营销管理的金融高级专业人才。 

不同培养方向都有各自相应的知识教育和实践要求，为此，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将针对不同培养方向专门设置并提供 4-5门可选择的适用专业课程，并将《金融心理

学》设为金融硕士专业学位限选课程，为金融高级人才进行金融市场分析奠定心理学基

础。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将采取灵活多样的培养方式，拟推行学校与金融机构、产

业部门的联合培养。成立校企联合导师组，构建“双师型”的师资结构，形成一支既有

较高学术涵养，又有明显职业背景、丰富实践经验和较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导师队伍。

鼓励教师在讲授课程核心内容基础上，注重培养学员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综合采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多种教学方式。 

加强实践环节，华南师范大学与国家开发银行广东分行、广发基金、广州证券、珠

江期货等 9家金融机构签署了长期合作办学合同，要求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实践教学时

间不少于 6个月。 

四、质量保障条件 

（一）师资条件 

华南师范大学将组建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为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四个培养方

向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在全部 60人专业教学团队中，有 16名教师能够胜任金融机构运

营与管理的教学任务和实践指导任务，有 13 名教师能够胜任金融工程与产品创新的教

学任务和实践指导任务，有 13 名教师能够胜任数量金融与量化投资的教学任务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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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任务，有 8名教师能够胜任网络金融营销与管理的教学任务和实践指导任务，另有

12名专业教学人员能够胜任拟开设的金融基础理论知识教学任务。 

在专业教学团队中，45人为来自我校的专业教师，他们中 90%以上获得了博士学位，

具备深厚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60%以上具有至少半年时间的各类金融机构实践经历，

其中 13位曾经在银行、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工作过。  

师资安排能够满足金融硕士学位研究生双导师配置要求。在专业教学团队中，有 15

位来自实务领域，占专任教师队伍比例达 25%。他们分别在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任职，大部分承担着高层管理重任。全部的兼职导师都具有硕士以

上学位，其中 3位兼职导师还获得了博士学位。 

（二）教学条件 

已制定符合金融硕士专业培养目标的包含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和

专业实践四部分的完整课程体系。 

已制定符合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特点的教学模式。华南师范大学拟采取的

教学模式有：①案例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尽量运用实用性、本土化案例开展教学。②场

景教学：模拟各种现实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场景，使学生置身其中，扮演不同角色，模拟

金融机构的运作，体验复杂、抽象的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理论，使学生成为实战型人才。

③课外讲座：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金融管理者为学生们讲授当前国内外先进的金融

机构经营理念、前沿领域国际竞争发展态势等内容，使学生全面、系统地从战略角度领

悟金融管理的真谛。 

已拥有相应的现代化教学设施和实践教学条件。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图书分馆和经

济管理学院图书资料室拥有专业图书资料中文 38.5万余册，外文 4800 余册；专业期刊

种数中文 429种，外文 291种。购买了万得、国泰安、色诺芬、中经网等经济金融数据

库，以及证券交易模拟教学系统、钱龙证券投资分析系统、大智慧股票行情分析系统，

商业银行业务综合模拟系统、国际结算模拟系统、期货及外汇交易模拟系统，SPSS、SAS、

Mathematica、Eivews、Stata等专业统计分析软件。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 2007 年建成了省级经济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专

业实验室面积达到 568 平方米。其中，金融证券分析实验室面积达到 131平方米，拥有

微机 83 台，多媒体教学设备 2 套，可提供金融、保险、证券、期货等模拟实验课程。

同时还建成多媒体专用教室 10间，共 1000平方米，500个座位。U 型案例分析室 6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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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间约 20至 25个座位。此外，经济与管理学院还与心理学院合作建设了广东省行为经

济学重点实验室， 数学科学学院也建成了数理与统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三）实践基地 

华南师范大学建设有长期稳定的实践基地，制定了健全的管理制度。华南师范大学

与广发基金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银雁金融配套服务有限公司、广发期货

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广州市白云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金融服务部

合作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教学实践基地，接受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允许实习

学生了解公司内部经营管理实务，并参与协助项目管理，对于优秀实习学生给予实习岗

位待遇。为保证学生实践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华南师范大学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学生实

践基地的管理条例。 

实践基地配备了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并为全面开展金融专业实践

教学、培养金融专业实践能力配备了所需的场地和设施，如留置办公位置，办理临时工

作证等，并能够为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提供条件。 

五、与行（企）业的合作培养现状 

（一）与行（企）业的合作基本情况 

华南师范大学共建设有 9 家核心伙伴合作培养基地，分别是证券公司 1 家（广州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1家（广发基金），银行分行 1家（国家开发银行广东

省分行），期货公司 2 家（广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珠江期货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服务

公司 4家（深圳银雁金融配套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金融服

务部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方舟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此外，还与二

十余家其他金融机构建立了较密切合作联系，如安信证券、中山证券等。 

（二）合作培养学生情况 

华南师范大学与核心合作伙伴建立了各类实习基地和教学基地，为金融学生实践能

力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华南师范大学与广发期货公司联合成立了“校企产学研”教

育实习实践基地——广华期货研究基地。自 2009 年以来，每年为约三分之一的金融学

专业研究生提供了在广发期货不同部门 3-4个月左右的实习机会，其中两位研究生毕业

后被留用。自 2009 年以来，每年均有 2-3 名研究生和 3-4 名本科学生在国家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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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分行实习，有 2 名研究生和 2 名本科生留在该行工作。该行高管自 2010 年起担

任华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和硕士生导师，已培养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3 人，还为金融专业

学生每年开设 3-4次专题讲座，深受学生欢迎。 

（三）合作研究情况 

2009 年以来，华南师范大学与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开展了一系列社会经济研

究，包括“潮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梅州市畲江新城（园）

区产业构造及相关问题研究”、 “产业资本形成与广东‘双转移’”、“企业综合融

资路径调查研究设计”、“肇庆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系统性融资规划”等。与广发期货

公司开展了“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分析与完善研究”、“金融危机对大豆期货市场的影

响及应对措施研究”等项目研究。这些合作研究有机地促进了金融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融

合，也锻炼、提升了教师和学生对社会经济实践的认识水平。 

（四）未来合作前景 

华南师范大学将继续加强与核心合作伙伴的联系，建立更多的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

争取建立研究生定向培养机制，满足用人部门对人才的特定需求。同时加强双方在人才

培养、课程教学、实践探索、科学研究、导师互聘、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实现优势

互补，全方位提高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的理论与实践水平。        

综上所述，广东省金融业的发展对复合型、高层次的金融应用人才有着巨大的需求。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科基础条件好，办学特色鲜明，拟定的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科学合理，

保障条件充分，具备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的办学条件。在华南师范大学开展金融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有利于缓解广东省金融高级人才的供需矛盾，有利于发挥华南师范大学

支持广东省实施金融强省战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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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全国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有关精神，

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一、学位名称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英文名称为“Master of Finance”，简称 MF。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项目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富有创新和进

取精神，较强的从事金融实际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门人才。 

（二）基本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

和职业道德。 

2．具备扎实的金融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有前瞻性和国际化视野，能够应用金融

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3．熟练掌握和运用一门外语。 

4．身心健康。 

三、招生考试与录取 

1．报名资格。 

具有国家承认的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2．考试方式和科目。 

入学考试分初试与复试。初试采用全国统一考试；复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

式。 

3．录取。 

根据华南师范大学确定的录取标准，在德智体全面衡量的基础上择优录取。 

四、学习方式与学制  

采取全日制学习方式，学制为 2.5年，其中在校学习时间累计不少于 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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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方式 

1．采取学分制 

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应至少修满 37 个学分，其中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与专业基础

课程 17个学分，专业选修课程 16个学分，企业实践 4分。 

2．教学方式 

    成立导师组，构建“双师型”的师资结构，包括具有相当学历的政府官员、金融行

业专家，形成一支既有较高学术涵养，又有明显职业背景、实践经验丰富和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较强的导师队伍，促进导师队伍的多元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采用课堂讲授与

案例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考评方式 

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包括考试、平时作业、案例分析、课堂讨论、撰写专题

报告等。 

4．加强实践环节，建立实习基地 

突出实践教学特色，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 6个月。 

5．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培养 

六、培养方向 

依据华南师范大学现有教学科研特色和优势，结合中国金融行业的实际需求，华南

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将设置以下专业培养方向，对应设置方向课程体系，供金融

硕士专业研究生根据个人意愿自主选择： 

1．金融机构运营与管理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以及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银行

离岸业务的不断深化，各类新型金融机构和业务得到较快发展，急需大量掌握金融理论

与政策并擅长金融机构业务的管理人才。本方向旨在培养通晓金融法规，掌握现代金融

企业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理论与实务，熟悉不同金融市场业务特性和发展趋势，能够胜任

各类金融机构运营与管理的高级专业人才。 

2．金融工程与产品创新 

在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是未来

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诸多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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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单位在结构化产品创新研发方面存在实实在在的需求。本方向旨在培养熟练运用金

融工程原理和方法，设计开发并管理不同风险收益特性金融产品的技术创新型高级专业

人才。 

3．数量金融与量化投资 

风险对冲和量化投资是当前国际投资界的主流发展趋势，目前证券公司、期货公

司、私募对冲基金、养老金以及有套期保值需求的生产贸易商等机构对谙熟计算机编程

和程序化交易策略的量化投资人才存在大量需求。本方向旨在培养精通现代金融数量分

析方法，掌握量化投资技术的金融高级专业人才。 

4．网络金融营销与管理 

随着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金融服务的兴起，金融信息化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发

展阶段。目前，既具备计算机及信息管理相关的专业背景，又掌握网络金融产品及其定

价与营销策略的人才需求明显增加。本方向旨在培养掌握网络金融营销理论与实务，利

用数字化信息和金融网络媒体交互性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实现新型营销管理的金融高

级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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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课程设置  

 金融硕士专业课程分为基础课、选修课和实践环节。课程设置见下表： 

 

 

 

 

 

 

 

 

 

 

 

 

 

 

 

 

 

 

 

 

 

 

 

 

 

 

说明：①专业实践环节的实习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②先修课是指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必须加修的课程。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课内

学时 

周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基 

础 

课 

程 

公共 

基础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2 2 2.0 1 考试 必  修 

5学分 
硕士生综合英语 64 2 3.0 1、2 考试 

专业 

基础课 

金融理论与政策 48 3 3.0 1 考试 

必   修 

12学分 

财务报表分析 48 3 3.0 1 考试 

投资学 48 3 3.0 1 考试 

公司金融 48 3 3.0 2 考试 

选 

修 

课 

程 

专业 

限选课 

金融机构与市场 32 2 2.0 2 考试 

至少修满 

16个学分 

 

金融心理学 32 2 2.0 3 考试 

金融机

构运营

与管理

方向 

金融法 32 2 2.0 2 考查 

金融企业战略管理 32 2 2.0 2 考查 

财富管理 32 2 2.0 2 考查 

私募股权投资 32 2 2.0 2 考查 

企业并购与重组案例 32 2 2.0 2 考查 

金融工

程与产

品创新

方向 

金融衍生工具 32 2 2.0 2 考查 

项目融资与金融租赁 32 2 2.0 2 考查 

资产定价与风险管理 32 2 2.0 2 考查 

结构化金融专题 32 2 2.0 2 考查 

数量金

融与量

化投资

方向 

固定收益证券 32 2 2.0 2 考查 

金融数据挖掘 32 2 2.0 2 考查 

金融数值计算 32 2 2.0 2 考查 

量化投资策略与案例 32 2 2.0 2 考查 

网络金

融营销

与管理

方向 

金融营销 32 2 2.0 2 考查 

网上支付与网上金融服务 32 2 2.0 2 考查 

网络金融产品设计 32 2 2.0 2 考查 

网络金融管理案例 32 2 2.0 2 考查 

专业实践 企业实践   4.0 2-4 考查 必修，4学分 

先修课 
会计学原理 

经济学原理 

48 

48 

3 

3 

3.0 

3.0 

1 

1 

考试 

考试 

非经济管理类专

业学生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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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位论文 

根据全国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论文的基本要求，学生毕业论文可

以是 

（1）专题研究； 

（2）企业调查研究或案例分析； 

（3）毕业设计等。 

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评价论文水平主要考核其综合运

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看其内容是否有新见解，或看其实用价值（包括创造

的经济效应，社会效益）。学位论文评阅人为 3 人，其中校外专家（金融实践领域具有

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2 人。学位论文答辩形式可多种多样，答辩成员中至少有 2 名校

外专家。 

九、毕业与学位授予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修满规定学

分，完成专业实习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授予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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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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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申请增列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简 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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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 本表由申报单位组织填写。 

2. 确保填报内容真实可靠，有据可查。表格各项填写不下时可自

行增加附页。填写内容应不涉及国家秘密。无相关信息时，请在表格

中填写“无”。 

3. 本表中所涉及到的专业人才需求、支撑学科专业、师资条件、

专业实践成果、教学条件、实践基地、招生情况等方面，如无特别说

明，都是指与所申报的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直接相关的内容。专业学

位类别中分设领域的，需按申报领域分别填写。 

4. 表格中关于近五年以来的数据是指 2009 年 1 月 1 日以来的数

据。 

5. 本表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页码依次顺序编排。封面及填表说

明不编页码。 

6. 本表请左侧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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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专业人才需求与招生 

(

毕
业
生
就
业
情
况
） 

申
报
学
位
点
毕
业
生
就
业
前
景
分
析 

1.申报学位点毕业生就业前景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金融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

的重要产业。“十二五”时期，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将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发展带动的就业人数将高于其他产业。2013 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金融市场产品创新、离岸业务、

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及内资外投和外资内投等都将在上海自贸区优先进行试点。    

2012 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了指导

广东金融业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广东省建设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

区总体方案》，决定设立珠三角城市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湛江统筹城乡协

调发展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和梅州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三个试验

区。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金融后台服务产业和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探索

横琴新区和前海地区资本项目可兑换、建设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的广深区域金融

中心、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等方面都会促使金融产业成为广东省国民经济的支

柱产业。到 2020 年，金融业增加值占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达 10%以上。

上述改革和政策措施的推行，将在全国，尤其是在广东将产生巨大的金融人才

需求市场，特别是对高端金融人才的渴求。 

近三年来，广东省金融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不断

增强。2012 年，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

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合作机构、财务公司、邮政储蓄、外资银行、农村新

型机构等在内的十种金融机构总数达到 15762 个，比上年增长 2.4%；从业人数

达到 31.8 万人，比 2011 年增加 3.7 万人；广东证券市场整体走势较好，上市公

司数量为 369 家，比上年增加 30 家，全年通过国内债券筹资 1678 亿元，同比

增长 23.1%；保险市场运行平稳健康，总部设在广东省内的保险公司数有 18 家，

比 2011 年增加 2 家，保费收入达到 1692.1 亿元，同比增长 7.2%。中高层次金

融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广东金融行业发展壮大和服务水平提升的关键问题。 

    目前广东省招收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高校有中山大学、暨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财经大学、深圳大学和广东金融学院，2013 年总计招生人

数总数不足 500 人，与市场需求相比，培养数量远远不够。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具有广阔的就业前景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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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三年相关学科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 

   本单位相关学科专业为政治经济学博士专业，金融学硕士专业，经济学、金

融学、金融数学本科专业，各个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可见，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生就业率历年均为 100%，其中，研究生就业岗

位的 80%以上均与金融服务业有关，本科生就业岗位的 70%以上均与金融服务

业有关。据统计，毕业生主要分布在工、农、中、建、交等国有大型银行（41%），

广发、中信、招商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23%），以及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广东

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等其他类金融中介机

构（9%）。因此，本单位相关学科专业对人才的培养契合了我国金融业发展对

人才的需求，也为申报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1 2012 2013 

相关研究生毕业生 
就业率 100% 100% 100% 

其中：金融服务业就业占比 83% 87% 85% 

相关本科毕业生 
就业率 100% 100% 100% 

其中：金融服务业就业占比 67% 71% 77% 

三
年
拟
招
生
人
数 

申
报
学
位
点
未
来 

未来三年拟招生人数见下表：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50 人 50 人 60 人 

保
障
优
秀
生
源
与
招
生
规
模
的
措
施 

   （1）加强本专业在校外的宣传力度，吸引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金

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尝试实行推荐免试研究生制度，进一步加大拔尖创新

人才选拔培养。 

   （2）提高研究生奖、助（学金）制度以及生活待遇。加大对研究生教育的

投入，构建具有激励机制的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大幅度提高对研究生

的奖助力度和覆盖面。 

   （3）建立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本单位通过与业界建立联合实践基地，在

人才培养、课程教学、实践探索、科学研究、导师互聘、资源共享等方面优势

互补，全方位提高研究生理论与实践水平，吸引优秀生源报考。 

   （4）推进定向培养机制的建设。通过加强本单位与银行、证券、基金等业

界密切合作，建立研究生定向培养机制，挖掘用人部门的潜在生源，满足用人

部门对人才的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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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支撑学科专业 

Ⅲ 师资条件 

1. 教师团队整体情况 

教师 

类别 
职称 

30 岁以 

下人数 

31 至 45

岁人数 

46 至 60

岁人数 

60 岁以

上人数 

具有博士 

学位人数 

具有硕士 

学位人数 

专 

职 

教 

师 

正高 0 10 5 0 13 2 

副高 0 16 10 0 25 1 

中级 1 3 0 0 4 0 

合计 1 29 15 0 43 2 

兼 

职 

教 

师 

正高 0  3  2 1 

副高 0 7 4  6 5 

中级 0 1    1 

合计 0 8 7  8 7 

总计  1 37 22  16 9 

相
关
学
科
专
业
基
本
情
况 

相关学科专业名称 招生时间 获得学位授权时间 

 政治经济学博士专业 1997 年 9 月 1996 年 5 月 

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2011 年 9 月 2010 年 7 月 

金融学硕士专业 2007 年 9 月 2006 年 3 月 

经济学本科专业 1985 年 9 月 1984 年 11 月 

金融学本科专业 2003 年 9 月 2002 年 11 月 

金融数学本科专业 2012 年 9 月 201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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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专职教师简况 

姓  名 年龄 职称 学历/学位 专业 
拟承担 

培养任务 

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名称及获得时间 
主要专业实践经历  

凌江怀 56 教授 研究生/硕士 金融学 

承担《金融理论

与政策》授课任

务 

 

1.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教学指导会委员、MBA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分行顾问专家，梅州市政府顾问专家。 

2.2009 年主持《金融学》广东省精品课程建设，2013 年主编普通

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金融学》（第三版）编写。 

3.2011 年主持广东省软科学重大项目：促进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的财政金融支持研究（2011B080701059）。 

4.2012 年主持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和广东省经信委联合委托

项目：产业资本形成与广东“双转移”企业综合融资路径调查研究设

计（2011GDCW014）。 

刘纪显 52 教授 研究生/博士 
数量经济

学 

承担《金融衍生

工具》授课任务 
 

1.现任民革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

会副主任、民革广东省委会副主委，中山大学金融投资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广州现代经理人研究会会长。 

2.2011 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碳资产的特殊风险与收益研究

（11BJY143）。 

3.2010 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国际碳资产组合选择

与定价（10YJA790114）。 

4.2012 年主持广东省低碳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碳排放权的特殊风险

及广东碳交易发展对策（粤发改资环[2011]1273 号）。 

屠新曙 45 教授 研究生/博士 
管理科学

与工程 

承担《投资学》

授课任务 
 

1.现任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理事，曾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从事

大豆期货产品方案设计。 

2.2012 年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融资融券条件下投资组合

选择问题研究（GD2012L08）。 

3.2010 年主持广东省软科学项目：企业知识产权融资问题研究

（2010B0703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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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高翔 48 教授 研究生/博士 金融学 

承担《金融机构

与市场》授课任

务 

 

1.1997 至 2001 年在广发银行国际业务部从事国际结算工作。 

2.2012 年主持美国西佛罗里达大学访问研究项目:影视版权融资风

险控制。 

3.2010 年参与广东省发改委和财政厅委托课题：广东农村金融改革

问题调查研究。 

李增福 43 教授 研究生/博士 金融学 
承担《财务报表

分析》授课任务 
 

1.2012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行为研究（71172198）。 

2.2013 年主持中国博士后基金：人本管理思想的理论渊源及当代价

值。 

3.2009 年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体系

研究（09-10E）。 

4.2013 年论文“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还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彭  飞 42 教授 研究生/博士 
管理科学

与工程 

承担《资产定价

与风险管理》授

课任务 

 

1.2012-2013 年赴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金融系访学，参与该校金融

系学生管理基金的投资运作。 

2.2012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双资源配置的多阶段风险投

资组合模型及优化研究（71271090）。 

3.2011 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考虑管理投入资源配

置的多阶段组合风险投资优化理论及应用研究（11YJC630160）。 

4. 2009、2010 年参与研究国家开发银行委托项目：梅州市畲江新

城（园）区产业构造及相关问题研究、潮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课题。 

李庆峰 41 教授 研究生/博士 
管理科学

与工程 

承担《量化投资

策略与案例》授

课任务 

1.2000 年获证券

业从业人员资格

证书（发行） 

2.2009 年获期货

从业人员资格证

书 

1.2003 至 2005 年在广发证券博士后工作站从事期货投资、企业上

市方案设计等工作。 

2.2012 年主持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

于封闭式基金折价视角的金融市场不完全研究：理论、实证与启示

（2012JDXM_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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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勇 37 教授 研究生/博士 金融学 
承担《财富管理》

授课任务 
 

1．2003 年在南京银行资金营运部从事宏观经济与债券投资分析工

作。 

2．2009 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银行非自愿超额准

备金波动与货币政策微调性操作 （09YJC790098）。 

3.2012 年主持中国博士后基金：货币政策冲击、银行信贷资金行业

配置与宏观审慎管理（2012M521615）。 

4.2013 年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委托项目：肇

庆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系统性融资规划（2013GDCW003）。 

王智波 41 教授 研究生/博士 经济学 

承担《项目融资

与金融租赁》授

课任务 

1.2000 年获中国注

册会计师资格证书 

2.2003 年获证券业

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发行与承销） 

1．2004 至 2005 年在湖北大信会计事务所从事企业上市审计工作。 

2.2010 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我国的房地产最优税

制研究（10YJC790269）。 

彭文平 41 教授 研究生/博士 经济学 
承担《金融心理

学》授课任务 
 

2010 年主持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

金家族利益输送与投资者保护研究（09JDXM79010）。 

邓顺国 57 教授 研究生/博士 管理学 

承担《网上支付

与网上金融服

务》授课任务 

 

1.现任教育部电子商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广州市电子商务与网

络经济学会会长。 

2.出版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专业课程系列教材《网上创业》、《网上银

行与网上金融服务》等。 

谢军 44 教授 研究生/博士 管理学 
承担《公司金融》

授课任务 
 

1.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佛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锦龙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2012 年主持广东省软科学课题：广东省科技型企业融资约束的评

估和解析及科技融资体系的创新研究（2012B0703000051）。 

林勇 53 教授 研究生/硕士 经济学 
承担《私募股权

投资》授课任务 
 

1.2010 年主持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大决策研究招标课题：关

于激活广东民间投资的研究。 

2.2010 年主持广东省物价局委托课题：关于提升广东价格话语权价

格指数编制一期项目。 

3.2010 年主持广州市物价局委托课题：黄沙水产价格指数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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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1 年主持广州市物价局委托课题：狮岭皮革价格指数编制。 

杨清 56 教授 研究生/博士 统计学 
承担《金融数据

挖掘》授课任务 
 

1.2010 年主持广州市物价局委托课题：鱼珠木材价格指数编制。 

2.2010 年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广东省物价局委托课题：关于提升广东

价格话语权价格指数编制一期项目。 

3.2011 年主持广州市物价局委托课题：新塘牛仔价格指数编制。 

4.2011 年主持中山市大涌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委托课题：大涌红木家

具价格指数编制。 

程振源 51 教授 研究生/博士 统计学 
承担《金融数值

计算》授课任务 
 

1.2010 年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广州市物价局委托课题：黄沙水产价格

指数编制。 

武艳杰 39 副教授 研究生/博士 金融学 
承担《金融法》

授课任务 
 

1.2010 年参与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国际碳资产组合

选择与定价（10YJA790114）。 

2.2011 年参与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华跨国公司商业贿赂问题

研究（11CZZ017）。 

3.2012 年参与研究广东省科学技术厅项目：组织生态学视角的企业

诊断理论与方法研究。 

 易建新  50 副教授 研究生/硕士 金融数学 
承担《金融数据

挖掘》授课任务 
 

在《Economics Letters》,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等 SSCI

期刊发表论文 6 篇。 

陈奇斌 46 副教授 研究生/博士 金融数学 
承担《固定收益

证券》授课任务 
 

2013 年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不完备市场中的美式金融衍生产

品定价（11371155）。 

杨  舟 39 副教授 研究生/博士 金融数学 
承担《金融数值

计算》授课任务 
 

1．2008 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金融风险管理中心从事金融衍生产品

开发和研究工作。 

2.2010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类来源于金融衍生产品定价模

型中的自由边界问题（10901060）。 

3.2009 年主持国家天元基金：变分不等式在金融数学中的应用：

（10826095）。 

4.2013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不完备市场中的美式金融衍生

产品定价（1137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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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处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是指除高校教师职业资格证以外的职业资格证。 

 

 

 

 

 

熊志斌  36 副教授 研究生/博士 
管理科学

与工程 

承担《网络金融

产品设计》授课

任务 

 
2009 年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于群优化模糊神经网络

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与应用研究（090-18）。 

刘  愿 35 副教授 研究生/博士 经济学 

承担《金融产品

设计专题》授课

任务 

 
2012 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竞争性货币体系的微观机理与宏

观绩效研究（12CJL010）。  

陈创练 31 讲师 研究生/博士 
国际金融

学 

承担《私募股权

投资》授课任务 
 

1.目前在招商局集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信贷风险管理控制研究。 

2.2013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不同基础条件下资本账户开

放的金融风险及管理研究（71303081）。 

3.2012 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汇率调整之谜和我

国经常账户失衡研究（12YJC790006）。 

4.2013 年获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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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兼职教师简况 

姓名 年龄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及从事的主要工作 拟承担培养任务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主要工作成果 

石佩晖 52 
高级经济师/

省分行副行长 

在中国农业银行广东分行从

事金融营销、互联网金融业务

等工作。 

金融营销、互联网

金融业务实务指

导工作，承担《网

络金融管理案例》

授课任务。 

高级经济师 

近年主持推动中国农业银行广东分行

与农业电商企业拓展互联网金融服务

业务，使之成为农业银行业务发展的增

长点。 

张铁强 53 
研究员/金融

研究处处长 

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金

融研究处从事宏观经济分析、

货币政策理论和实务研究，以

及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研究等

工作。 

经济金融形势和

政策指导，承担

《金融理论与政

策》授课任务。 

研究员 

近年在《金融研究》、《投资研究》、《上

海金融》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主持中国人民银行重点课题 2

项，有关“境外资本流入中国房地产市

场的影响和对策”、“境内外人民币汇率

衍生产品发展比较研究”、“国有商业银

行股份制改革成效评析”、“逆周期宏观

审慎管理框架下货币政策体系优化”等

成果，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相关部门

的采纳。 

李惠彬 47 
研究员/发展

规划处处长 

在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

规划发展处从事区域经济发

展融资规划、区域性金融中心

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区域金融发展规

划实务指导，承担

《金融法》授课任

务。 

研究员 

近年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模式与制度绩效》、《基于

转型经济：区域发展理论研究与规划实

务》、《区域综合承载力与产业评价计量

研究）等专著 3 部，主持完成 5 项国家

开发银行规划发展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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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真 48 

高级经济师/

人力资源部副

总经理、省行

培训中心主任 

在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从事

人力资源规划、员工招聘选

拔、业绩考核、薪酬福利管理、

激励、培训与开发工作。 

国有大型银行经

营管理实务工作

指导，承担《金融

机构与市场》授课

任务。 

高级经济师 

近年在《国际金融研究》等刊物发表学

术论文 10 余篇，主持“商业银行长效机

制研究”，“珠三角规划纲要与银行对策

研究”，“银行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南

沙、横琴开发与银行对策研究”等课题 7

项，调研报告获中国银行总行优秀论文

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3 项。 

林  平 47 

副研究员/营

业管理部副主

任 

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营

业管理部分管综合处（货币政

策与金融稳定）、业务二处（支

付结算业务）和业务五处（外

汇管理）三个处工作。 

中央银行实务工

作指导，承担《金

融企业战略管理》

授课任务。 

副研究员 

近年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银行危机

监管论》、《国际化、工业化、城市化进

程中的金融变迁分析：东莞案例》等专

著 2 部，参与完成 2012 年《珠三角金

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的编

写工作。 

肖  成 57 
研究员/董事

总经理 

在广发期货公司全面负责公

司日常经营决策、发展规划制

定等工作。 

金融机构经营管

理实务工作指导，

承担《投资学》授

课任务。 

研究员 

2002 年 4 月任广发期货有限公司总经

理以来，广发期货市场排名从 70 多位

提升至前 3 位，公司连续十年被评为上

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

商品交易所的优秀会员。主持“证券公

司参与金融期货的模式”等多项研究课

题，编著《市场机制作用与理论的演

变》、《中国期货市场前沿问题研究》等

著作，主持翻译了《期货交易者资金管

理策略》。 

谭小良 48 

高级经济师/

证券投资部门

总经理 

在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从

事从事证券承销、公司并购与

资产重组、公司理财、基金管

理等工作。 

证券承销、公司并

购与资产重组实

务指导，承担《固

定收益证券》授课

任务。 

高级经济师 

近年完成多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承销、

公司并购重组以及结构性投资产品设

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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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新峰 42 
高级经济师/

董事长 

在广州汇理财投资咨询股份有

限公司从事中小商业银行、小贷

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培训、咨

询、战略研究等金融服务工作。 

中小型商业银行、

小贷公司经营管理

实务指导，承担《财

富管理》授课任务。 

高级经济师 

近年主持完成南海农商银行组建贸易

金融中心项目、西宁农商银行战略转型

研究项目。 

 

刘光平 41 

高级经济师/省

分行信贷审批中

心副总经理 

在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分行信

贷审批中心从事信贷审核、风

险控制等工作。 

信贷风险控制实

务，承担《资产定

价与风险管理》授

课任务。 

注册会计师、注册

资产评估师、注册

税务师 

近年主持“广东省污水处理行业信贷市

场分析”、“抵押品价值评估管理体制透

视及实践”、 “文化产业金融服务业务

市场拓展方略”、“小企业审贷思路方法

与实践”等课题。 

邹功达 42 

副研究员/广

发期货公司研

究总监 

在广发期货公司研究从事期

货投资分析研究工作。 

期货投资实务指

导，承担《金融心

理学》授课任务。 

副研究员 

近年直接领导的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

心荣获上海期货交易所 2012 年度优秀

分析师团队奖，在第六届中国最佳期货

经营机构暨最佳期货分析师评选中荣

获 2013 年度中国金牌期货研究所称

号。参与完成“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分

析与完善研究”等多项课题研究，在《期

货日报》等期刊发表“期货公司资产管

理业务发展建议”等数十篇论文。 

蔡世锋 43 
副研究员/高

级分析师 

在广发证券公司发展研究中

心从事证券市场投资、证券公

司风险管理等研究工作。 

证券公司风险管

理实务指导，承担

《中小企业融资

案例》授课任务。 

副研究员 

近年主持“我国证券公司自主创新的内

容与方式”、“证券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研

究”、“证券监管体制改革研究”等中国

证监会委托重大课题 3 项。 

张万成 37 
高级经济师/

基金经理 

在广发基金公司从事基金管

理与投资工作。 

基金管理与投资

实务指导，承担

《金融产品设计

专题》授课任务。 

高级经济师 

近年在《经济纵横》等国内核心期刊以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等三大报纸发表论文和文章

30 余篇，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

《中国证券市场信用交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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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军 41 
副研究员/基

金经理 

在上海理成资产管理公司从

事私募基金管理与投资工作。 

基金管理与投资

实务指导，承担

《投资学》授课任

务。 

副研究员 

近年在《中国证券报》、《期货日报》发

表论文 10 余篇，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出版译著《商品交易顾问——风险、

业绩分析与选择》。 

谭栩华 38 

高级经济师/

国际业务部副

总经理 

在美国银行广州电子资料处

理中心从事国际结算工作 

金融风险管理实

务指导，承担《金

融危机管理案例》

授课任务。 

跟单信用证专家 
近年从事美国银行国际金融业务风险

控制，建立风险控制方案和操作平台。 

夏剑锋 36 
经济师/资产

管理部经理 

在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从事不良资产收购、处置工

作。 

不良资产处置实

务指导，承担《企

业并购与重组案

例》授课任务。 

经济师 
近年处置江门、茂名、肇庆、湛江等地

银行不良资产 12.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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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近五年有影响的专业实践活动与成果（限填 20 项） 

序号 内   容 

1 

 

 

 

2 

 

 

 

3 

 

 

 

4 

 

 

 

5 

 

 

 

6 

 

 

7 

 

 

 

 

2009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6 位研究生参与了凌江怀教授主持的“中国银行

产品创新体系调查研究”课题。通过在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广州支行、深圳支行、

东莞支行营业部和网点的深入调研，形成“中国银行产品创新体系设计”研究

报告，研究报告的主要观点得到中国银行总行有关部门的采纳。 

2012 年 3 月至 12 月，5 位研究生和 10 位本科生参与了凌江怀教授主持的广

东省科技计划重点项目“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通过

问卷设计、专家访谈以及前往各个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最终形成专著《 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并于 2013 年 5 月在科学出版社出版。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1 月，5 位研究生参与了凌江怀教授主持的国家开发

银行广东省分行、广东省经信委委托课题“产业资本形成与广东‘双转移’企业

综合融资路径调查研究设计”，通过对东莞、深圳等地民营企业的课题调研，

形成研究报告，研究成果得到国开行和经信委的采纳。 

2013 年 5 月至 2013 年 12 月，8 位研究生参与了凌江怀教授主持的国家开发

银行委托课题“肇庆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系统性融资规划”，通过对新区管理

委员会、肇庆市财政局、国土局、规划局、发改局等部门的课题调研，目前

已初步中期研究报告。 

2012 年 4 月至 12 月，7 位研究生参与了刘纪显教授主持的广东省低碳发展专

项资金项目“碳排放权的特殊风险及广东碳交易发展对策”，通过调查问卷设

计，以及前往碳交易市场实地调研，并形成研究报告，报告的主要观点得到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的采纳。 

2010 年 5 月至 2011 年 5 月，3 位研究生参与了屠新曙教授主持的广东省软科

学项目“企业知识产权融资问题研究”，通过调查问卷设计、专家访谈以及前

往广州市高新区科技企业实地调研，并形成研究报告，课题顺利通过结项。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 12 月，4 位研究生参与了彭文平教授主持的广东省高

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金家族利益输送与投资者保护研

究”，并前往易方达基金公司、融通基金公司和博时基金公司进行实地调研和

访谈，形成论文“基金家族利益输送:基于业绩差异的研究”，在 2012 年第 9

期《经济学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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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009 年 5 月，2 位研究生参与了李庆峰教授主持的中国期货业协会委托课题

“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分析与完善研究”，经过课题论证、设计和调研工作，

形成研究报告“投资者结构影响期货市场微观运行结构的实证研究”，并顺利

结项。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 月，1 位研究生参与了张勇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银行非自愿超额准备金波动与货币政策微调性操作”，并

前往广发银行、广州农商行调研和专家访谈，形成论文“货币政策操作程序演

化与货币市场利率波动的传递性”，在 2013 年第 3 期《经济科学》发表。 

2010 年 10 月，2 位研究生参与了王智波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

基金“我国的房地产最优税制研究”，并前往广州市房产局调研，形成论文“房

产税改革中的公平问题研究”，在 2011 年第 3 期《中国经济问题》发表。 

2009 年，凌江怀教授在国家级规划教材《金融学概论》和省级精品课程《金

融学》建设过程中，建立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证券投资交易、国际金融与

贸易、宏观调控与货币政策等案例库，形成了重要的教学研究资源，并作为

华南师范大学三期“211 工程”条件建设中“经济学资源中心”的组成部分通过

验收。 

自 2011 年起，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学生开展金融 ERP 模拟经营，

通过设计若干实验项目，分组进行模拟训练并遴选优秀学生参加省级比赛，

并获得省级二等奖一项。 

2013 年 5 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国泰君安等证券公司合作开展模

拟炒股大赛，国泰君安为优秀者提供实习实践岗位，目前已经有 3 位本科生

进入实习岗位。 

2010 年，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学生成立经济管理协会，通过举办

“时经面面谈”、“校企面对面”等一系列研讨活动，邀请业界人士和学界专家

就热点金融经济话题展开交锋碰撞，激发思想火花，深受学生欢迎。目前，“时

经面面谈”、“校企面对面”已在广东高校学生社团的知名品牌。 

自 2009 年起，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广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共建人才

培养基地，组织师资力量为员工提供培训服务，同时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计

划”，先后有 2 位研究生被期货公司聘用。 

自 2009 年起，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每学期举办模拟投资与分析竞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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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动。金融数学与统计学专业学生从二年级开始，依托自有软件平台进行模拟

投资与分析实践活动，每届注册参赛人数达 300 人左右。 

自 2009 年起，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每学期举办统计建模竞赛，平均每

届参赛队伍 30 队，人数 80 人左右。 

自 2011 年起，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

作，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性的金融建模竞赛，每届参赛队伍 60 多支，人数 150

人左右，以鼓励学生将金融知识、数学知识与建模技术相结合，创造性地解

决与金融有关的问题。  

2013 年 9 月，李庆峰教授指导的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学生黄锦东、丘柯兰、

刘梓煊（光电学院）获得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暨交叉学科建模大赛二等奖，

建模参赛的成果题目是"Network Tracing Global Health"。美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及交叉学科建模大赛 MCM/ICM(Mathematical Contest in Modeling 和

Interdisciplinary Contest in Modeling)是由美国自然基金协会和美国数学及其

应用联合会（SIAM）共同主办，运筹学与管理科学学会、工业与应用数学学

会、数学学会等多家机构协办。目前这项活动已成为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大

学生学科竞赛，享有数学建模“奥林匹克”之称。 

2010 年 3 月，屠新曙教授指导的 3 位研究生参与了顺德农村商业银行改制的

调研活动，并实地前往农村开展入户调查，以此案例写出调研报告，报告关

于股权结构变更方案的建议被顺德农村商业银行有关部门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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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教学条件 

名

称 
配备情况 

专
业
文
献
资
料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图书分馆和经济管理学院图书资料室拥有专业图

书资料中文 38.5 万余册，外文 4800 余册；专业期刊种数中文 429 种，外文

291 种。购入万得、国泰安、色诺芬、中经网等经济金融数据库，以及证券

交易模拟教学系统、钱龙证券投资分析系统、大智慧股票行情分析系统，商

业银行业务综合模拟系统、国际结算模拟系统、期货及外汇交易模拟系统，

SPSS、SAS、Mathematica、Eivews、Stata 等专业统计分析软件。 

现
代
化
教
学
设
施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成省级经济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专业实

验室面积达到 568 平方米。其中，金融证券分析实验室面积达到 131 平方米，

拥有微机 83 台，多媒体教学设备 2 套，可提供金融、保险、证券、期货等

模拟实验课程。同时还建成多媒体专用教室 10 间，共 1000 平方米，500 个

座位。U 型案例分析室 6 间，每间约 20 至 25 个座位。此外，经济与管理学

院还与心理学院合作建设了广东省行为经济学重点实验室，  数学科学学院

建成了数理与统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实
践
教
学
条
件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广发基金、广

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银雁金融配套服务有限公司、广发期货有限责任

公司、广州市白云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金融服务部等 9 家金融机构合作建立

教学实践基地，接受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允许实习学生了解公

司内部经营管理实务，并参与协助项目管理，对于优秀实习学生给予实习岗

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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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实践基地 

包括实践基地和合作单位名称及地点、建立时间、专业实践内容、条件等 

1.2003 年 3 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建立实践

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10 至 20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实

习学生了解并参与了证券公司的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实务，

允许实习学生列席证券公司的工作例会，参加市场推广、市场策划等活动。 

2.2005 年 9 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深圳银雁金融配套服务有限公司合作

建立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10 至 20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和社会

调查，实习学生充分了解金融外包服务过程中金融物流、数据处理、网点管理、风

险管理、文档管理、现金管理等实务，并参与若干个金融外包服务项目管理，对于

优秀实习学生给予实习岗位待遇。 

3.2008 年 4 月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与珠江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建立实践基地。

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2 至 6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实习学生了解期货公司

的期货投资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实务，并被吸纳参加期货交易所、证券业协会、

期货业协会等委托课题的研究工作。 

4.2008 年 12 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广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建立实践

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2 至 5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实习

学生了解参与了该期货公司的期货投资管理、市场营销管理等方面实务，参加期货

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等委托课题的研究工作。 

5.2010 年 5 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合作建立实

践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3 至 5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以使实习学生

了解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贷债租证”综合金融服务模式与实务，并参与协助有关区域

经济发展系统性融资规划编制工作的研究。 

6.2012 年 9 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广州市白云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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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部合作建立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10-20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

究，为实习学生提供条件了解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小企业信贷审批流程、信用评

级、贷款风险管理与控制等实务，并参与若干个中小企业贷款项目管理工作，对于

优秀实习学生给予实习岗位待遇。 

7.2009 年 10 月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建

立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13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包括了解国

泰安公司金融数据挖掘、客户管理等实务，对于优秀实习学生给予实习岗位待遇。 

8.2010 年 4 月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与广州方舟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合作

建立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20 至 30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和社会

调查，实习学生可参与该公司的数据库管理、品牌管理、营销管理等实务。  

9.2013 年 12 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建立实践

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5 至 10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实

习学生可参与基金公司的行业分析、宏观策略分析、债券市场分析等研究工作，允

许实习学生公司参加投资分析例会、市场推广、市场策划等活动。 

 



39 

 

Ⅶ  经费、保障措施 

未来

三年

申报

单位

对学

位点

的投

入及

用途 

未来三年申报单位对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点的经费投入共计 230 万元。用途

主要包括： 

   （1）条件改造投入 70 万元，包括扩建金融证券分析实验室，继续新增

金融硕士专业教学多媒体教室 3 间、案例室 5 间、实验室 2 间，其中 1 间

实验室为与心理学院合作建设的行为金融实验室。 

   （2）图书资料投入 80 万元，主要用于购入实验室金融教学软件，包括

彭博终端系统， 万得资讯金融终端系统各 4 套，并建设金融硕士专业教学

案例库 1 套。 

   （3）教学实践基地建设投入 80 万元，主要用于与银行、证券、基金、

保险等业界合作开拓更高层次的教学实践基地，承担金融专业硕士实习的

交通、食宿等补贴。   

体制

经费

机制

等相

关保

障措

施 

   （1）组织保障。成立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领导小组、金融硕士专业

学位教育中心、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委员会和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培养指导

委员会，负责日常管理事务，并制定金融硕士发展规划，推动培养质量的

提高。 

   （2）政策保障。健全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点相关制度、政策和计划，包

括《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华南师范大学金

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等系列管理规章制度，通过有效政策设

计，保障金融硕士培养工作顺利推进。 

   （3）经费保障。汇聚学校教育资源对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建设的支持力

度，争取学校、学院专项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点建设经费投入，改善教学研

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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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金融）学科专

业发展简介 

（一）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科发展简介 

华南师范大学北望云岭，南临珠水，人才荟萃，生机盎然；在南方大地上，

木铎金声，世纪传扬，钟灵毓秀，桃李芬芳。学校建校 80 年，虽数易校名，几

度迁徙，历经沧桑，却弦歌不断。华南师范大学是广东省省属高校中唯一“211

工程”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学校发展受到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李长春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2004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

锦涛同志在出席澳门回归五周年庆典期间，对华南师范大学发展给予了充分肯

定。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历史悠久，经济学家、翻译家郭大力教授、

经济学家汤在新教授等一批知名学者，曾执教于此，广布教泽。 

2000 年 6 月，经济学系、信息管理学系、经济研究所合并组建成立经济与

管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是华南师范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单位。

多年发展，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以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为重点突破

口，建立了涵盖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三大一级学科领域的完整学科

体系，在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办学条件、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均实现了

时间 历史沿革情况 

1953 原华南师范学院成立经济学教研室 

1979 
原华南师范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经济学研究室 

（招收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1983 华南师范大学设图书馆学专业 

1987 华南师范大学成立经济学系（1985年招收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 

1987 华南师范大学成立经济研究所 

1993 华南师范大学成立信息管理学系 

2000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系、经济研究所、信息管理学系合并成立经

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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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式发展，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学科群，拥有“学士—硕士—博士—

博士后”完整的经济学与管理学人才培养体系，使华南师范大学成为华南地区乃

至全国重要的经济学与管理学人才培养与学术科研重要基地。 

华南师范大学拥有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统计、物流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 10 个本

科专业；拥有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和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 3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 23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包括理论经济学、应

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图书情报 4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拥有 1 个广东省优势重

点学科——理论经济学，拥有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授权点；政治经济

学为广东省重点学科，经济学专业为教育部国家级特色专业和广东省名牌专业。

建成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广东省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实验室“行为经济学实验室”、省级经济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校级管

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创业学院大学城分院也设在学院。华南师

范大学本科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人才培养模式是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劳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现代公司管理》、《金融学》是省级精品课程，

《管理学的智慧》、《金融与理财》、《经济学与生活》等课程是省级精品视频公开

课。2012 年，华南师范大学理论经济学科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学科，与佛山南海

市政府合作，建成了南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时间 学科平台建设情况 

1984 获批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点 

1990 获批政治经济学广东省重点学科 

1996 获批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点 

1996 
连续三期入选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行列 

（全国 37所师范大学中唯一的经济学 211重点学科） 

2003 获批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2004 经济学专业被评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 

2006 获批劳动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点 

2006 获批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006 建成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获批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007 建成省级经济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10 经济学获批国家特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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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获批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2012 获批理论经济学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 

2013 建成广东省文科重点实验室 

2013 获批设立珠江学者岗位 

 

经济与管理学院拥有一支政治素质好、学历层次高、学缘、年龄结构合理、

师德师风优良的教师队伍。现有教职员工 140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7 人，教授

49人，研究员 2人，研究馆员 1人，副教授 36人，副研究员 1人，广东省“千

百十工程”人才省级培养对象 6人；教师中获博士学位和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逾

85%。学院聘请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清华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外高校著名专家为客座教授。 

在“211工程”二期和三期建设的推动下，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科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标志性成果。2005 年以来，学院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重点项目等各级各类科研课题 200 余项，科研经费 2000

多万元；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家重要核心刊物发

表学术论文 100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00 余部，获得各种奖励 100 余项。学院

立足于广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管理、产业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的优势，就广东劳动力市场、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区域发展

规划等问题为各级政府提供研究咨询和政策建议，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

出贡献，大力提升了学院的社会声誉。学院教师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

秀成果奖”、“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各类奖励 100余项。 

学院现有博士研究生 33 人，全日制研究生 506 人，MBA 学生 245 人，全日

制本科生 2478 人。学院坚持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为目标，拓宽专业平台，着眼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定期举办双周论坛、新世纪论坛、学会年会等

活动加强学术交流，聘请 30 多位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作专题讲座，与国外知名

高校联合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近年来，多名研究生获得广东省优秀博士论文、

广东省优秀硕士论文，在全国“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全国“挑战杯”课外科

技作品竞赛、物流竞赛和电子商务竞赛中屡获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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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科专业发展状况简介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科专业建设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华南师范大学金融

学科专业现有专职教学科研人员 45 人，其中教授 15 人、副教授 26 人，获得博

士学位教师 43 人（其中拥有海外留学经历教师 9 人），兼职教师 15 人。依托经

济与管理学院、数学科学学院、心理科学学院的强大学科基础和办学优势，华南

师范大学金融学专业形成了基于优势学科融合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特色方向。 

在专业方向的设置和课程安排方面充分体现学科优势的交叉与互补。在培养

方向上设置了具有数学特色的“数量金融与量化投资”、与电子商务融合为特色

的“网络金融营销与管理”等。所有的培养方向均注重与心理学科的高度融合，

特设了行为金融学等专业课。在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中，华南师范大学注重实验教

学和业务训练，构建了课程实验、独立实验课程、专业模拟仿真综合实验、跨学

科综合实验、职业实践课程实验、创新创业课程实验的“递阶式”实验教学模式，

形成了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具有大金融特色的实验课程体系。2007

年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实验中心被评为“广东省经济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

心下设金融实验室、行为金融实验室等。2012 年经济与管理学院与心理学院合

作建设了“广东省行为经济学重点实验室”。 

作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经济学、数学、心理学）交叉融合建

设项目，华南师范大学在金融机构运营与管理、金融工程与产品创新、数量金融

与量化投资、网络金融营销与管理等方面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特色比较鲜明，成

果比较丰硕。以 4 名教授和 8名副教授组成的金融机构运营与管理核心团队承担

国家级课题 1 项，课题省部级以上 7 项，金融机构委托课题 15 项，出版国家十

五规划教材《金融学概论》，建成《金融学》省级精品课程，主编《现代商业银

行经营与管理》获“中国银行系统优秀图书评比一等奖”；以 5 名教授和 5 名副

教授组成的金融工程与产品创新核心团队承担国家级课题 4项，省部级课题 6项，

金融机构委托课题 8项，协助广发期货、珠江期货等金融机构开发数个理财产品；

以 4名教授和 6名副教授组成的数量金融与量化投资核心团队承担国家级课题 4

项，省部级课题 4 项，金融机构委托课题 5项，与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

开展金融数据挖掘，创建了一系列金融数据库；以 2名教授和 7名副教授组成的

网络金融营销与管理核心团队，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 4项，金融机构委托课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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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与广州摩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了梦芭莎网站网上支付平台。近五

年来，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教学科研团队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9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21项，横向项目 22项，总经费达 71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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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省金融专业人才需求与人才培养情

况分析 

（一）广东金融专业人才需求情况分析报告 

近些年来，广东省金融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不断增

强。2012 年，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

行、城市信用社、农村合作机构、财务公司、邮政储蓄、外资银行、农村新型机

构等在内的十种金融机构总数达到 15762 个，比上年增长 2.4%；从业人数达到

31.8万人，比 2011 年增加 3.7万人；广东证券市场整体走势较好，上市公司数

量为 369 家，比上年增加 30 家，全年通过国内债券筹资 1678 亿元，同比增长

23.1%；保险市场运行平稳健康，总部设在广东省内的保险公司数有 18 家，比

2011年增加 2家，保费收入达到 1692.1 亿元，同比增长 7.2%。如果将信用担保

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行业从业人员纳入宽口径金融从业人员统计，全省金融机

构从业人员达 60 多万人。中高层次金融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广东金融行业发

展壮大和服务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进程推进，金融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

产业。“十二五”时期，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将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发展

带动的就业人数将高于其他产业。2013年 8月 17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金融市场产品创新、离岸业务、

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及内资外投和外资内投等都将在上海自贸区优先进行试点。广

东正在实现从经济金融大省向经济金融强省的转变。2012 年，经国务院批准，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了指导广东金融业改革发展的纲领

性文件《广东省建设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区总体方案》，决定设立珠三

角城市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湛江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

区和梅州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三个试验区。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

金融后台服务产业和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探索横琴新区和前海地区资本项目可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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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建设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的广深区域金融中心、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等方面都

会促使金融产业成为广东省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到 2020 年，预期金融业增加

值占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达 10%以上。 

改革和政策措施推行，不仅在全国，特别是在广东将产生巨大金融人才需求，

特别是对高端金融人才的渴求。在中国金融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对金融

人才的需求是多种类、多层次的：既需要一大批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初级从业人

员，又需要有金融管理师、金融工程师、金融分析师、保险精算师等高技术含量

的金融专才；既需要数量充足、熟知中国国情的金融人才，又需要有精通国外业

务运作的国际性金融人才。从广东省金融从业人员的学历结构来看，本科毕业生

占有较大比例。积极开展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善广东省金融行业人

员知识结构，对提升广东省金融行业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广东省重点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广东省 37 所普通本科院校中，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

师范大学等 15所院校开设了金融学本科专业，每年毕业人数 2400 人，广东省招

收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高校有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

财经大学、深圳大学和广东金融学院，2013 年招生人数不足 500 人。在华南师

范大学历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中，金融学专业报考人数以及上线人数在经济管理类

中稳居第一，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具有广阔的就业前景和发展空间。 

华南师范大学近 5年金融学硕士招生情况表 

时间 专业名称 
实际

招收 

招收

计划 

报名

人数 

第一志愿

上线人数 

本校考点

统考生数 

外校考点

统考生数 

2009 金融学 16 12 108 18 20 88 

2010 金融学 15 12 130 21 28 102 

2011 金融学 17 16 168 23 33 135 

2012 金融学 13 12 172 23 32 140 

2013 金融学 12 11 202 26 49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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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

养基础 

（一）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inance Program） 

 培养目标  
总体目标:培养身心健康、品德优秀，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较强的业务能力，

能在经济贸易、金融部门、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从事实际业务、管理、研究等

方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目标1：培养身心健康，品德优秀的人才。 

目标2：培养专业基础好，业务能力强的人才。 

目标3：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为经济贸易、金融部门、企事业单位和

政府机构培养实际业务、管理、研究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Training Targets 

    overall objective: To foster students who ar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ave 

good moral character.To train students who have good basic in specialty and strong 

ability in business.To cultivate students of the specialty who can work in 

economic,trade and finance departments, enterprise and institution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to undertake the actual business, management, research. 

    Target 1: to train the students with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good moral 

character. 

    Target 2: to train the students with good bases of economic knowledge and strong 

ablity of practice. 

    Target 3: to foster the students to economic,trade and finance departments, 

enterprise and institution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to undertake the actual business, 

management, research.. 

 培养要求 

总体要求:系统掌握经济学原理和金融学科的基本理论，了解金融业的发展动

态，熟悉金融业的运作机制、方法和技巧，能运用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实际

问题，熟练掌握英语，具备听、说、读、写的能力；熟练运用计算机技术。 

知识结构： 

A1：掌握金融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A2：熟悉国家有关金融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A3：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与发展动态。 

能力结构： 

B1：具有较强的处理银行、证券、投资与保险等方面业务实践能力、创新能

力和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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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能够运用经济、计量、统计、会计等方法分析和研究实际问题，能够熟

练处理相关业务。 

B3：熟练掌握和运用英语，具备听、说、读、写的能力。 

B4：熟练运用计算机处理和分析业务问题。 

B5：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科研和实际工作能力。 

素质要求: 

C1：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综合素质。 

C2：具备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 

C3：掌握学术论文和分析报告的基本写作方法。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Requirement in whole: Grasp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disciplines theory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Make our students a talent who are familiar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mechanisms , methods and techniques , and be able to apply theory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practical problems , and who are fluent in english , have the 

ability to listen, say , read, write ,poficient in computer technology . 

Knowledge Structure: Master the fundamental theory and knowledge of Finance. 

Familiar with the national financial principle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Understand the 

forefront of the discipline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Ability Structure: A strong practical ability,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ve spirit in 

banking, securities, investment and insurance business. Students should analyze and 

research practical problems and be able to skillfully deal with business issues through 

the methods of Economics,Econometrics, statistics and accounting. They can master 

and use of english. They can analyze and handle business with computer. Master the 

basic methods of literature search, data query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do research and 

competent for practical work.. 

Personality Requirements：Students have high political quality and overall 

attainment. They possess the capability of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They grasp the 

method to write analysis report and dissertation. 

 授予学位 

经济学学士 

Degree Conferred 
Bachelor of Economics 

 课程结构比例表 

Course Structure  

课程类型 
Course Type 

课程性质 
Course Nature 

学分 
Credits 

占最低毕业学分比例 
Percentage in Total 
Required Credits 

公共基础课程 
General Courses 

必修 
Compulsory Courses 

40 25.8% 

选修 
Selective Courses 

10 6.5% 

学科大类课程 
Broad Discipline Courses 

必修 
Compulsory Courses 

53 34.2% 

专业领域课程：核心课程 
Specialty Courses: Core Courses 

必修 
Compulsory Courses 

26 16.8% 

专业领域课程：方向课程 
Specialty Courses: Orientation Courses 

选修 
Selective Courses 

12 7.7% 

专业领域课程：实践课程 
Specialty Courses: Practice Courses 

必修 
Compulsory Courses 

1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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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Selective Courses 

0 0.0% 

合计 
Total 

155 100.0% 

 

 教学计划表 

表中各列由左及右，依次为“课程编码”、“课程名称”、“周学时”（理论—

实践）、“学分”和“开课学期”。 

   Teaching Schedule 

Listing as the following, from left to right, ar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lass 

hour / a week (courses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 credit and semester number. 

1、公共基础课程 General Courses 

（1）必修 40 学分 Compulsory Courses (40 credits) 

44C1854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2-0 2 学分 第 1 学期 

44C2648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廉洁修身） 

Moral Cultivation and Bases of Law 
(Honesty and self-cultivation) 

4-0 4 学分 第 2 学期 

44C18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2-0 2 学分 第 3 学期 
 

44C2298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Social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4-0 4 学分 第 4 学期 

44C23040 
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0-4 2 学分 第 5 学期 

44C15440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ies 

2-0 2 学分 第 5-8 学期 

48Y16620 军事技能 
Military Training 

2.5W 1 学分 第 1 学期 

48Y16540 军事理论 
Military Theory 

2-0 2 学分 第 2 学期 

42D5072a 
大学体育（1） 

Physical Education （1） 
0-2 1 学分 第 1 学期 

42D5072b 
大学体育（2） 

Physical Education （2） 
0-2 1 学分 第 3 学期 

42D5072c 
大学体育（3） 

Physical Education （3） 
0-2 1 学分 第 3-6 学期 

42D5072d 
大学体育（4） 

Physical Education （4） 
0-2 1 学分 第 3-6 学期 

41E43381 
基础英语（1） 

Basic English（1） 
4-0 4 学分 第 1 学期 

41E43382 
基础英语（2） 

Basic English（2） 
4-0 4 学分 第 2 学期 

41E42741 
高级英语（1） 

Advanced English（1） 
2-0 2 学分 第 3 学期 

41E42742 
高级英语（2） 

Advanced English（2） 
2-0 2 学分 第 4 学期 

43H30220 计算机应用基础 
Basic Computer Application 

-- 1 学分 
通过性考

试 

43H8054a 计算机技术基础 
Basic Computer Technology 

2-2 2 学分 第 1 学期 

43H80940 计算机高级应用 
Computer Technology Foundation 

2-2 2 学分 第 2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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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修 10 学分 Selective Courses (10 credits) 

分为“人文与艺术”、“自我与社会”、“自然与科技”和“实践与创新”四个模块，

一至四年级完成，其中在“人文与艺术”、“自我与社会”、“自然与科技”三个模块

中至少各修 2 学分，“实践与创新”选修不超过 2 学分。 

Students have to get 10 credits from the modules "Humanities and Arts",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Nature and Technology" or "Practice and Creation" during 

four years. Especially, students must get at least 2 credits from each of the three 

modules as "Humanities and Arts",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and "Nature and 

Technology". Credits got from the module ‘Practice and Creation’ should not be more 

than 2. 

 

2、学科大类课程 Broad Discipline Courses  

必修 53 学分 Compulsory courses (53credits) 

07Y01421 学科导论 
Introduction 

1-0 1 学分 第 1-4 学期 

07B13961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0 3 学分 第 1 学期 

07K05361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3-0 3 学分 第 1 学期 

22G45581 高等数学（II-1） 
Advanced Mathematics(II-1) 

4-0 4 学分 第 1 学期 

22G45582 高等数学（II-2) 
Advanced Mathematics(II-2) 

4-0 4 学分 第 2 学期 

07B1604a 政治经济学（1） 
Political Economy (1) 

2-0 2 学分 第 1 学期 

07B1604b 政治经济学(2) 
Political Economy (2) 

2-0 2 学分 第 2 学期 

22G4596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II）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II） 
3-0 3 学分 第 2 学期 

07G39262 会计学原理 
Accounting Principles 

3-0 3 学分 第 2 学期 

07B0606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3-0 3 学分 第 2 学期 

07G50271 统计学原理 
Theory of Statistics 

3-1 3.5 学分 第 3 学期 

07B01161 财政学 
Public Finance 

3-0 3 学分 第 3 学期 

07B03761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0 3 学分 第 3 学期 

07B07561 金融学 
Finance 

3-0 3 学分 第 3 学期 

22G46160 线性代数（II） 
Linear Algebra (II) 

3-0 3 学分 第 3 学期 

07B03261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3-0 3 学分 第 4 学期 

07C06162 经济法学 
Economic Law 

3-0 3 学分 第 4 学期 

07G50370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3-1 3.5 学分 第 4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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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领域课程 Specialty Courses 

 

（1）核心课程：必修 26 学分 Core Courses: Compulsory Courses (26 credits) 

07B13261 投资学 
Investment 

3-0 3 学分 第 5 学期 

07B11760 商业银行管理 
Commercial Bank Management 

3-0 3 学分 第 5 学期 

07B00761 保险学原理 
Principle of Insurance 

3-0 3 学分 第 5 学期 

07B15460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 
Securities Investment Technology Analysis 

3-0 3 学分 第 5 学期 

07B06761 金融工程 
Financial Engineering 

3-0 3 学分 第 6 学期 

07B27460 固定收益证券 
Fixed Income Securities 

3-0 3 学分 第 6 学期 

07K00261 财务管理 
Account Management 

3-0 3 学分 第 6 学期 

07B10960 期货市场 
Futures Market 

3-0 3 学分 第 6 学期 

07B02041 金融风险管理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2-0 2 学分 第 7 学期 

 

（2）方向课程 Orientation Courses 

选修 12 学分 Selective Courses (12 credits) 

07C11341 税法 
Law of Tax 

2-0 2 学分 第 6 学期 

07B13441 投资银行学 
Investment Banking 

2-0 2 学分 第 5 学期 

07B17341 中央银行学 
Central Banking 

2-0 2 学分 第 5 学期 

07B07141 金融理论前沿 
Forward Financial Theory 

2-0 2 学分 第 6 学期 

07B04241 国际贸易实务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s 

2-0 2 学分 第 6 学期 

07B14741 银行会计 
Bank Accounting 

2-0 2 学分 第 6 学期 

07B03041 国际结算 
International Balance 

2-0 2 学分 第 6 学期 

07B27640 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 

2-0 2 学分 第 7 学期 

07B16341 中国金融改革专题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China lectures 

2-0 2 学分 第 8 学期 

07B14241 西方经济学专题 
Western Economics lectures 

2-0 2 学分 第 8 学期 

07B1184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专题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Lectures 

2-0 2 学分 第 8 学期 

 

（3）实践课程 Practice Courses 

必修 14 学分 Compulsory Courses (14credits) 

07Y027g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8W 8 学分 第 7 学期 

07Y001c1 毕业论文 
Thesis 

6W 6 学分 第 8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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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院（系）名称 经济与管理学院 研 究 方 向 

学科专业 
 

金融学 

1 银行经营管理 

2 投资理论与风险管理 

3 资本市场理论与投资银行 

学   制 3 年 

4 金融工程 

5 公司金融 

6 国际金融 

培养目标：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德、智、体全面发展，

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 

2．拥有扎实的金融理论素养，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 

3．理论联系实际，培养既能进行金融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具有科学研究和教学能力；

又能从事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公司财务等领域）的实务工作，具有独立的研究、

决策和业务活动能力的金融高级专门人才。 

 4．熟练掌握运用计算机及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用上述工具从事有关的金融活动。 

培养的主要内容（方式、方法和要求）： 

    1、采取导师个人负责与指导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学位课程与学位论文并重，系

统专业理论知识学习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方法。 

2、每位学生所修的学位课程参见教学计划；选修课程则由学生本人与导师协商确定。 

3、硕士生在入学三个月内，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出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划根据

学科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个人实际，对其课程学习、文献阅读、教学与科研训练、开

题报告、学位论文等要求和进度做出计划和安排。 

4、导师指导研究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特别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

调查研究，撰写学术论文，以培养研究生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倡现代经济学的

实证方法的运用，加强实践环节，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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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研究生教学计划 

院（系）名称 经济与管理学院 学科专业 金融学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拟主讲 

教师 

各学期教学安排 考

查 

考

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学

位

课

程 

外 国 语 

Foreign Language 
120 4 

外国语言文学

学院 
√ √      √ 

2 
政治理论 

Political Theory 
74 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       √ 

3 
中级宏观经济学 

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60 3 彭文平等  √      √ 

4 
中级微观经济学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60 3 

董志强 

王智波 
√       √ 

5 
金融学 

Finance 
60 3 凌江怀 √       √ 

6 
投资学 

Investments 
60 3 屠新曙  √      √ 

1 

选 
 

修 
 

课 
 

程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40

×2 
2 程振源等 √ √      √ 

2 
现代金融体系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40 2 方兴起  √     √  

3 
银行经营管理* 

Bank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40 2 

陈高翔 

凌江怀 
 √     √  

4 
货币理论与政策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40 2 

张勇 

武艳杰 
  √    √  

5 
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40 2 谢军  √     √  

6 
金融工程* 

Financial  Engineering 
40 2 李庆峰   √    √  

7 
金融市场与公司战略 Financial 

Market and Corporate Strategy 
40 2 

李增褔 

彭飞 
√      √  

8 
行为金融学 

Behavioral Finance 
40 2 彭飞   √      

文献综述、读书/学术报告  2 学院 √ √ √ √     

教学实践和科研训练  2 学院  √ √ √     

学 位 论 文   导师    √ √ √   

注:“各学期教学安排”、“考查”和“考试”栏目里用“√”来表示。加*号的为限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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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专职教师介绍 

1．专职教师一览表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科研情况 

论文 专著及获奖 

凌江怀 男 研究生/硕士 教授 

1. 企业规模、融资结构与经营绩效——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对比的研究，《财贸

经济》，2012（12） 

2.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对国内物价的冲击效应——基于不同汇率机制和宏观经济环境

的研究，《财经研究》，2012（11） 

3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战略途径，《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12/15 

4. 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经营绩效相关分析——基于 2003-2010 年广东省上市公司分行业面

板数据的考察，《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 

5.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及其支持路径，《江西社会科学》，2009（7）（被《新华文摘（论点

摘编）》转载及收录） 

6 .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0（6） 

7. 人民币升值与 A 股地产股价的关联效应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8） 

8.中资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风险及其对策选择，《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6（5） 

1.《金融学概论》（第二版） 

2.《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金融支持研究》 

3.《货币银行学》 

4.《现代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5.《中国期货投资实务》 

6.《银行商业化新探》 

7.《走近金融》 

8.《股份经济丛书》 

9.《货币金融学》 

10.《社会主义经济概论》 

11.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金融学

概论》获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2.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

系财政扶持政策研究获省农村财政研究会三等奖 

刘纪显 男 研究生/博士（后） 教授 

1.Will CDM Still be Effective after Kyoto Protocol?-Two Dilemmas in the Mechanism，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2012（5），（被 EI 收录） 

2.CDM 对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被 CSSCI

收录） 

3.基于碳排放成本的碳交易定价研究，《商场现代化》，2012（3） 

1.《汇率与通胀研究》 

2. 汇率定价模型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研究获江西省

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 

3.“全国金融证券与中国经济”获优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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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新曙 男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 The Study of Portfolio Selection in Margin Purchases ，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Intelligent Control（ICMSIC），2011/8/1，

（被 E I、ISTP 收录） 

2. The Study of Dynamic Portfolio on the Base of PID Control Method，MSE 2010，

2010（10），（被 E I、ISTP 收录） 

3. 基金绩效评价的 Fama-French 三因素模型检验，《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0（1） 

4.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适用条件分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 

5.时变风险度量模型，《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2（2） 

1.《证券市场风险管理》 

2.《投资学》 

陈高翔 男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国际资本流动新变化与我国资本政策的调整分析,《经济学动态》,2006(2) 

2.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战略分析及借鉴,《经济研究参考》,2008(3) 

1. 《对冲基金投机冲击对国际经济关系影响研究》 

2.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金融学

概论》获教学成果一等奖 

李增福 男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低碳城市”的实现机制研究,《经济地理》，2010（6）（新华文摘 2010 年第 16 期全文转

载） 

2.税率调整、税收优惠与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有效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经济

学家》，2010（3） 

3.税率调整对我国上市公司实际税收负担的影响，《经济科学》，2010（6） 

4.股利所得税减免能提高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吗——基于财税[2005]102 号文的研究，

《财贸经济》，2010（5） 

5.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方式比较——基于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的研究，《财经研究》，

2010（6） 

6.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风险分析与模式构建，《宏观经济研究》，2010（4） 

7.经济评论的学术影响力研究，《经济评论》，2010（11） 

8.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还是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基于我国 2007 年所得税改革背景的

研究，《管理世界》，2011（1） 

9.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与上市公司的业绩滑坡，《中国管理科学》，2011（4） 

10.税率变动与资本结构调整，《经济科学》，2011（10） 

11.债务契约、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经济评论》，2011（11） 

12.税率变动、破产成本与资本结构的非对称调整，《金融研究》，2012（5） 

13.股票定向增发、盈余管理与公司的业绩滑坡，《数理统计与管理》，2012（5） 

14.信用评级收费模式：机制与选择，《上海金融》，2008（1）（被人大复印转载及收录） 

1.《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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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飞 男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A venture capital portfolio model based on considering the allocation of both 

capital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input,(proced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isk management & global e-business, 2009（8) 

2.定向增发信息公告与定价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11（6） 

3.基于下偏矩风险的行为投资组合模型研究,《管理科学》, 2008（12）  

4.基于资金和管理投入的两资源配置风险投资组合,《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2010（8） 

1.《基于行为金融的资产选择模型研究》 

李庆峰 男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特征与阶段划分的时间聚类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0 年 7 月 

2.金融市场不完全的理论分解与测度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2009 年 3 月，第 22 辑 

3.限售股解禁的市场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事件研究法和沪深 300 指数样本，《宏观经

济研究》，2011（7） 

4. One new theoretical as well as empirical study on close-end fund discount 

puzzle，（会议论文 (InternationalSymposium On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Risk 

Management)，2008，ISSHP 收录） 

5.基于 MM 定理的深化扩展研究——流通权分割影响公司价值吗，《金融研究》, 2008 年第

12 期 

6.金融市场不完全的理论分解与测度研究-基于中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的动态考察，《财经研

究》，2011（7） 

1.《股权分置与股市定价问题研究》 

张勇 男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银行非自愿超额准备金周期性波动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

年 10 月 

2.银行个体特征对贷款行为差异性的影响——来自中国银行体系制度约束的经验研究，《经济

学家》，2011（1） 

3.政策可信性变动对菲利普斯曲线稳定性的影响-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财经研究》，2008

年 6 月第 6 期 

4.政策可信性变动、通胀预期形成方式和菲利普斯曲线稳定性-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南开

经济研究》，2008（1） 

1.《论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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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波 男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开征物业税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财经研究》，2010（1） 

2.投入产出结构变动的分析方法研究，《统计研究》，2011（8） 

3.房地产税制中的国际惯例与物业税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科学》，2008（10） 

4.物业税可行吗？一个否定的判定，《税务研究》，2008（4） 

1“.物业税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获中国房地产学

术研讨会暨高等院校房地产学者联谊会 2009 年年会

获二等奖 

2“.投入产出框架下的广东文化产业研究”获 2010

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3“.房产税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获中国房地产学

术研讨会暨高等院校房地产学者联谊会2011 年年会优

秀论文二等奖 

彭文平 男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中国银行体系关系性信贷的有效性——基于宣告效应的研究，《财经研究》，2009（5） 

2.非正规金融的成长：社会转型角度的分析，《财经研究》，2008（10） 

3.开放式基金治理失衡与市场约束机制的有效性，《经济问题探索》，2008（6） 

1《.信贷市场结构与效率：一个信息经济学视角的研

究》 

2.《经济学原理简明教程》（参与编写） 

邓顺国 男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A co-word 

analysis，《Scientometrics》，2013） 

2. 积极利用互联网推进党建工作,(人民日报)，2007-3-19 

3. 一种基于 tag 的信息整合方案,《情报杂志》, 2009（5） 

1. 《网上创业》 

2. 《网络广告实务》 

3.《网络经济学》 

4. 《电子商务运营管理》 

5.《电子商务第三次浪潮》 

6. 《电子商务概论》（第二版） 

谢军 男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基于双重代理关系的分析,《经济评论》,2010（1） 

2.现金股利政策、大股东掏空和资源配置：基于公司成长性的分析,《经济评论》,2008（12） 

3.债务期限结构、公司治理和政府保护：基于投资者保护视角的分析,《经济评论》,2008（2） 

4.资本结构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来自管理报酬的证据,《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7） 

 

林勇 男 研究生/硕士 教授 

1.论演化产权理论对经典产权理论的继承、批判与拓展,《学术月刊》,2009（6） 

2.外部治理环境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效应比较,《中国工业经济》,2009（1） 

4.道德文章、渊澄取映——林勇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9（6） 

5.“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七次研讨会综述,《马克思

主义研究》, 2010（1） 

6.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创新中国经济学研究——全国第三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

创新论坛”综述,《经济研究》,2010（5） 

 

 

1《.经济学原理简明教程》 

2.《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 

3.《西方经济学习题集》 

4.“民主党派工作服务科学发展的理论思考”获民建

广东省委 2009 年民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评

比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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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清 男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与跨国公司的 FDI 行为,《当代财经》, 2008（4） 

2.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人均 GDP 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经济研究导刊》,2008（2） 

3.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与跨国公司的 FDI 行为-一个 FDI 理论的认识视角, 《当代财经》, 2008

年第 4 期 

1.《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研究》 

2.《统计学原理》 

 

程振源 男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西方腐败经济学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6（9） 

2.逆向选择条件下保险费率监管的效应分析，《统计与决策》，2007（11） 

3.对纯部门投入产出表编制中两个假定条件的理解，《统计与决策》，2007（1） 

1.《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实验》 

2.《保险市场非对称信息问题研究》 

武艳杰 女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1.透视美国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双失衡, 《国际问题研究》,2009（1） 

2.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政府的次优制度安排偏好分析,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 

3.论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政府效用函数的动态优化,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

第 2 期 

4. 我国银行体系制度变迁的演变逻辑分析,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8 年 12 月第 6 期 

5.论我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当代经济研究》, 2008（11） 

1.《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与国家效用函数的

动态优化》 

2.《科学发展在广东——经济篇》 

易建新 男 研究生/硕士 副教授 

1.Implement ation via mechanisms  with transfers ，《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2011 

2.确定不允卖空时证券组合有效边界解析式的有效指标集法，《预测》，2008（11） 

 

陈奇斌 男 研究生/博士 
副 教

授 

1.现代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源与需求双约束”,《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4） 

2.全球反危机财政政策的长短期效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 

3.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一个简单证明及对该模型理论基础的思考,《华南师范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5） 

 

杨舟 男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1.Optimalstocks elling based on the global maximum，《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 s》，2012 

2. 从“距离”的角度理解有关“实数”的一些概念和定理,《大学数学》,2012（4) 

3.一类 p-Laplace 方程的三解存在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2） 

4.永久美式封顶看涨期权的自由边界问题模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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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志斌 男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1.A Modified Genetic Fuzzyneural Network with Application to Financial Distress 

Ananlysis，（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for Modelling, Control and Automation, 

2006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Agents, Web Technologies and 

Internet Commer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2006（12） 

2.现代信用风险管理度量模型比较，《科技管理研究》，2007（2） 

 

刘愿 男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1.农民如何参与非公益性项目的土地开发经营——来自南海土地股份制实践的启示, 《广东

农村改革发展史论》, 2009（9） 

2.大跃进运动与中国 1958-1961 年大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经济学季刊》, 

2010 年 4 月第 9 卷第 3 期 

3.打破土地市场政府垄断及双轨制 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经济学季刊》, 2010 年

4 月第 9 卷第 4 期 

4.打破土地市场政府垄断及双轨制 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农村经济与科技》,2011

（7） 

1.《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基于

产权经济学的研究》 

2.“农民从土地股份制 

得到什么——以南海农村股份经济为例”获第四届“中

国农村发展研究奖”论文提名奖 

陈创练 男 研究生/博士 讲师 

1.“泰勒规则”、资本流动与汇率波动研究, 《金融研究》,2012（12） 

2.Do Imports Crowd Out Domestic Consump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2（12） 

3. 人民币汇率波动成因分解研究, 《中国经济问题》,2011（12） 

1.《汇率调整之谜和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研究：微观基

础与动态效应》 

2.《投资者保护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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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职教师主持的部分纵向项目一览表 

序

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申报批准

时间 

计划完成

时间 

批准经

费（万

元） 

1  陈创练 

不同基础条件下资本

账户开放的金融风险

及管理研究 

7130308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014年1

月 

2016年 12

月 
20 

2 杨舟 
不完备市场中的美式

金融衍生产品定价 
1137115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013年9

月 

2017年 12

月 
60 

3 李增福 
中国上市公司真实活

动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7117219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012年1

月 

2015年 12

月 
44 

4 刘愿 
竞争性货币体系的微

观机理与宏观绩效 
12CJL010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 

2012年6

月 

2015 年 5

月 
15 

5 彭飞 

基于双资源配置的多

阶段风险投资组合模

型及优化研究 

7127109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012年8

月 

2016年 12

月 
54 

6 刘纪显 
碳资产的特殊风险与

收益研究 
11BJY143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 

2011年7

月 

2013年 12

月 
15 

7 杨舟 

一类来源于金融衍生产

品定价模型中的自由边

界问题 

1090106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009年9

月 

2012年 12

月 
16 

8 杨舟 
变分不等式在金融数

学中的应用 
1082609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数学天元项

目 

2009年1

月 

2009年 12

月 
3 

9 陈创练 

汇率调整之谜和我国

经常账户失衡研究：

微观基础与动态效应 

12YJC790

006 

2012 年教育

部人文社会

科学基金项

目 

2012年6

月 

2014年 12

月 
7 

10 彭飞 

考虑管理投入资源配置

的多阶段组合风险投资

优化理论及应用研究 

11YJC630

163 

2011 年教育

部人文社会

科学基金项

目 

2011年9

月 

2014年 12

月 
7 

11 王智波 
我国的房地产最优税

制研究 

10YJC790

269 

2010 年教育

部人文社会

科学基金项

目 

2010 年

11 月 

2012年 12

月 
6.9 

12 刘纪显 
国际碳资产组合选择

与定价 

10YJA7901

14 

2010 年教育

部基金规划

项目 

2010 年

11 月 

2013年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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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刘愿 

政府垄断、双轨制与土

地过度征用：理论、实

证与政策研究 

09YJC790

099 

2009 年教育

部人文社科

项目 

2009 年

11 月 

2011年 12

月 
5 

14 张勇 

银行非自愿超额准备

金波与货币政策微调

性操作 

09YJC790

098 

2009 年度教

育部人文社科

研究项目 

2009 年

11 月 

2011年 12

月 
5 

15 张勇 

货币政策冲击、银行信

贷资金行业配置与宏观

审慎管理 

2012M521

615 

中国博士后基

金项目 

2012 年

10 月 

2014年 10

月 
5 

16 凌江怀 

促进广东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的财政政

策研究 

2011B0807

01059 

广东省软科

学项目 

2011年6

月 

2012 年 3

月 
20 

17 凌江怀 
广东民营科技产业融

资发展战略研究 

2009B0807

01028 

广东省软科

学项目 

2009年6

月 

2011 年 6

月 
10 

18 陈创练 

缓冲储备理论和中国

居民预防性储蓄消费

行为的理论模型与计

量研究 

GD11YYJ0

1 

广东省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2011 年

12 月 

2013年 12

月 
3 

19 屠新曙 
融资融券条件下投资

组合问题研究 

GD2012L0

8 

广东省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2012 年

12 月 

2014年 12

月 
4 

20 彭文平 
基金家庭利益输送与

投资者公平待遇研究 

09JDXM79

010 

广东省人文

社会科学基

地重大项目 

2009 年

12 月 

2012年 12

月 
8 

21 王智波 

开征物业税对城镇土

地利用效率和集约化

水平的影响 

wym09060 

广东省人文

社科育苗项

目 

2009 年

12 月 

2011年 12

月 
1.5 

22 熊志斌 

基于群优化模糊神经

网络的信用风险评估

模型与应用研究 

090-18 

广东省哲学

社科规划项

目 

2009年9

月 

2011 年 9

月 
2 

23 王智波 

广东经济发展与产业结

构升级的路径、成因和

前景展望 

GDIO2007

007 

广东省投入产

出开发应用课

题 

2009 年

11 月 

2010 年 2

月 
1 

24 屠新曙 
广东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若干问题研究 

2010B0703

00070 

广东省软科

学 

2010 年

11 月 

2011年 12

月 
2 

25 刘纪显 

碳排放权的特殊风险

及广东碳交易发展对

策 

粤发改资环

[2011]1273

号 

广东省低碳发

展专项资金项

目 

2011 年

10 月 

2013年 12

月 
20 

26 李庆峰 

基于封闭式基金折价

视角的金融市场不完

全研究：理论、实证

与启示 

2012JDXM

_0018 

广东省教育

厅项目 

2012 年

11 月 

2015年 11

月 
8 

27 刘纪显 
碳资产风险及我国

QDII 对碳资产开放 
11Y16 

广州市社科

联项目 

2011年9

月 

2012年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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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林勇 

人民币升值、劳工成

本上涨对中国外贸竞

争力的影响研究 

12BJL057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 

2012年6

月 

2015 年 6

月 
15 

29 林勇 
关于激活广东民间投

资的研究 
2010103 

广东省人民

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项目 

2010 年

11 月 

2011 年 7

月 
10 

30 谢军 

广东省科技型企业融

资约束的评估和解析

及科技融资体系的创

新研究 

2012B0703

000051 

广东省软科

学项目 

2012年6

月 

2013年 1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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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南师范大学金融专业人才培养实践基地介绍 

1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专业人才培养实践基地一览表 

序

号 
基地名称 

基地介绍 

1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发起、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专业基金管理公司，成

立于 2003 年 8 月 5 日，总部设在广州，公司注册资本金 1.2 亿元人民币。 公司秉持“专业创造价值、客户利益

为上”的经营思想，致力成为诚信、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为投资者谋求长期稳定的收益。公司目前管理广发聚

富、广发稳健增长、广发小盘、广发货币、广发聚丰、广发优选、广发大盘、广发核心、广发强债九只开放式基

金。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管理资产总规模达 1377.4 亿元。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强大的资源优势、

严谨科学的管理体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坚持“简单、透明、务实、高效”的经营理念。 

2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为广州证券公司，1988 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是全国最早成立的证券公司之一。

1997 年增资改制为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1 年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全国性综合类券商。2012 年 8 月 3 日，

获得广东局批复核准增资扩股 10 亿元，增资后注册资本金达 197,776 万元，现由广州越秀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其为越秀集团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广州证券为金融集团的核心主体。广州证券旗下拥有全资子公司广

州期货有限公司和直投子公司广州证券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广州广证恒生证券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其中，广证恒生为 CEPA 框架协议下国内首家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业务范围包含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仅限于证券投资顾问业务）、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等所有综合性

业务，拥有保荐机构资格、债券主承销资格、外资股经营资格、网上交易资格、投资咨询资格、资产管理业务资

格、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及债券市场准入资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代办股份转让、融资融券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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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圳银雁金融配套服务有

限公司 

银雁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3 月，是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下属企业，专注于金融外包服务，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提供金融物流、数据处理、网点管理、风险管理、文档管理、现金管理等个性化解决方案和全流程综合解决方案，

并且具有良好的服务交付能力，在项目管理所涉及的范围管理、时间管理、成本管理、风险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沟通管理、质量管理上有成熟的管理经验。银雁公司在金融服务外包行业精耕细作近二十年，奠定了行业开拓者

和领先者地位。独特的价值表现为我们赢得了大批成熟稳定的金融行业客户，实现了从“服务供应商”到“战略

合作伙伴”的转变。 

4 广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3 月，是国内成立较早、在工商管理机关注册的大型专业期货公司之一，现公

司注册资本为 11 亿元人民币，是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总部位于广州，分别在北京、上海、

郑州、珠海、青岛、大连、南宁、福州、武汉、西安、佛山、东莞、肇庆、江门、中山、广州、哈尔滨、杭州、

无锡、深圳、汕头、成都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另经中国证监会批准，2006 年，公司在香港设有全资子公司，现已

形成立足珠三角地区，覆盖全国各主要城市，并通过香港辐射全球衍生品市场的业务网络。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

商品期货经纪和金融期货经纪，香港子公司可代理香港地区及境外的商品期货和指数、外汇、利率等衍生品业务。 

5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 1994 年 3 月，直属国务院领导，总行设在北京，目前在全国设有 35 家分行和 2 家代表处。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是开行的一级分行，自 1999 年成立以来，积极推进开发性金融在广东省的各项实践和

创新，大力推进市场建设、信用建设和制度建设，较好地发挥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有力支持了广

东各地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行业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小

企业、“走出去”等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领域和薄弱环节。 

6 
广州市白云区东方中小企

业服务中心金融服务部 

2007 年 10 月 23 日，由广州市白云区经济贸易局批准，经白云区民政局登记注册，“广州市白云区东方中小企

业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白云区东方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将面向白云区所有的中小企业提供包括创业政策辅导、

投资融资服务、技术创新咨询、信息工程、管理咨询务、法律咨询、竞争力研究评估、人才培训、项目评价申报

等数十项服务。这些服务将更好地促进成长中的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加强企业竞争力，使广大中小企业具备更强

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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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国泰安”或“公司”）成立于 2000 年，现已发展成为业务覆盖

精准数据服务领域、中国教育服务领域及高端金融服务的知名教育及金融服务集团，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深

圳市软件企业。国泰安以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创新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及基础教育机构提供集“仿真

实训系统、云平台建设、软硬件系统、增值服务及研究数据”于一体的综合解决方案。在金融服务领域，国泰安

以推动中国金融全面发展、提升中国金融服务及发展创新为使命，成为为各级金融投资机构提供集精准数据、高

端 IT 系统、团队构建支持、专业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运营商。  

国泰安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合肥、香港等 30 余个城市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形成通

达全国的服务网络。国泰安公司现拥有 2000 多位优秀员工，研发人员以及技术工程师占公司人数 60%。国泰安

公司近 5 年研发投入 3 亿元以上，研发实力在行业内独占鳌头。截止现今公司已拥有 200 多项自主创新产品专利

和著作权产品，且数量仍在倍增。  

8 珠江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珠江期货有限公司，是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 、国家工商总局正式登记注册的专业期货公司。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1 月 26 日，总部位于美丽的珠江之滨、誉有花城之称的广州市，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公司股东由多家实

力企业构成。 

公司拥有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会员资格，下设佛山、重庆、

清远、江门、肇庆、惠州、梅州、番禺、郑州、湛江、南宁、珠海、东莞营业部，是国内最早参与期货业务的大

型期货公司之一。 

9 
广州方舟市场研究咨询有

限公司 

方舟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组建于 1999 年，总部设在广州，在全国建有 18 个分公司/办事处，大型 CATI 中心，

250 名敬业乐业的方舟人一直全力为企业提供市场调研、营销诊断和咨询、培训辅导等一整套专业服务，经过 10

多年发展，方舟已成为国内知名的市场研究公司，提供的咨询服务也获得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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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专业人才培养实践基地协议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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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本科与研究生专业培养情况 

1.近 5 年华南师范大学金融专业本科与硕士招生与毕业情况 

（1）近 5 年华南师范大学金融专业本科招生与毕业情况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大类本科专业有 3个：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学生经过 2年大类基础课的学习后，于大学二年级结束前举行专业分流。下

表是大类招生后，金融学专业的分流情况统计。 

入学时间 大类人数 金融专业定向报名人数 金融分流人数 

2008 级 221 140 86 

2009 级 213 137 80 

2010 级 214 143 88 

2011 级 216 142 85 

毕业生情况概述：我院在完善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过程中，积极拓展学生就

业领域，使学生能够凭借专业实力，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近五年

（2009 至 2013 年）学校金融学专业毕业生有 404 人，其中 2009 年 62 人，2010

年 82 人，2011 年 78 人，2012 年 92 人，2013 年 90 人，初次就业率在 90%以上，

最终就业率均达到 100%。 

毕业生主要流向： 

就业年度 就业人数 银行业 证券行业 保险业 网络信息业 信息科技业 其他行业 

2009 62 27 10 3 3 2 17 

2010 82 26 15 5 3 1 32 

2011 78 40 10 3 1 1 38 

2012 92 37 2 1 3 2 47 

2013 90 42 4 3 6 4 31 

1）近五年去国家机关就业的毕业生总数占就业总人数的 4%左右，各年占当

年毕业生总人数的 2%-6%，比例逐年增长，主要流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监管分局、区（镇）人民政府、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局、财政所、市委组织部、

税务局、公安局等机关； 

2）进入各类型企业就业是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方向，一般占就业总人数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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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其中国有企业人数占比为 15%左右。主要流向为银行业（如中国人民银行、

工行、农行、建行、邮政储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投资证券公司（如光大、

广发、国泰君安、国信、万联等）、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中国人寿等）、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移动、联通、电信等）、信息科技公司（如腾讯、酷旅等）、日化产

业（如立白、蓝月亮等）、房地产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等企业。其中，银行业就

业人数占总人数的 40%左右； 

3）去事业单位就业的毕业生占就业总人数的 3%左右，主要流向为中专院校、

高校行政部门、医院以及社会公益事业单位；部分毕业生选择进入中专、职业学

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这成为了我院依托学校师范教育特色拓展学生就业领域的

重要突破口。 

4）近五年选择读研的毕业生比例逐年增长，占当年毕业生总人数的 3%-7%，

但主要集中在国内的进一步学习，选择出国深造的学生也日益增加，近五年来近

20 人毕业后通过申请国外高校出国继续攻读研究生，其中不乏香港中文大学等

世界名校。 

5）经济与管理学院近五年金融专业的毕业生占全院毕业生总数的 15%，但

全院进入金融行业的毕业生约占学院毕业生总数的 27%，即进入金融行业的毕业

生总数超过金融专业学生总数的 12%，金融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 
 

（2）近 5 年华南师范大学金融专业研究生招生与毕业情况 

在历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中，华南师范大学的金融学专业报考人数以及上线

人数，在经济管理类中稳居第一。 

华南师范大学近 5 年金融学硕士招生情况表 

时间 专业名称 
实际

招收 

招收计

划 

报名人

数 

第一志愿

上线人数 

本校考点统

考生数 

外校考点统

考生数 

2009 金融学 16 12 108 18 20 88 

2010 金融学 15 12 130 21 28 102 

2011 金融学 17 16 168 23 33 135 

2012 金融学 13 12 172 23 32 140 

2013 金融学 12 11 202 26 49 153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就业去向 

2010 届金融学专业研究生就业去向 

学历 姓名 具体接收单位 

硕士研究生 蒋瑾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 

硕士研究生 徐媛 中国人民银行汉中市中心支行 

硕士研究生 张淑芳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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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 刘培培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硕士研究生 周颖 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硕士研究生 张洪霞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硕士研究生 梁丹丹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硕士研究生 任培政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研究生 朱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硕士研究生 黄维加 招商银行广州分行 

硕士研究生 李伟 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 

硕士研究生 李玉贤 广东商学院 

硕士研究生 汪明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硕士研究生 丰德民 中国南方人才市场 

硕士研究生 王凯 河北省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1 届金融学专业研究生就业去向 

学历 姓名 具体接收单位 

硕士研究生 李文杰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硕士研究生 胡雪香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硕士研究生 曹晓艳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 

硕士研究生 李颂 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硕士研究生 郑友环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硕士研究生 单卫 南昌洪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硕士研究生 李杭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硕士研究生 薄晓旭 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硕士研究生 黄晓轶 广丰县人才开发交流中心 

硕士研究生 任培政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研究生 谢晓闻 南开大学 

硕士研究生 李威 厦门大学 

2012 届金融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 

学历 姓名 具体接收单位 

硕士研究生 刘宏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硕士研究生 曾庆意 中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硕士研究生 刘治凯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硕士研究生 李亚玲 佛山市顺德区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硕士研究生 林盛天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硕士研究生 唐言亮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硕士研究生 罗小华 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硕士研究生 郑平 广东省人才服务局 

硕士研究生 李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行 

硕士研究生 林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硕士研究生 张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硕士研究生 郭琳琳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硕士研究生 蔡小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硕士研究生 邓文君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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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 马岩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硕士研究生 李程妮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2013 届部分金融学研究生就业去向 

学历 姓名 具体接收单位 

硕士研究生 陈新明 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 

硕士研究生 严合进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硕士研究生 陈妮 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硕士研究生 周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 

硕士研究生 刘俊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硕士研究生 陈英杰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硕士研究生 谢赛赛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硕士研究生 李冠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硕士研究生 胡雯蓉 甘肃省天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硕士研究生 黄华林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硕士研究生 颜丹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硕士研究生 李倩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 

硕士研究生 杨中铭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 

硕士研究生 李亚玲 佛山市顺德区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硕士研究生 顾研 复旦大学 

硕士研究生 胡青青 中国人民银行从化市支行 

 

2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研究生导师指导学生数统计表 

 
导师 指导学生数 

凌江怀 23 

屠新曙 15 

李增福 17 

李庆峰 14 

彭飞 10 

张勇 8 

武艳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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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一览表 

序号 年级 专业 姓名 论文题目 指导老师 

学分是否修

满、成绩是

否通过 

答辩成

绩 

1 2007级 金融学 张淑芳 股利所得税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李增福 通过 良 

2 2007级 金融学 张洪霞 我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波动对外汇储备规模的影响 凌江怀 通过 良 

3 2007级 金融学 徐媛 税率调整对公司所得税负和资本结构的影响——基于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研究 李增福 通过 良 

4 2007级 金融学 刘培培 基于金融心理学的中国股市经济学研究 屠新曙 通过 及格 

5 2007级 金融学 李伟 金融发展、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关系区域差异研究 凌江怀 通过 中 

6 2007级 金融学 朱梦 基于 Fama-French 模型的开放式基金绩效评价研究 屠新曙 通过 良 

7 2007级 金融学 梁丹丹 民营科技产业“C-Z-I”融资模式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凌江怀 通过 良 

8 2007级 金融学 黄维加 大小非解禁的短期市场效应研究——基于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为样本 李庆峰 通过 良 

9 2007级 金融学 蒋瑾 证券市场法制环境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基于 A 股和 H 股的实证研究 彭飞 通过 中 

10 2007级 金融学 周颖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管理研究 凌江怀 通过  

11 2008级 金融学 薄晓旭 基于期权视角的我国创新型封闭式基金定价问题研究 李庆峰 通过 良 

12 2008级 金融学 李玉贤 民营科技产业集群与风险投资问题研究_兼论广东民营科技产业集群融资新思路 凌江怀 通过 良 

13 2008级 金融学 胡雪香 基于博弈论的民营科技产业集群融资优势分析_以广州科学城为例 凌江怀 通过 良 

14 2008级 金融学 丰德民 沪深 300 股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研究 李庆峰 通过 良 

15 2008级 金融学 郑友环 盈余管理：应计项目操控与真实活动操控 李增福 通过 良 

16 2008级 金融学 李文杰 商标权定价研究 屠新曙 通过 中 

17 2008级 金融学 王凯 大股东认购，市场行情与定向增发折价——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彭飞 通过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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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08级 金融学 谢晓闻 基于 PID 控制方法的动态投资组合模型研究 屠新曙 通过 良 

19 2008级 金融学 李颂 IPO 前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研究 李增福 通过 良 

20 2008级 金融学 李杭芝 名义税率变动对实际税负的影响 李增福 通过 良 

21 2008级 金融学 汪明 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研究 李华民 通过 良 

22 2008级 金融学 黄晓轶 股权分置改革、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 彭飞 通过 良 

23 2008级 金融学 李威 民营科技产业信贷融资研究 凌江怀 通过 良 

24 2008级 金融学 曹晓艳 股指期货与沪深 300 指数市场分型结构比较研究——基于 Hurst 指数的分析方法 李庆峰 通过 优 

25 2008级 金融学 单卫 股票市场波动传导的时延分析 屠新曙 通过 良 

26 2008级 金融学 周颖 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管理研究 凌江怀 通过 良 

27 2009级 金融学 林菁 碳配额对英国制造业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 刘纪显 通过 中 

28 2009级 金融学 张印 碳期货与能源股价的关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欧洲能源产业为例 刘纪显 通过 良 

29 2009级 金融学 马岩 战略性新兴产业财税和金融支持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 凌江怀 通过 良 

30 2009级 金融学 郭琳琳 欧洲碳交易市场价格波动研究 屠新曙 通过 良 

31 2009级 金融学 邓文君 我国股票市场与封闭式基金市场的分形结构比较研究 李庆峰 通过 良 

32 2009级 金融学 李娟 税率变动与资本结构调整-基于 2007 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的研究 李增福 通过 良 

33 2009级 金融学 李程妮 融资融券条件下的投资组合问题研究 屠新曙 通过 良 

34 2009级 金融学 郑平 定向增发公告效应，折价动因与增发目的 吴彭飞 通过 中 

35 2009级 金融学 林盛天 国有控股和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基于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角度的实证研究 李增福 通过 良 

36 2009级 金融学 李亚玲 货币政策银行贷款渠道的产业因素分析 张勇 通过 优 

37 2009级 金融学 刘宏 我国创业板 IPO 抑价及定价问题研究 李庆峰 通过 中 

38 2009级 金融学 唐言亮 产权性质、公司治理与股权激励 吴彭飞 通过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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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09级 金融学 曾庆意 
债务契约、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基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

理的研究 
李华民、李增福 通过 良 

40 2009级 金融学 蔡小燕 利用资本市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凌江怀 通过 良 

41 2009级 金融学 刘治凯 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融资研究 凌江怀 通过 良 

42 2009级 金融学 罗小华 资产证券化与金融稳定的关联度分析 屠新曙 通过 中 

43 2010级 金融学 刘俊逸 基于 DSGE 模型的 CER 价格波动研究 刘纪显 通过 良 

44 2010级 金融学 李冠伟 基于 Markov 顾家过程的认股权证定价问题研究 屠新曙 通过 良 

45 2010级 金融学 陈妮 股权控制、多元化经营与投资行为实证研究 彭飞 通过 良 

46 2010级 金融学 谢赛赛 欧盟 EUA 市场与 CER 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研究 刘纪显 通过 良 

47 2010级 金融学 严合进 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判别结论是否具备一致性 彭飞 通过 良 

48 2010级 金融学 李倩 内幕交易对股票量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屠新曙 通过 良 

49 2010级 金融学 陈新明 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程序的演进和 SHIBOR 波动的传递性 张勇 通过 良 

50 2010级 金融学 胡雯蓉 企业规模、资本结构对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影响的对比研究 凌江怀 通过 良 

51 2010级 金融学 胡青青 发型短期融资券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效果分析——基于 DID 模型估计 凌江怀 通过 优 

52 2010级 金融学 陈英杰 中国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研究——基于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关系的视角 凌江怀 通过 良 

53 2010级 金融学 杨中铭 中美股票市场间联动性分析——基于 A 股、港股、美股三个市场的比较分析 李庆峰 通过 良 

54 2010级 金融学 颜丹 利率与银行信贷风险之间的关系——基于银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李庆峰 通过 良 

55 2010级 金融学 顾研 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及其经济后果 李增福 通过 优 

56 2010级 金融学 周婷 
规模、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基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

考察 
李增福 通过 良 

57 2010级 金融学 黄华林 
股票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利益输送问题研究——基于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

下的研究 
李增福 通过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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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专业研究生获奖情况一览表 

 

 

 

 

 

 

 

 

 

 
 

获奖人 奖项 奖项年份 

陈新明 学年评优-优秀研究生干部 2012 

胡青青 学年评优-优秀研究生干部 2010 

游雅丽 学年评优-优秀研究生干部 2011 

欧阳敏科 学年评优-学生工作积极分子 2011 

顾研 学年评优-科研创新先进个人 2010 

游雅丽 思源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 2013-2014 

顾研 国家奖学金 2012 

黄华林 国家奖学金 2012 

胡青青 国家奖学金 2012 

黄华林 曾永裕奖学金 2012 

顾研 学年评优-科研创新先进个人 2011-2012 年度 

游雅丽 学年评优-文体活动先进个人 2011-201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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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华南师范大学金融专业人才实践教学培养情况 

1、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本科专业实习情况一览表 

表一：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专业实习基地情况统计表 

序号 实习基地名称 
所在

省市 
所有制 

实习

性质 
实习方式 接纳专业 

每年接纳

学生人数 

是否签

约 

1 广信财务事务所 广州 私营经济 
毕业

实习 
跟班、顶岗 金融学 15 是 

2 
广州市白云区中

小企业服务中心 
广州 集体经济 

毕业

实习 
跟班、顶岗 金融学 25 是 

3 
广州市运达金融

担保有限公司 
广州 集体经济 

毕业

实习 
跟班、顶岗 金融学 20 是 

 

表二：老师指导学生实习情况统计表 

系 指导老师 实习地点 起止时间 学生人数 天数 

金融系 凌江怀 广州 2012.7.10-2012.8.31 35 50 

金融系 张球 广州 2012.7.10-2012.8.31 30 50 

 

2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一览表 

2013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一览表 

项目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姓名 

校

级 

省

级 

国

家

级 

1 创新训练 大数据服务与云计算应用背景下的广州市云产业聚群化研究 邓永东  √ √ √ 

2 创新训练 
生态经济模式下对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的研究——以增城派潭镇

为例 
杨婷婷  √ √  

3 创新训练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政策实施的绩效分析 ——基于经济学

的视角             
黄丹  √ √  

4 创新训练 微观视角下大学生政治参与度与异质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陈伟梅 √ √  

5 创新训练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与发展——以华南师范大学综合人才

培养实验班为例 
吴婉  √ √ √ 

6 创新训练 自恋型人格对大学生人际交往影响的研究 谭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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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创新训练 
基于工业遗产技术价值保护的旧厂改造研究—以广州珠江啤酒厂

为例 
曾丹娜 √ √  

8 创新训练 广东省 21 地市营商环境现状评估 陈丹丹  √ √  

9 创新训练 政治关联对农业企业多元化经营绩效的影响 陈晓云  √ √ √ 

10 创业训练 “一键旅行”电子商务网站 张华茵 √ √ √ 

11 创业训练 大学城创意自拍照相馆 许佳彤 √ √  

12 创业实践 基于网络的大学生职业测评系统研发与运营 李景梅  √ √ √ 

 

2012 年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姓名 等级 

1 创新训练 
国有企业集团下属企业高管团队特征与创新战略倾向研究——

基于广州药业集团的案例研究 
张杨勋 国家级 

2 创新训练 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创新管理模式研究——基于港澳的比较分析 钟嘉辉 国家级 

3 创新训练 
关于构建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的微博应用模型研究及其有效性检

验:以福建厦门民宿行业为实证研究 
黄翔宇 国家级 

4 创新训练 研究古村落经济转型中的文化优势和对策 辛孙义 国家级 

5 创新训练 城市化、人口聚集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魏云磊 国家级 

6 创新训练 
消费者市场对 shopping mall 商业模式影响探究——以广州大

学城 YH 城的改造为例 
温致岸 国家级 

7 创新训练 基于核心竞争力大学院系绩效管理体系构建:华南师范大学为例 林  彬 国家级 

8 创新训练 超文本阅读中搜索行为对新手认知负荷的影响:从交互记忆视角 陈子江 国家级 

9 创新训练 关于规避标会倒会风险的管理制度设计基于倒会的博弈分析 梁  雅 国家级 

10 创新训练 文化与地方性视域下“城中村”改造新模式的探讨 高权 国家级 

11 创新训练 低碳校园建设研究-----以广州大学城为例 刘沛玲 国家级 

12 创新训练 珠三角地区民营中小企融资状况及其对策 李焕城 国家级 

13 创新训练 传统戏剧在经济转型背景下的生存状况分析 李思婷 国家级 

14 创新训练 广东省产业转移园区用地难的现状、成因与对策研究 邱柯蓝 国家级 

15 创新训练 基础教育阶段班额大小对师生互动情感交流的影响 刘振宇 国家级 

16 创新训练 经济转型时期旅游开发对岭南古村落的影响 洪冬敏 国家级 

17 创新训练 微博社区管理新模式的探究——以新浪微博为例 陈永俊 省级 

18 创新训练 网络口碑对消费者网购决策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麦春燕 省级 

19 创新训练 
我国人力资源咨询企业的发展现状及成长对策研究——基于中

外企业的对比案例 
黄美欣 省级 

20 创业训练 广州启菲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外包项目 陈呈诗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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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姓名 等级 

1 上市医药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产品创新战略绩效研究 张杨勋 国家级 

2 探究原真性保护前提下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模式 唐燕如 国家级 

3 产业转移背景下产业承接地集群形成机制研究 胡韵昕 国家级 

4 技术劳动力短缺的影响因素以及经济效应研究 龙芳 国家级 

5 构建志愿者有效激励机制研究：以广东省高校为例 潘婷 国家级 

6 微博在高校专业课程学习 中的应用研究 张晓岚 国家级 

7 真假表情在面孔识别过程中脑机制的研究：来自 ERP 的证据 周梦妍 国家级 

8 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派系斗争：以国立中央大学易长为例 叶美连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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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南师范大学金融专业学生学术论文发表一览表（2008-2013） 

姓  名 年级 论     文     题      目 学术刊物名称/出版单位/刊号 年/ 期 /号 

朱梦 2007 基金绩效评价的 Fama-French 三因素模型检验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010（01） 

朱梦 2007 论 1929 年美国股市崩盘对中国股市的启示 现代商贸工业 2009（23） 

朱梦 2007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效应时滞分析 现代商贸工业 2009（22） 

黄维加 2007 《大小非解禁对 A 股市场的影响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0（04） 

梁丹丹 2007 股权分置改革后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分析 经济与管理 2008（09） 

梁丹丹 2007 广东省创新型中小科技企业金融支持体系实证研究 商场现代化 2009（14） 

张洪霞 2007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理论述评 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 2009（08） 

蒋瑾 2007 控股股东与公司业绩问题研究述评 中国商界/中国商界杂志社 2009（12） 

周颖 2007 关于如何发展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思考 中国商界 2009（05） 

刘培培 2007 金融危机下连续降息的经济学分析 消费导刊 2009（16） 

张淑芳 2007 金融危机下连续降息的经济学分析 消费导刊 2009（16） 

任培政 2007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效应时滞分析 现代商贸工业 2009（22） 

徐媛 2007 税率调整对我国上市公司实际税收负担的影响 经济科学 2010（03） 

徐媛 2007 税收与资本结构相关性经验研究评述 证券市场导报 2010（06） 

朱梦 2007 历史资产价格泡沫比较及对我国房地产业治理分析 知识经济 2010（01） 

丰德民 2008 Application of RBF Neutral Network in Forecasting of the A-H Premium Index 

Proceedings of China-Canada Industry 

Workshop on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2009: 276-279 2009 

2009（01） 

郑友环 2008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风险分析与模式构建》 《宏观经济研究》 2010（4） 

郑友环 2008 《新时期输入型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研究》 《金融经济》 2008（11） 

郑友环 2008 《新时期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及治理机制》 《时代经济论坛》 2008（11） 

曹晓艳 2008 商品期货与股指期货风险比较分析——基于交易制度的解释 商品与质量 2011（S5） 

李玉贤 2008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博弈论分析及其解决对策 中国商界 2009（12） 

李玉贤 2008 论商业银行决策层的道德风险 时代金融 2010（04） 

黄晓轶 2008 关于过度投资的文献综述 商品与质量 2011（S3） 



 

90 

 

薄晓旭 2008 中国金属期货价格影响因素分析——以 SHFE 铜为例 经济研究导刊 2011（10） 

丰德民 2008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权证定价模型研究 市场经济与价 2011（05） 

李杭芝 2008 关于中小企业网络联保信贷模式的探讨 金融论坛 2010（03） 

李杭芝 2008 中小企业网络联保信贷模式探讨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0（03） 

李威 2008 民营科技产业信贷融资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经营管理者 2011（13） 

郑友环 2008 避税动因盈余管理及其反转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0（08） 

郑友环 2008 “低碳城市”的实现机制研究 经济地理 2010（06） 

郑友环 2008 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方式比较——基于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的研究 财经研究 2010（06） 

谢晓闻 2008 关于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 商场现代化 2010（23） 

王凯 2008 ETF 产品组合与股指期货的复合期现套利机制研究 商场现代化 2010（24） 

李颂 2008 商业银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的经营策略：基于分业经营和风险投资不完善双重约束下的探讨 甘肃社会科学 2010（03） 

李颂 2008 商业银行对科技中小企业贷款方式的研究 华东经济管理 2010（03） 

李威 2008 个体投资者羊群效应的思考 知识经济 2011（01） 

汪明 2008 区域经济中的银行业规模边界研究 财贸经济 2011（08） 

汪明 2008 农业微观功能转变与金融制度安排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0（07） 

汪明 2008 广东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最优金融结构研究 金融教育研究 2011（04） 

单卫 2008 中国、香港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传导的时延分析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02） 

邓文君 2009 我国封闭式基金市场的 R/S 分析 现代经济信息 2012（02） 

张印 2009 促环保、发展循环经济之举措 现代经济信息 2012（02） 

林菁 2009 “低碳”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之战略思考 现代经济信息 2012（02） 

郭琳琳 2009 基于排放成本的碳交易定价研究 商场现代化 2012（03） 

马岩 2009 美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及总结 时代金融 2012（03） 

李娟 2009 税率变动与资本结构调整——基于 2007 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的研究 经济科学 2011（05） 

林盛天 2009 国有控股、机构投资者与真实盈余管理 管理工程学报 2013（03） 

林盛天 2009 化工行业审计风险与防范 当代经济 2012（03） 

曾庆意 2009 债务契约、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 经济评论 2011（06） 

郑平 2009 我国黄金矿业股价与黄金价格及股市行情的关联性分析  当代经济 2012（03） 

李亚玲 2009 银行贷款渠道的产业因素分析 经济研究导刊 2012（04） 

李亚玲 2009 基于产业异质性的银行贷款政策效应分析——来自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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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程妮 2009 融资融券主要研究文献综述 现代商业 2012（06） 

刘治凯 2009 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现状及影响分析 现代商贸工业 2011（24） 

蔡小燕 2009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的障碍 时代金融 2012（03） 

罗小华 2009 资产证券化与金融稳定的关联度分析 时代金融 2012（03） 

刘宏 2009 国内外 IPO 抑价相关理论文献综述及评论 时代金融 2012（03） 

李冠伟 2010 商业银行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的难点分析 中国经贸 2013（05） 

胡雯蓉 2010 企业规模、融资结构与经营绩效——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对比的研究   财贸经济 财贸经济 2013（12） 

顾研 2010 税率变动、破产成本与资本结构非对称调整 金融研究 2012（05） 

顾研 2010 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信贷市场研究 现代商贸工业 2011（05） 

刘俊逸 2010 中国碳排放量与 GDP 间的变动关系：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管理观察 2013（03） 

陈英杰 2010 中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基于 AK 模型的分析 中国经贸 2013（03） 

李倩 2010 内幕交易对公司股价的影响——基于新潮实业等四只股票的实证研究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3（03） 

黄华林 2010 股票定向增发、盈余管理与公司的业绩滑坡——基于应计项目操控与真实活动操控方式下的研究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12（05） 

陈妮 2010 基于 VaR 我国阳光私募基金市场风险研究 时代金融 2013（26） 

颜丹 2010 我国货币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时代金融 2013（09） 

谢赛赛 2010 碳排放期货与美股市间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现代商业 2013（07） 

杨中铭 2010 中国 A+H 股双重上市公司股价差异理论探究 现代商业 2012（26） 

严合进 2010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及对策研究 时代金融 2013（09） 

陈新明 2010 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程序演化和货币市场利率波动的传递性 经济科学 2013（03） 

陈新明 2010 我国货币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时代金融 2013（09） 

陈新明 2010 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程序演化和货币市场利率波动的传递性 南开经济研究 2013（04） 

胡青青 2010 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经营绩效相关分析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1（06） 

游雅丽 2011 股票交易市场操纵判断模型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 2013（15） 

王琴 2011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研究 现代商贸工业 2013（07） 

李长洪 2011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对国内物价的冲击效应——基于不同汇率机制和宏观经济环境的研究 财经研究 2012（11） 

刘万琪 2011 我国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产经评论 2011（05） 

胡青青 2011 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经营绩效相关分析：基于 2003-2010 年广东省上市公司分行业面板数据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6） 

游雅丽 2011 股票交易市场操纵判断模型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 2011（05） 

韦宏 201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适用条件分析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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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南师范大学大学生挑战杯课外学术科研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大赛获奖一览表 

2008-2013 年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大学生“挑战杯”获奖作品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类别名称、等级、时间 

1 三意屋创意 DIY 有限责任公司 
陈梓麟、黄丽仪、邱 峰、温琳琳、谢

锐嘉、詹泽桐、朱倩渝 

第六届全国“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国家级银奖 

2008 年 11 月 

2 三意屋创意 DIY 有限责任公司 
陈梓麟、黄丽仪、邱 峰、温琳琳、谢

锐嘉、詹泽桐、朱倩渝 

第六届广东省“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省级金奖 

2008 年 5 月 

3 简•悦魔幻有限责任公司 
赖莹莹、陆腾飞、徐  兰、 

江  韵、李子颖、梁惠雅、文玉平 

第六届广东省“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省级金奖 

2008 年 5 月 

4 格格堂连锁格子店 
黎贤胜、骆  静、杨东辉、 

钟洁贞、郑汉桂 

第七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省级金奖 

2010 年 5 月 

5 激励、监督与股权代理成本——基于中国企业集团的实证分析 
谢  俊 

汤中文 

第十届广东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省级二等奖 

2009 年 6 月 

6 分享创意派对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李 健、周静文、刘晓莹、陈 涛、 

梁 琳、林  熹、 凌云林 

第七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省级银奖 

2010 年 5 月 

7 
自建还是外包：企业 IT 管理技术治理模式选择分析——基于交易费

用理论范式的分析视角 
冯嘉安、林锡仲 

第十届广东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省级三等奖 

2009 年 6 月 

8 吾之汤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徐文婷 
第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 

2012 年 12 月 

9 高校毕业生工作搜寻行为研究——基于广州地区高校的分析 
黄梓阳、徐韵莹、梁咏诗、 

洪植凯、辛慕容、聂思妍、马劲夫 

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2013 年 10 月 

10 银色浪漫中老年主题摄影有限责任公司 
黄梓阳、谢晓芬、吴凯杨、黄凯凡、熊

挺宇、曾文博、吴梓莹、徐韵莹 

第八届广东省“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省级金奖、国家铜奖 

2012 年 10 月 

11 狮子王皮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吴凯茜、梁君、陈泽丹 
第八届广东省“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省级银奖、国家银奖 

20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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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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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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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五届“挑战杯”华南师范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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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学科竞赛获奖一览表 

 
 2012年第二届广东省高数竞赛： 

          一等奖：黎晓燕 

二等奖：黄楚光、曾文斌 

 华南师范大学第十届数学建模比赛： 

三等奖：原智峰 

 

 2011年第十八届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竞赛： 

一等奖：刘家铭、林伟聪 

优秀奖：李绿凡、黄凯俊 

 

 2012年第十九届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竞赛： 

          二等奖：郑楚周 

          三等奖：黄楚光、林  爽、林燚冉、张境芳 

          优秀奖：黄楚光、许  锋、黄凯俊、林燚冉 

          经管类三等奖：杨嘉聪 

             经管类优秀奖：黎晓燕、曾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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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优势与特色 

（一）华南师范大学金融学（学术型）硕士人才培养方案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院（系）名称 经济与管理学院 研 究 方 向 

学科专业 金融学 

1 银行经营管理 

2 投资理论与风险管理 

3 资本市场理论与投资银行 

学   制 3 年 

4 金融工程 

5 公司金融 

6 国际金融 

培养目标：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德、智、体全面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 

2．拥有扎实的金融理论素养，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3．理论联系实际，培养既能进行金融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具有科学研究和教学能力；又能从事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

保险、公司财务等领域）的实务工作，具有独立的研究、决策和业务活动能力的金融高级专门人才。 

4．熟练掌握运用计算机及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用上述工具从事有关的金融活动。 

培养的主要内容（方式、方法和要求）： 

1、采取导师个人负责与指导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学位课程与学位论文并重，系统专业理论知识学习与科学研究相

结合的培养方法。 

2、每位学生所修的学位课程参见教学计划；选修课程则由学生本人与导师协商确定。 

3、硕士生在入学三个月内，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出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划根据学科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个

人实际，对其课程学习、文献阅读、教学与科研训练、开题报告、学位论文等要求和进度做出计划和安排。 

4、导师指导研究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特别是对现实经济问题调查研究，撰写学术论文，以培养研

究生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倡现代经济学实证方法运用，加强实践环节，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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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研究生教学计划 

院（系）名称 经济与管理学院 学科专业 金融学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拟主讲教师 
各学期教学安排 考

查 

考

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学位课程 

外 国 语 Foreign Language 120 4 
外国语言文学

学院 
√ √      √ 

2 政治理论 Political Theory 74 3 
马克思主义学

院 
√       √ 

3 中级宏观经济学 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60 3 彭文平等  √      √ 

4 中级微观经济学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60 3 董志强、王智波 √       √ 

5 金融学 Finance 60 3 凌江怀 √       √ 

6 投资学 Investments 60 3 屠新曙  √      √ 

1 

选 
 

修 
 

课 
 

程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 40×2 2 程振源等 √ √      √ 

2 现代金融体系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40 2 方兴起  √     √  

3 银行经营管理*Bank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40 2 陈高翔、凌江怀  √     √  

4 货币理论与政策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40 2 张勇、武艳杰   √    √  

5 
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40 2 谢军  √     √  

6 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 40 2 李庆峰   √    √  

7 
金融市场与公司战略 Financial Market and 

Corporate Strategy 
40 2 李增褔、彭飞 √      √  

8 行为金融学 Behavioral Finance 40 2 彭飞   √      

文献综述、读书/学术报告  2 学院 √ √ √ √     

教学实践和科研训练  2 学院  √ √ √     

学 位 论 文   导师    √ √ √   

注:“各学期教学安排”、“考查”和“考试”栏目里用“√”来表示。加*号的为限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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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学任务设计与教师专业实践经历 
 

1.主要专职教师拟承担的授课任务 

姓  名 
年

龄 
职称 

拟承担 

培养任务 

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名称及获得时间 
主要专业实践经历 

凌江怀 56 教授 
承担《金融理论与政策》

授课任务 
 

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教学指导会委员、MBA 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广东分行顾

问专家，梅州市政府顾问专家。 

刘纪显 52 教授 
承担《金融衍生工具》授

课任务 
 

现任民革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

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民革广东省委会

副主委，中山大学金融投资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广州现代经理人研究会会长。 

屠新曙 45 教授 承担《投资学》授课任务  
现任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理事，曾经在大

连商品交易所从事大豆期货产品方案设计。 

陈高翔 48 教授 
承担《金融机构与市场》

授课任务 
 

1.1997 至 2001年在广发银行国际业务部从事

国际结算工作。 

2.2012 年主持美国西佛罗里达大学访问研究

项目:影视版权融资风险控制。 

3.2010 年参与广东省发改委和财政厅委托课

题：广东农村金融改革问题调查研究。 

李增福 43 教授 
承担《财务报表分析》授

课任务 
 

 

 

彭  飞 42 教授 
承担《资产定价与风险管

理》授课任务 
 

1.2012-2013 年赴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金融系

访学，参与该校金融系学生管理基金的投资运

作。 

2. 2009、2010 年参与研究国家开发银行委托

项目：梅州市畲江新城（园）区产业构造及相

关问题研究、潮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第十

二个五年规划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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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峰 41 教授 
承担《量化投资策略与案

例》授课任务 

1.2000 年获证券业

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发行） 

2.2009 年获期货从

业人员资格证书 

1.1997年至 2000 年在国泰君安证券山东分公

司投资银行部从事企业改制与证券发行工作。 

2.2003 至 2005年在广发证券博士后工作站从

事期货投资、企业上市方案设计等工作。 

张  勇 37 教授 
承担《财富管理》授课任

务 
 

1．2003 年在南京银行资金营运部从事宏观经

济与债券投资分析工作。 

2.2013 年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国家开发银行广

东省分行委托项目：肇庆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

系统性融资规划（2013GDCW003）。 

王智波 41 教授 
承担《项目融资与金融租

赁》授课任务 

1.2000 年获中国注

册会计师资格证书 

2.2003 年获证券业

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发行与承销） 

2004至2005年在湖北大信会计事务所从事企

业上市审计工作。 

彭文平 41 教授 
承担《行为金融学》授课

任务 
  

邓顺国 57 教授 
承担《网上支付与网上金

融服务》授课任务 
 

1.现任教育部电子商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广州市电子商务与网络经济学会会长。 

2.出版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专业课程系列教材

《网上创业》、《网上银行与网上金融服务》等。 

谢军 44 教授 
承担《公司金融》授课任

务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佛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林勇 53 教授 
承担《私募股权投资》授

课任务 
 

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人民政府珠三角规划

纲要专家库首聘专家，广东省产业转移竞争性

扶持资金招投标评审专家。 

杨清 56 教授 
承担《金融数据挖掘》授

课任务 
  

程振源 51 教授 承担《金融数值计算》授  2010 年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广州市物价局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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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任务 课题：黄沙水产价格指数编制。 

武艳杰 39 副教授 承担《金融法》授课任务   

易建新 50 副教授 
承担《金融数据挖掘》授

课任务 
  

陈奇斌 46 副教授 
承担《固定收益证券》授

课任务 
  

杨  舟 39 副教授 
承担《金融数值计算》授

课任务 
 

2008 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金融风险管理中心

从事金融衍生产品开发和研究工作。 

熊志斌 36 副教授 
承担《网络金融产品设

计》授课任务 
  

刘  愿 35 副教授 
承担《金融产品设计专

题》授课任务 
  

陈创练 31 讲师 
承担《私募股权投资》授

课任务 
 

目前在招商局集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信贷风

险管理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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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职教师团队主持的部分横向项目一览表（2009-2013 年） 

序

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批准时间 

（计划） 

完成时间 
下达单位 

批准

经费

（万

元） 

1 凌江怀 
肇庆新区新型城镇化建

设系统性融资规划 

2013年 6

月 

2014年

12月 

国家开发

银行广东

省 

分行 

30 

2 凌江怀 

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

系财政扶持政策研究 

2010年 7

月 

2011年

12月 

广东省财

政厅 
10 

3 凌江怀 

产业资本形成机理与广

东“双转移”融资路径设

计 

2011 年

12 月 

2012年

12月 

国家开发

银行广东

省 

分行 

20 

4 凌江怀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金融支持研究 

2011 年

11 月 

2012年

11月 

广东省科

技厅 
17 

5 吴超林 
促进广州市民间投资对

策研究 

2010年 7

月 

2011年

1月 

广州市发

展改革委

员会 

15 

6 屠新曙 
企业知识产权融资服务

研究 

2009 年

11 月 

2010年

11月 

广东省知

识产权局 
5 

7 林勇 
广东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对策研究 

2013年 5

月 

2013年

12月 

广东省发

展与改革

委员会 

20 

8 林勇 

粤港澳合作建设更具综

合竞争力世界级城市群

研究 

2011 年

10 月 

2012年

3月 

广东省哲

学社会科

学 “ 十

二·五”

规划特别

委托项目 

10 

9 林勇 

关于提升广东价格话语

权价格指数编制一期项

目 

2010年 5

月 

2010年

9月 

广东省物

价局和物

价监测中

心 

25 

10 林勇 

深化泛珠三角区域产业

合作促进广东产业转型

升级研究 

2011 年

12 月 

2012年

12月 

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员会 

20 

11 贾丽虹 
广东省排污权交易政策

研究 

2009年 2

月 

2009年

11月 

广东省港

澳经济研

究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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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庆峰 

投资者结构影响期货市

场微观运行结构的实证

研究 

2009年 9

月 

2010年

12月 

广发期货

公司 
0.8 

13 林勇 黄沙水产价格指数编制 
2010 年

10 月 

2010年

11月 

广州市物

价局价格

监测中心 

20 

14 林勇 狮岭皮革价格指数编制 
2011 年

10 月 

2011年

12月 

广州市物

价局价格

监测中心 

19 

15 林勇 
龙湖区现代服务业“十二

五”规划 

2010年 9

月 

2010年

11月 

汕头市龙

湖区发展

和改革局 

7 

16 杨清 鱼珠木材价格指数编制 
2010年 9

月 

2010年

11月 

广州市物

价局价格

监测中心 

19 

17 杨清 新塘牛仔价格指数编制 
2011 年

10 月 

2011年

12月 

广州市物

价局价格

监测中心 

19 

18 杨清 
大涌红木家具价格指数

编制 

2011年 7

月 

2011年

12月 

广州市物

价局价格

监测中心 

30 

19 殷宁宇 
花都区商贸物流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 

2010年 9

月 

2010年

11月 

花都区人

民政府 
15 

20 黄兰秋 知识管理融合模型研究 
2009年 2

月 

2010年

12月 

广东电信

集团有限

公司 

10 

21 贾丽虹 

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民

营科技园知识产权保护

体制与机制研究 

2009年 6

月 

2009年

10月 

广东省科

技厅 
7 

22 邓顺国 
广东省电子商务十二五

规划 

2010 年

10 月 

2011年

1月 

广东省经

信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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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兼职教师拟承担的授课任务及主要专业实践成果 

姓名 年龄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及从事的主要工作 拟承担培养任务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主要工作成果 

石佩晖 52 
高级经济师/

省分行副行长 

在中国农业银行广东分行从

事金融营销、互联网金融业务

等工作。 

金融营销、互联网

金融业务实务指

导工作，承担《网

络金融管理案例》

授课任务。 

高级经济师 

近年主持推动中国农业银行广东分行

与农业电商企业拓展互联网金融服务

业务，使之成为农业银行业务发展的增

长点。 

张铁强 53 
研究员/金融

研究处处长 

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金

融研究处从事宏观经济分析、

货币政策理论和实务研究，以

及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研究等

工作。 

经济金融形势和

政策指导，承担

《金融理论与政

策》授课任务。 

研究员 

近年在《金融研究》、《投资研究》、《上

海金融》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主持中国人民银行重点课题 2

项，有关“境外资本流入中国房地产市

场的影响和对策”、“境内外人民币汇

率衍生产品发展比较研究”、“国有商

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成效评析”、“逆周

期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货币政策体系

优化”等成果，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相关部门的采纳。 

李惠彬 47 
研究员/发展

规划处处长 

在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

规划发展处从事区域经济发

展融资规划、区域性金融中心

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区域金融发展规

划实务指导，承担

《金融法》授课任

务。 

研究员 

近年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模式与制度绩效》、《基于

转型经济：区域发展理论研究与规划实

务》、《区域综合承载力与产业评价计量

研究）等专著 3 部，主持完成 5 项国家

开发银行规划发展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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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真 48 

高级经济师/

人力资源部副

总经理、省行

培训中心主任 

在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从事

人力资源规划、员工招聘选

拔、业绩考核、薪酬福利管理、

激励、培训与开发工作。 

国有大型银行经

营管理实务工作

指导，承担《金融

机构与市场》授课

任务。 

高级经济师 

近年在《国际金融研究》等刊物发表学

术论文 10 余篇，主持“商业银行长效

机制研究”，“珠三角规划纲要与银行

对策研究”，“银行发展战略规划研

究”，“南沙、横琴开发与银行对策研

究”等课题 7 项，调研报告获中国银行

总行优秀论文特等奖1项、一等奖3项。 

林  平 47 

副研究员/营

业管理部副主

任 

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营

业管理部分管综合处（货币政

策与金融稳定）、业务二处（支

付结算业务）和业务五处（外

汇管理）三个处工作。 

中央银行实务工

作指导，承担《金

融企业战略管理》

授课任务。 

副研究员 

近年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银行危机

监管论》、《国际化、工业化、城市化进

程中的金融变迁分析：东莞案例》等专

著 2 部，参与完成 2012 年《珠三角金

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的编

写工作。 

肖  成 57 
研究员/董事

总经理 

在广发期货公司全面负责公

司日常经营决策、发展规划制

定等工作。 

金融机构经营管

理实务工作指导，

承担《投资学》授

课任务。 

研究员 

2002 年 4 月任广发期货有限公司总经

理以来，广发期货市场排名从 70 多位

提升至前 3 位，公司连续十年被评为上

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

商品交易所的优秀会员。主持“证券公

司参与金融期货的模式”等多项研究

课题，编著《市场机制作用与理论的演

变》、《中国期货市场前沿问题研究》等

著作，主持翻译了《期货交易者资金管

理策略》。 

谭小良 48 

高级经济师/

证券投资部门

总经理 

在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从

事从事证券承销、公司并购与

资产重组、公司理财、基金管

理等工作。 

证券承销、公司并

购与资产重组实

务指导，承担《固

定收益证券》授课

任务。 

高级经济师 

近年完成多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承销、

公司并购重组以及结构性投资产品设

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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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新峰 42 
高级经济师/

董事长 

在广州汇理财投资咨询股份有

限公司从事中小商业银行、小贷

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培训、咨

询、战略研究等金融服务工作。 

中小型商业银行、

小贷公司经营管理

实务指导，承担《财

富管理》授课任务。 

高级经济师 

近年主持完成南海农商银行组建贸易

金融中心项目、西宁农商银行战略转型

研究项目。 

 

刘光平 41 

高级经济师/省

分行信贷审批中

心副总经理 

在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分行信

贷审批中心从事信贷审核、风

险控制等工作。 

信贷风险控制实

务，承担《资产定

价与风险管理》授

课任务。 

注册会计师、注册

资产评估师、注册

税务师 

近年主持“广东省污水处理行业信贷

市场分析”、“抵押品价值评估管理体

制透视及实践”、 “文化产业金融服

务业务市场拓展方略”、“小企业审贷

思路方法与实践”等课题。 

邹功达 42 

副研究员/广

发期货公司研

究总监 

在广发期货公司研究从事期

货投资分析研究工作。 

期货投资实务指

导，承担《金融心

理学》授课任务。 

副研究员 

近年直接领导的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

心荣获上海期货交易所 2012 年度优秀

分析师团队奖，在第六届中国最佳期货

经营机构暨最佳期货分析师评选中荣

获 2013 年度中国金牌期货研究所称

号。参与完成“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分

析与完善研究”等多项课题研究，在

《期货日报》等期刊发表“期货公司资

产管理业务发展建议”等数十篇论文。 

蔡世锋 43 
副研究员/高

级分析师 

在广发证券公司发展研究中

心从事证券市场投资、证券公

司风险管理等研究工作。 

证券公司风险管

理实务指导，承担

《中小企业融资

案例》授课任务。 

副研究员 

近年主持“我国证券公司自主创新的

内容与方式”、“证券公司全面风险管

理研究”、“证券监管体制改革研究”

等中国证监会委托重大课题 3 项。 

张万成 37 
高级经济师/

基金经理 

在广发基金公司从事基金管

理与投资工作。 

基金管理与投资

实务指导，承担

《金融产品设计

专题》授课任务。 

高级经济师 

近年在《经济纵横》等国内核心期刊以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等三大报纸发表论文和文章

30 余篇，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

《中国证券市场信用交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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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军 41 
副研究员/基

金经理 

在上海理成资产管理公司从

事私募基金管理与投资工作。 

基金管理与投资

实务指导，承担

《投资学》授课任

务。 

副研究员 

近年在《中国证券报》、《期货日报》发

表论文 10 余篇，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出版译著《商品交易顾问——风险、

业绩分析与选择》。 

谭栩华 38 

高级经济师/

国际业务部副

总经理 

在美国银行广州电子资料处

理中心从事国际结算工作 

金融风险管理实

务指导，承担《金

融危机管理案例》

授课任务。 

跟单信用证专家 
近年从事美国银行国际金融业务风险

控制，建立风险控制方案和操作平台。 

夏剑锋 36 
经济师/资产

管理部经理 

在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从事不良资产收购、处置工

作。 

不良资产处置实

务指导，承担《企

业并购与重组案

例》授课任务。 

经济师 
近年处置江门、茂名、肇庆、湛江等地

银行不良资产 12.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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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相关学科介绍 

1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发展情况简介 

1984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在原教育系设置了心理学专业，开始招收心理

学专业本科生，1985 年 12月经原广东省高教局批准成立心理学系。1999年 12

月心理学系与学校原教育学系、教育科学研究所等合并组建了教育科学学院，下

辖与心理学科相关的二级机构包括心理系、应用心理系、人力资源研究所和心理

应用研究中心。2012 年 7月心理学科从原教育科学学院独立出来，成立了心理

学院。现心理学院包括心理系、应用心理系、人力资源管理与心理测评系、心理

应用研究中心等二级机构。 

一路走来，风雨兼程。从老一辈心理学家的开山铺路到最近 3[1]0年的阔步

前行，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的学科与专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 

1984年我校教育心理学首批获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教育心理学首批

获批广东省重点学科，1997年通过国家立项成为华南师范大学“211 工程”3个

第一层次重点建设的学科之一，1999年被确定为广东省 15个第一层次重点建设

的学科之一，并获批设立广东省特聘教授岗位。 

2001年获批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

用研究中心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省部共建），2002年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获批国家重点学科，2003 年心理学获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003年心理学本科专业被评为广东省第一批名牌专业，2006年心理学科获批广

东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2008年获批“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

地”，2009 年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实验中心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全国心理学界第一个)，2010年心理健康与认知科学实验室获批“广东省

重点实验室”，2012 年心理学一级学科获批广东省第一层次建设攀峰重点学科。 

2010年受广东省政府委托设立“广东省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应急技术研究中

心”，2011 年受广州市政府委托设立“幸福广州心理服务与辅导基地”。“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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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和“广东省心理学会”也均挂靠于我校心

理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在 2009年、

2011年连续两届均排全国第三名（两届的第一、第二名均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 

2 华南师范大学数学学科发展情况简介 

1984 年获批基础数学硕士点；1996，1998 和 2003年分别获运筹学与控制论、

应用数学、计算数学硕士点；2005 年获批数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00 年获得基

础数学博士点。2007 年基础数学学科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学科。2008 年基础数学

学科成为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设岗学科。2008 年，数学学科成为 211

三期建设省级立项重点学科。2009 年获批数学博士后流动站。2010 年获批数学

一级学科博士点；2011 年获批统计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12 年数学学科获批广

东省攀峰重点学科。在 2012 年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华南师范大学数学学

科位列全国 100多所参评数学学科的前 27%（并列第 28名）。 

3 华南师范大学电子商务学科发展情况简介 

电子商务系成立于 2002年，并于 2003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现有教师 15名，

其中教授 3名，副教授 6名。电子商务专业培养有较高素质和较强的技术应用能

力的从事电子商务工作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除了加强学生的电子商务基本技能

和技术素养外，还结合互联网的创新创业教育，培育学生良好的互联网商业模式

创新思维和素质，为各大知名网站和各行业的互联网应用输送更高素质的专门人

才。 

系主任邓顺国教授是原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移动商务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广州市电子商务与网络经济学

会会长、广东省科技情报学会常务理事。主讲《电子商务概论》、《网上创业》

等课程，近几年主编和参编了《电子商务概论》、《网上银行与网上金融服务》、

《2001 年中国信息产业发展报告》、《网上创业》、《电子商务运营管理》、

《网络广告实务》和《网络经济学》等多部著作；在《人民日报》（理论版）、

《中国经济周刊》等报刊上发表“积极利用互联网推进党建工作”等多篇文章； 

2010年作为主持人之一承担广东省经信委课题“广东省电子商务十二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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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条件 

1.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条件 

华南师范大学具有坚实的金融学专业教学软硬件基础，除了雄厚的教学师资队伍

外，学院还拥有优越的教学硬件条件，包括实验设施、图书资料等。 

1）硬件设施 

华南师范大学高度重视金融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现已建成如下设施： 

基本教学设施：（1）多媒体专用教室 10 间，共 1000 平方米，500 个座位；

（2）案例分析室 4 间，每间约 20～25 个座位；（3）演讲报告厅、沙龙室等 3

个，分别为 300 座、50 座、30 座。配备有投影仪或等离子电视、音响、无线话

筒、电子光笔等教学用具，提供无线接入校园网服务。（4）为教师配备了工作室

或工作间 50 余间，中小型研讨室 5 间，工作电脑人均 1 台，教学硬件条件支撑

有力。 

实验教学设施：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依托的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目前拥有 1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实验室，拥有专

业实验室 7个，分别如下：     

（1）ERP实验室（面积 131平方米），设备配备：沙盘 6套，微机 5套，投

影设备 1套；主要软件：用友 ERP U8系统；提供 ERP沙盘实战模拟演练，银行

业务模拟。（2）证券分析实验室（161 平方米），设备配备：微机 84 套，LED 显

示屏 1个；主要软件：钱龙证券金融交易教学系统（证券、期货、外汇模拟交易

系统）采用与市场同步的真实行情资讯，搭建金融管理实验平台，提供金融管理

模拟环境，提高学生的业务实践能力。（3）人力资源管理实验室（85 平方米）

设备配备：微机 25 套；主要软件：实用人才素质测评系统；可提供人员素质测

评练习。（4）综合实验室（面积 138 平米）设备配备：微机 80 台，多媒体教学

设备 1套；主要软件：用友 ERP U8，CSMAR 数据系统 4.0，人才素质测评系统，

世格外贸教学软件，SPSS12.0，SAS9.1.3 等；该实验室为综合实验室，可提供

企业管理实务练习，企业业务流程管理模拟，人员素质测评以及经济数据分析等

实验课程。（5）电子商务实验室（126 平方米）设备配备：微机 80 套，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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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备 1套；主要软件：电子商务教学模拟平台，SQL server2000，Macromedia 

dreamweaver MX、Flash MX，Photoshop7.0；可提供网站开发，电子商务案例分

析，网络支付与结算实践。（6）经济分析实验室（130平方米）设备配备：微机

72套主要软件：Eview5.1，SPSS 12,SAS 9.1.3，Mathematica5.2，色诺芬数据

库；提供多种统计分析软件，建立经济计量分析的环境，提高学生利用数据进行

分析和管理的能力。（7）物流管理实验室（61平方米）设备配备：微机 28套；

主要软件：络捷斯特物流管理系统；可提供物流管理流程模拟。 

附表一  现有重要实验平台一览表 

序号 平台名称 实验室面积 研究人员数 备注 

1 
经济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07 年获批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530 81 

主要承担金融、证券、物流

等学科实践教学任务 

2 
经济行为科学实验室（2013 年获批广东

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 
200 24 

主要开展行为经济学、实验

经济学、神经经济学等新

兴、交叉学科的研究实验 

 

附表二  现有主要仪器设备一览表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单价（万元） 购进时间 设备状态 

1 钱龙证券投资分析软件 钱龙 F10 1 14.9 2009 良好 

2 台式电脑 联想 M820E 84 0.556 2009 良好 

3 应用软件 CSMAR 数据库 1 19.8 2009 良好 

4 应用软件 世华财讯－金融实验室 1 13.8 2009 良好 

5 台式电脑 联想 M820E 81 0.43 2009 良好 

6 劳动与社会保险软件 AP100162 1 5.6 2010 良好 

7 UPS 山特/C10KS 1 0.758 2011 良好 

8 金融数据库 万得资讯金融终端 1 19.38 2012 良好 

9 服务器 联想万全 T350  G7 S5506 3 1.2 2012 良好 

10 电子沙盘 用友商战实践平台 1 11.748 2012 良好 

11 高级财务会计实训平台 财会税务教学软件 1 0.1968 2012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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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眼动仪  1 部 80 2003 良好 

13 脑功能磁共振成像设备  1 部 56 2005 良好 

14 
动态脑电仪系统、生物反馈与

心理训练仪 
 1 批 46 2007 良好 

15 

ERP 事件相关电位脑电仪、第

二代眼动仪系统

EyeLink1000、行为观察和识

别系统、数字录音系统、音乐

疗法系统、统计软件 SPSS12.0 

 1 批 232 2006 良好 

16 

ERP 脑电仪系统、 

认知生物设备、 

脑功能磁共振成像仪 fMRI 

 1 批 2143 2009 良好 

17 

心理学实验教学软件系统、心

理测评系统、心理档案系统、

教学 ERP 系统 

 1 批 60 2009 良好 

18 服务器 联想万全 T350  G7 3 4．52 2009 堪用 

19 软件 Eviews5.1 1 4．5 2006 堪用 

20 软件 用友 ERP U8 1 0.8 2006 堪用 

21 软件 物流管理模拟系统 1 20.68 2008 良好 

附表三  实验室拟新增设备一览表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单价（万元） 

1. 台式电脑 联想 M4350(i5 3470/4GB/1TB) 60 0.52 

1.1 台式电脑 联想 K430(锋行 KING 豪华版) 60 0.6 

2. 电脑桌凳 电脑桌凳 60 0.09 

3. 服务器 联想 万全 T350 高配置版 1 3 

4. 网络设备－交换机 锐捷网络 RG-S2952G-E 1 1.5 

5. 路由器 锐捷网络 RG-NBR1200 1 1.3 

6. 服务器机柜 金盾 ND6842 1 0.6 

7. 线材 相关线材  0.3 

8. 录播设备 整套设备 1 16.5 

9. 录播软件  1 2 

10. 话筒 无线话筒 1 0.5 

11. 无线话筒接收机  1 0.2 

12. 投影仪 Panasonic FD400 1 3.5 

13. 幕布  1 0.2 

2）图书资料 

目前，我校经济学图书分馆和经济管理学院图书资料室拥有专业图书资料

48.5万余册，中文数据库 5个，外文数据库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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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总量 

（万册） 
45.96 

中文藏书量

（万册） 
41.61 

外文藏书量

（万册） 
4.35 

中文期刊    

（种） 
162 

外文期刊    

（种） 
28 

数据库 

（种） 
23 

中文电子图

书（万册） 
3 

外文电子图书

（万册） 
0.5 

中文电子期刊

（种） 
260 

外文电子期刊

（种） 
63 

 

2.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实践基地情况 

1）2003 年 3 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建

立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10 至 20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和社会

调查，实习学生了解并参与了证券公司的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

方面实务，允许实习学生列席证券公司的工作例会，参加市场推广、市场策划等

活动。 

2）2005 年 9 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深圳银雁金融配套服务有限公

司合作建立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10 至 20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

究和社会调查，实习学生充分了解金融外包服务过程中金融物流、数据处理、网

点管理、风险管理、文档管理、现金管理等实务，并参与若干个金融外包服务项

目管理，对于优秀实习学生给予实习岗位待遇。 

3）2008 年 4 月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与珠江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建立实

践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2 至 6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实习学生了

解期货公司的期货投资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实务，并被吸纳参加期货交易所、

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等委托课题的研究工作。 

4）2008 年 12 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广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合作

建立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2 至 5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和社会

调查，实习学生了解参与了该期货公司的期货投资管理、市场营销管理等方面实

务，参加期货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等委托课题的研究工作。 

5）2010 年 5 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合作

建立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3 至 5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以使

实习学生了解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贷债租证”综合金融服务模式与实务，并参与协

助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系统性融资规划编制工作的研究。 

6）2012 年 9 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广州市白云区中小企业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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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金融服务部合作建立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10-20 位实习学生

的课题研究，为实习学生提供条件了解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小企业信贷审批流

程、信用评级、贷款风险管理与控制等实务，并参与若干个中小企业贷款项目管

理工作，对于优秀实习学生给予实习岗位待遇。 

7）2009 年 10 月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合作建立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13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

包括了解国泰安公司金融数据挖掘、客户管理等实务，对于优秀实习学生给予实

习岗位待遇。 

8）2010 年 4 月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与广州方舟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

司合作建立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20 至 30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

究和社会调查，实习学生可参与该公司的数据库管理、品牌管理、营销管理等实

务。 

9）2013 年 12 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作

建立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每年接受 5 至 10 位实习学生的课题研究和社

会调查，实习学生可参与基金公司的行业分析、宏观策略分析、债券市场分析等

研究工作，允许实习学生公司参加投资分析例会、市场推广、市场策划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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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省级实验示范中心简介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始建于 1997 年，在学校大类招生的

环境下，配合经济学、管理学类本科教学工作的深入展开，经济学、管理学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下设 ERP 实验室、经济分析实验室、证券分析实验室、电子商务

实验室、人力资源管理实验室、物流管理实验室及综合实验室，2007 年获批广

东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中心主要面向我院经管类本科生业和部分硕、博士生开展实验教学服务，同

时辐射全校部分辅修经管专业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和第二课堂一体化教育服

务。07 以来，新增实验课程 17 门，年均实验人数 2154 人，实验人时数 97740；

依托中心，学生获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21 项，本、硕、博学生公开发表论文 459

篇，本科生在 C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2 篇，硕士生在 C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篇，3 篇经济类论文被评为广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获“挑战杯”国家

金奖银奖各一项，获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创业”挑战赛二等奖。

中心教师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96 项、教研项目 11 项，在 SSCI、CSSCI 检

索期刊上发表论文 360 篇，获省部级以上成果奖 27 项，获教学成果奖 10 项，主

持省级精品课程 3 门，主编实验教材 5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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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证券分析实验室为解决金融证券投资行业的特殊性和人才需要的操作

性之间的矛盾，实验室利用国际先进的金融模拟实验软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可以

模拟国内及香港证券市场、国内及国际期货、国际外汇市场的实验系统，并建立

有基于实时行情的模拟交易平台，结合教师教学的实际情况，只要给学生设定任

意金额的虚拟资金账户，便能与国内的深沪股市、香港股市、乃至伦敦、纽约股

市相连，根据实时行情进行撮合成交，并能将学生的模拟实际操作与教师的分析

点评结合起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投资决策能力，更好地满足教学与实验的需要。

针对当前外贸教学的特点和难点，实验室采用南京世格软件的外贸教学系列解决

方案，涵盖了教学资源、教学课程、练习和专业实习。它包括：SimTrade 外贸

实习平台、外贸实务教学系统、外贸考试系统和外贸单证教学系统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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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李永杰教授，曾任学校副校长，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和管理

工作，发表论文 70 余篇，出版专著、教材 18 部，主持完成国家、省级科研、教

学课题 30 余项，从事教学管理 30 余年，具有丰富的实验教学管理经验。中心目

前有专职人员 81 人，其中正高、副高职称人员比例分别为 44.4%、34.6%，博士

人员比例达到 72.8%。中心办公室配备 7 名专职实验教师和实验员，负责协助专

职教师开发和设计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课程，做好中心实验网络及其资源的建设

与维护工作。近年来，实验教师 1 人获“南粤优秀教师”，1 个团队获校“教学

团队”，5 人获校“教学名师”，9 人获校“教书育人”。 中心教师的学生评教平

均成绩达到 90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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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候选教师一览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实验教学工作年限 

王智波 男 1972.1 博士 教授 6 

刘纪显 男 1960.02 博士 教授 6 

刘愿 男 1977.1 博士 副教授 6 

林勇 男 1960.1 硕士 教授 6 

殷宁宇 男 1973.5 博士 讲师 6 

彭文平 男 1974.3 博士 教授 6 

温雪莲 女 1979.1 博士 副教授 4 

王正虎 男 1971.12 硕士 讲师 6 

邓于君 女 1974.1 博士 教授 6 

张勇 男 1976.1 博士 教授 6 

张球 男 1969.12 博士 讲师 6 

李庆峰 男 1972.4 博士 教授 6 

陈创练 男 1982.12 博士 讲师 3 

陈高翔 男 1964.9 博士 教授 6 

武艳杰 女 1972.4 博士 副教授 6 

凌江怀 男 1957.1 硕士 教授 6 

屠新曙 男 1968.5 博士 教授 6 

彭飞 男 1971.4 博士 教授 6 

曾庆鹏 女 1968.2 硕士 讲师 6 

刘善敏 男 1972.1 博士 副教授 6 

刘焰 女 1966.6 硕士 副教授 6 

张汉兰 女 1954.1 学士 研究员 6 

张程睿 男 1973.1 博士 副教授 6 

肖健 男 1981.8 博士 讲师 5 

周传丽 女 1963.3 硕士 教授 6 

聂新军 男 1973.3 博士 副教授 6 

程振源 男 1962.10 博士 教授 6 

王忠 男 1968.7 博士 教授 6 

朱琪 男 1971.2 博士 教授 6 

李增福 男 1968.7 博士 教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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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华南师范大学创业学院简介 

华南师范大学创业学院成立于 2009 年 5 月，是广东省内高校第一个创业学

院。学院秉承“开放、实操、效果、可持续”的工作理念，面向全校研究生、本

专科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创业学院院长由学校党委副书记王左丹担任。现有师

资百余人，含教授、博士等，其中 40 人具备 KAB、SYIB 资格证；迄今，已聘

任 50 余名企业家作为校外创业导师。现开设创业课程 20 余门，修读学生 5000

多人次；开展创业教育讲座、论坛数十场，受益学生超过 20000 人次；同时开设

创业教育网络课程、青年创业特色班，并与政府相关部门开展创业培训。 

 

 

 

为了更好地开展创业教育工作，陆续设立了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创业教育

教研室、创业课程课程组、创业导师联谊会、创业基地管理委员会、创业先锋俱

乐部等一系列支持机构，以创业学院为核心，根据政策指导、科研、课程、导师、

基地、学生工作等功能划分，形成合作分工，资源共享的科学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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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教研室活动照片——备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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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导师联谊会揭牌仪式     党委副书记王左丹带队探访创业导师 

 

 

 

 

黄楷胤教授受邀至创业导师企业考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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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先锋俱乐部授牌及授旗仪式    创业先锋俱乐部现场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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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

养保障体系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采取全日制学习方式，学制 2.5年，其中

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 6个月。根据华南师范大学的特色和优势，结合中国金融行

业需求，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项目拟设置四个专业培养方向及其课程体系，包

括（1）金融机构运营与管理；（2）金融工程与产品创新；（3）数量金融与量化

投资；（4）网络金融营销与服务管理。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采取灵活多样的培养方式，拟推行学校与金融机构、产业

部门的联合培养。成立校企联合导师组，构建“双师型”的师资结构，形成一支

既有较高学术涵养，又有明显职业背景、丰富实践经验和较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的导师队伍。鼓励教师在讲授课程核心内容基础上，注重培养学员分析能力和创

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综合采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

等多种教学方式。为保证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华南师范大学计划设

立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1）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是：根据

国家政策和学校实际情况，负责制定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发

展战略；负责制定专业学位的招生计划及培养方案、质量标准、工作程序等规章

制度，解决教学中的重大问题。 

（2）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负责学校金融硕士专业学

位教育教学的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主要职责是：制定培养目标、工作方案和教

学计划，整合全校的教育教学资源，组织实施专业硕士的教学工作，承担学生思

想管理。 

（3）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委员会。负责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评议

及指导工作。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委员会以委员会成员会议形式开展工作。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领导小组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

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

士专业学位委员会 

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

业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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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开展金融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的培养工作，通过听课、访谈、问卷等方式对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进

行评价监督，经研究提出改进意见，以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该委员会由校内教

授和实务部门金融专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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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名称：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委员会。 

第二条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委员会是华南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下属

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对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的申请与授予进行表决。 

第三条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委员会以委员会成员会议形式开展工作。 

第四条地址：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文科楼 2 栋。 

 

第二章 

第五条委员会工作活动的内容： 

（一）负责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申请工作； 

（二）负责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评审工作； 

（三）负责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答辩委员会的组成； 

（四）负责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质量检查与监督； 

（五）负责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的表决； 

 

第三章 

第六条委员会的组成： 

（一）委员会由委员会主任和 8 名委员组成； 

（二）委员会主任一般由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担任，委员由经济与

管理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金担任。 

（三）委员会秘书由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秘书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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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名称：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第二条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是华南师范大学下属

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对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学工作进行指导。 

第三条在业务活动范围内，接受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领导小组的

工作指导和管理，对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教学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 

第四条地址：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文科楼 2 栋。 

第二章 
 

第五条委员会工作活动的内容： 

（一）负责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方面的指导工作； 

（二）负责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学计划的审定； 

（三）负责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上岗教师的招聘； 

（四）负责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学工作的质量检查与监督； 

（五）负责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材编写的选题和书稿的审查； 

（六）负责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优秀教师和学生奖励的评审。 

第三章 
 

第六条委员会的组成： 

（一）委员会由委员会主任和 8 名委员组成； 

（二）委员会主任一般由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担任，委员一般由学

术造诣深，教学水平高的校内专业教师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其中，金

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为 3 人。 

（三）委员会秘书一般由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秘书担任。 

第四章 
 

第七条委员会成员享有下列权力和责任： 

（一）对所研究的有关问题有建议权和表决权； 

（二）对委员会的工作有批评权和监督权； 

（三）积极参加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活动； 

（四）积极努力地完成委员会交给的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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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加强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学籍管理，保证研究生

培养工作顺利进行，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报到与注册 

第一条  经全国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由我校录取的金融硕

士专业研究生必须持录取通知书，按规定日期到校报到﹑办理各项手续后，并缴

纳学费，取得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学籍。因故不能按期报到者，必

须事先凭有关证明，向金融硕士专业管理中心办理请假手续，请假一般不超过两

周。未经请假超过两周或逾期不报到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并报上级主管部门

备案。 

第二条  新生入学第一周，应持研究生证到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办公室办

理注册手续。不能按期到校注册者，须事先向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办公室提交

书面请假申请。未经请假，按旷课处理。无故逾期两周不注册者，按自动退学处

理。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应于第一学期开学（或入学）注册时按规定缴清学费，

否则一律不予注册。 

第三条  研究生证是在校研究生表明身份、参加学习和其他活动的重要凭

证。研究生证不得擅自涂改，不得随意转借他人。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享受火车

票半价优惠。研究生证遗失后，本人应立即向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申请补发。

因毕业（结业、肄业）、退学等原因办理离校手续时需将研究生证交回学校。金

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学制为 2.5年，一般不予延长。因特殊情况经金融硕士专业教

育中心同意延期的，学制延迟不得超过两年。 

第二章  考勤与考核 

第四条  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上课时要遵守课堂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

旷课，遵守课堂纪律。 

第五条  实行签到制度，凡每门课程缺课（含准假在内）累计在 1/3以上者，

其课程的平时考核成绩为零分。 

第六条  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要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或学校组织的各项

活动，无故不到者，按旷课论处。因故不能出勤者，必须事前将书面请假条交至

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办公室，无特殊情况时，口头请假无效。 

第七条  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应认真完成教师布置的各类作业，按规定参加

考试或考查。因故不能参加考试者，须向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提出缓考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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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同意后参加各种考试，如有作弊行为，将根据有关规定

给予纪律处分。 

第八条  课程考核方式从测验、考试（包括口试）、作业、上机操作、课堂

讲座、案例分析、专题报告、文献阅读等任 1 或 1＋x 方式评定。课程成绩不合

格者（核心课成绩低于 75 分，方向必修课及选修课成绩低于 60 分），可以申请

重修重考。在校最长年限内，所修课程允许重修一门。 

第三章  休学、复学与转学 

第九条  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因公务出国或其他特殊情况不能坚持学习，须

提交《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休学申请表》，经工作单位证明，金融

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审核同意后，准予休学。 

第十条  休学期限以年为单位，期满后不能复学者，可继续申请休学，休学

时间累计不得超过两年。休学期满的研究生要办理申请复学手续，应在学期结束

前两周向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提出复学申请。休学期满，在开学三周内未申请

继续休学或休学期限累计两年仍不能复学，作为退学处理。休学研究生的学习年

限可以相应延长。 

第十一条  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不办理转学或转专业。 

第四章  退学与取消学籍 

第十二条  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予以退学： 

1、按本工作细则第一章、第三章规定应予以退学者。 

2、本人因各种原因申请退学者。 

第十三条  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取消学籍： 

1、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课程考试有两门以上（含两门）不及格。 

2、有一门学位课程重考仍不及格者。 

第十四条  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

籍处分： 

1、考试作弊或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影响恶劣者。 

2、经查实靠徇私舞弊考取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者。 

3、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 

第十五条  对退学的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由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审核

后，报主管校长批准，可发给相应的已学习课程证明。 

第十六条  经批准退学的，不得申请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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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奖励与处分 

第十七条  对品学兼优或某些方面表现突出的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经评定

后采取通报表扬，颁分荣誉证书等方式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可视情节严重按学校相

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详见《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违纪处分条例》 

第六章  毕业﹑结业、肄业 

第十九条  经全国统一招生的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完成金融硕士专业培养

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修满总学分，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

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授予金融硕士学位，颁发

学位证书。 

第二十条  经全国统一招生的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完成金融硕士专业研究

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修满总学分，虽然如期完成学位论文但

答辩未通过者，发给结业证书。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在规定期限内修改论文并通

过答辩者，换发毕业证书，毕业时间按换发日期填写。经全国统一招生的金融硕

士专业研究生完成金融硕士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修满总学

分，虽然如期完成学位论文但答辩未通过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在规定期限内

修改论文并通过答辩者，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授予金融硕士学位，颁发

学位证书。 

第二十一条  经全国统一招生的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在校学习满一年以上

退学且修满 20学分者，发给肄业证书。 

第二十二条  毕业、结业、肄业证书遗失或损坏的，经本人申请，学校核实

后出具证明书。 

第二十三条  毕业、结业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使用国家统一印制的证书。肄

业证书学习证明由我校印发。 

第七章 学位论文申请与答辩 

第二十四条 修满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规定学分后，可向金融硕士专业教育

中心申请进入学位论撰写阶段。 

第二十五条 为保证学位论文写作的规定性及有效性，在论文撰写之前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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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将为学生进行一次论文开题报告。 

第八章 其它 

第二十六条 因学生个人原因中断学习（出国、调动工作及退学，取消学籍、

开除学籍等），其所交的学费（包括预交的学费）按学校有关财务制度办理。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起实施，其它有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

以本规定为准。 

本办法由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负责解释。 

（四）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违纪处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管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和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建设文明校园，教育广大学生严于律己，遵纪守法，根据《高等教育法》、《高

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精神，结合我校实特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具有华南师范大学正式学籍的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 

第三条 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

性准确，处分恰当；应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坚持教育与处分相结合原则，

坚持学生的申诉权保障原则。 

    第四条 学生在校外参加教育实习、考察、社会实践、挂职锻炼等社会活动

中有违纪行为，参照本条例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章 处分种类和运用 

    第五条 学生违反校纪校规，视情节轻重，悔改表现，给予下列之一的处分： 

    （一）警告； 

    （二）严重警告；  

    （三）记过； 

    （四）留校察看； 

    （五）开除学籍。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一）故意造成调查困难，制造障碍，妨碍调查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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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校期间已受过处分。 

    （三）对检举揭发人、证人或工作人员威胁恐吓，打击报复。 

    （四）发生群体性违纪事件的为首者或组织者。 

    （五）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一）主动交待违纪错误，如实坦白违纪事实。 

    （二）主动提供情况揭发他人违法违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 

    第八条 经司法鉴定为限制责任能力者，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 

    第九条 受处分者，附加给予下列限制： 

（一）不得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和学校贷学金，本学年内不得评定奖学金及各

种荣誉称号。  

   （二）已获奖学金者，停止发放未发的奖学金。 

   （三）开除学籍的学生，其善后问题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处理。由学校发给

学习证明。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离校，户口退回家庭户籍所在地。  

                      第三章 违纪行为和处分 

第十条 有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行为，组织、策划、实施煽动闹事或扰乱

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组织非法集会游行，破坏安定团结者，给予以下处分：        

（一）情节轻微，经教育能改正者，给予记过或者留校察看处分。 

（二）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或经教育不改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一条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受到司法、公安部门处罚者，给予

以下处分： 

   （一）被处以治安警告或治安罚款者，根据情节，可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

校察看以下处分。 

   （二）被处以治安拘留者，给予记过或者留校察看处分。性质恶劣的，给予

开除学籍处分。 

   （三）被司法机关处以罚金者，给予记过或者留校察看处分。 

   （四）被公安机关劳动教养者，被司法机关剥夺政治权利、判处管制以上刑

罚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二条 损害校园文明建设，扰乱正常的校园秩序、社会公共秩序者，视

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以下处分： 

   （一）破坏绿化、环境卫生、公用设施，违反学校有关公共场所管理规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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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二）违章用电、用火、用危险品者，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三）无理取闹，妨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察看

以下处分。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掷砸物品，不听劝阻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

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五）酒后肇事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六）恶意拨打特种紧急电话及学校急用值班电话者，给予警告以上，留校

察看以下处分。 

   （七）制造、散布谣言或故意捏造事实，作虚假陈述，混淆事实等，给予警

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八）携带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物品进入校园者，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

以下处分。 

   （九）违反学生公寓管理规定，容留校外人员在学生宿舍住宿者，给予警告

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十）利用网络煽动非法游行、集会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严

重后果者给予记过或者留校察看处分。 

    第十三条 违反校园管理规定，组织各类营利性活动或违章设摊者： 

   （一）未经批准，在校园内组织、代理旅游业务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引发事端者，给予记过处分，造成严重后果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二）未经批准，设摊设点或组织各类营利性活动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屡教不改或造成严重后果者，给予记过或者留校察看处分。 

   （三）乱贴或散发商业性宣传品，经教育不改者，给予警告以上，记过以下

处分。  

第十四条 以各种手段非法占用国家、集体和个人合法财物者： 

（一）偷窃初犯者，作案价值不足 600 元，且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作案价值在 600元以上，不足 1000元，或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

处分，作案价值在 1000元以上，不足 3000 元，或情节严重的，给予留校察看处

分，作案价值在 3000 元以上，或情节恶劣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屡次作案者，

从重处分。 

   （二）诈骗公私财物 4000元以下、侵占公私财物 10000元以下、抢夺公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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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1000 元以下、敲诈勒索公私财物 1500 元以下者，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

下处分。 

   （三）偷窃公章、保密文件、档案等物品者，视其情节，给予留校察看或者

开除学籍处分。 

   （四）盗用他人或单位帐号、各类通讯卡帐号和密码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

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五）为作案者放哨，提供信息、作案工具或进行掩盖、窝赃者，给予警告

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第十五条 损坏公私财物者： 

   （一）过失损坏公私财物，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危害的，除赔偿损失外，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二）故意损坏公私财物，除赔偿损失外，视情节轻重及造成的危害程度，

给予警告以上，记过以下处分。 

   （三）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给予留校察看或者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六条 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者，视情节轻重，给予以下处分： 

（一）虽未动手打人，但用言词侮辱或其他方式触犯他人，引起事端或激化

矛盾，造成打架后果者，给予警告处分。 

   （二）动手打人未伤他人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记过处分；致他人轻微伤者，

给予记过或者留校察看处分；致他人轻伤但未受刑事处罚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致他人重伤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三）策划、怂恿他人打架斗殴，未造成打架后果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记

过处分；造成打架后果者，视其情节，给予记过或者留校察看处分。 

   （四）故意为他人打架提供凶器，未造成伤害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记过处

分；造成伤害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五）结伙斗殴者，从重处分。 

   （六）其他参与者，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记过以下处分。 

   （七）在调查处理打架事件过程中，故意提供伪证，妨碍调查处理工作正常

进行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第十七条 参与赌博或变相赌博者，或为他人提供赌博场所、赌资或赌具者，

根据其错误的具体情节，给予以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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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赌博场所、赌资或赌具者，给予警告以上，记过以下处分。 

（二）初犯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三）屡犯者，给予留校察看或者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八条 制作、复制、传播或者聚众观看淫秽、封建迷信及其他有害的物 

品者，视情节轻重，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第十九条 吸食毒品者，视情节轻重，给予留校察看或者开除学籍处分。 

第二十条 发生不正当性行为，造成不良后果者，给予记过或者留校察看处 

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消防安全管理法规、条例，擅自动用、损坏消防器材、设

备者，除赔偿损失外，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引起火警者，除赔偿损失外，

给予记过或者留校察看处分；造成火灾者，除赔偿损失外，视情节轻重，给予留

校察看或者开除学籍处分。 

    第二十二条 侵犯、损害他人正当权益及人身安全，损害国家、集体利益者： 

   （一）盗用组织或他人名义为己谋私利者：(1)盗用单位或他人名义为己谋私

利者，除赔偿经济损失外，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2)盗用他

人名义冒领他人钱物者，除返还冒领的钱物外，给予记过或者留校察看处分。 

   （二）伪造、贩卖各类证件、印章和证明文件、材料，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

方法来达到个人目的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留校察

看或者开除学籍处分。 

   （三）恶意骚扰、恐吓、威胁他人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

分。 

   （四）侮辱、诽谤、陷害、诬告他人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

处分。 

   （五）隐匿、毁弃或私自开拆他人邮件、电报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

察看以下处分。 

   （六）泄露国家和学校机密者，视情节和后果，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察

看以下处分。 

    第二十三条 网络违纪者： 

   （一）盗用他人 IP地址、网络帐号与密码，进入、窃取或破坏他人信息系统

者，给予警告以上，记过以下处分。 

   （二）利用校网非法营利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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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蓄意制作和传播病毒、垃圾邮件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四）私设代理、私接外网等破坏校网安全防卫系统，攻击、破坏公共网络

服务设施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造成网络及管理系统等毁坏者，给予开除学籍

处分。 

   （五）利用网络煽动非法游行、集会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严

重后果者给予记过或者留校察看处分。 

    第二十四条 作伪证者： 

   （一）违纪事件目击者故意作伪证，并造成调查困难者，给予警告以上、记

过以下处分。 

   （二）违纪事件参与者故意作伪证，从重处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教学管理规定，旷课或擅自离校、教育实践环节擅自离岗

者：  

   （一）累计 3天以上，不满 1周，给予警告处分。 

   （二）累计 1周以上，不满 2周，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三）累计 2周以上，不满 3周，给予记过处分。 

   （四）累计 3周以上，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第二十六条 考试作弊和违反考场纪律者： 

   （一）夹(携)带与考试课程内容相关的物品，在考试用桌上或身体上涂写任

何与考试课程内容有关的文字和符号、违规使用电子工具和通讯工具、抄袭他人

试卷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有意将自己试卷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让

他人抄袭、报对答案及传递纸条、试卷、答卷、草稿纸、交换试卷或考位、借故

暂离考场或用其他手段的作弊者，给予记过处分。 

   （二）在开卷考试中，携带禁止的资料或工具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采用其他考试形式中出现抄袭行为，对于抄袭者和主动提供抄袭者给予严重警告

或者记过处分。 

   （三）替他人参加考试或由他人代替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及其他

作弊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四）窃取试卷、偷改分数等再次出现考试违纪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五）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考试开始

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发出后继续答题，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

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在考场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影响考场秩序，未经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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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将试卷、答案、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

出考场，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号

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违反考场纪律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 

    第二十七条 在进行科学研究及撰写论文、报告中，弄虚作假，或剽窃他人

成果，情节较轻者，给予记过或者留校察看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开除学籍处

分。 

    第二十八条 屡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者，给予开除学

籍处分。 

    第二十九条 留校察看期为半年或者 1年。受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在察看

期间有明显进步表现，察看期满后，可按期解除留校察看；有立功表现的，可提

前解除；继续违纪或重新违纪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毕业班学生在校离毕业时间

不足半年的，原则上不作留校察看处分，给予记过处分，并作结业处理（就业后

1年内确有悔改表现或进步显著，经用人单位鉴定和学校审查批准，可换发毕业

证书）。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本条例中第十二条至第二十九条是指未被公安、司法机关处理的

违 纪行为，由学校按照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三十三条本条例由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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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南师范大学关于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 

培养过程的若干基本要求 

为贯彻实施全国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金融硕士专业研

究生培养过程的若干基本要求”，结合我校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师资 

1．教师是实施金融硕士专业教育的主体力量，是金融硕士专业教育质量的

基本保证。担任金融硕士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队伍，要熟悉和了解金融硕士专业

学员的培养目标以及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和要求；要有合理的知识、年龄和

职称结构，其中具有教授及副教授职称、或有博士学位并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或任现职五年以上的讲师的比例不得小于 80％。 

2．教师应认真汲取发达国家培养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的教学经验，努力探

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硕士专业教学方法。组织有丰富管理经验的金融硕士专业

研究生参与教学活动，互相讨论，教学相长。课程的讲授应注意系统性和实践性，

注意积累、强化运用技术手段（如多媒体）开展教学活动。应广泛吸收国内外金

融硕士专业教材的长处，努力编写具有自己特色的教材。 

3．教师所授课程的内容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结合金融硕士专

业研究生的特点，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倡案例教学（每门课程

中的案例数不能少于五个），并深入实际，使学生学以致用。 

4．任课教师应认真按所规定的课时上课，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缺课、

不随意调课或请他人代课，以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 

5．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发挥课程组整体智慧和智力资源，高效

率提升教师的上课技能和水平，提倡各课程组组织教师集体备课，首先在被列为

“精品课”的课程中推行此项做法。集体备课的具体要求是：上同一门课的教师

在前一学期的期末、每学期开学初、期中和期末进行若干次（至少三次）集体备

课。 

6． 金融硕士专业任课教师需将包含教学计划、PPT、案例等的讲义（按统

一格式填写）发给学生，以保证教学计划的严格执行，以后若有新的书面内容可

随时补充。金融硕士专业任课教师需将讲义（书面、要求前附教学计划、后附五

个以上的案例）、教学计划（电子版）交付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办公室，并在

课程考试结束后的一周之内递交课程教学情况自查表（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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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每个课程组的责任教授应安排、组织金融硕士专业任课教师，至少一个

学期参加两次院、校内外的“研讨课”和/或“观摩课”，并将“研讨课”和/

或“观摩课”的相关内容以书面形式告知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办公室。 

8．整个任课期间，金融硕士专业任课教师需主动加强和金融硕士专业学员

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学院在开学初和学期期中（共两次）提供商务餐，供金融硕

士专业任课教师和学员进行沟通和交流。 

9．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新学期开学第一个月内安排金融硕士专业任

课教师进行上学期课程的大作业和/或期末试卷的点评。 

10．所有金融硕士专业任课教师在最终完成授课任务前夕，由华南师范大学

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办公室在学校主管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教学负责人的领

导下组织学生和督导对其进行评估（评估表另附），并在新学期的第三周左右将

评估结果反馈给任课教师，并公布各课程组评估的排名结果，以便不断改革教学

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办公室负责保存最近

一年部分的评估表和评估结果，以便研究生院和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抽查。 

11．所有金融硕士专业任课教师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均为学校正式下达的教学

任务，列入教师工作规范的考核内容。 

二、教学 

教学要求和课程设置是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质量保证的基础。根据全国金融硕

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规定和要求，必须做到： 

1．开设以下二十门左右的学位课程： 

 （1）金融理论与政策；（2）财务报表分析；（3）投资学；（4）公司金

融；（5）金融机构与市场；（6）金融心理学；（7）金融法；（8）金融企业战

略管理；（9）财富管理；（10）私募股权投资；（11）企业并购与重组案例；

（12）金融衍生工具；（13）项目融资与金融租赁；（14）资产定价与风险管理；

（15）结构化金融专题；（16）固定收益证券；（17）金融数据挖掘；（18）金

融数值计算；（19）量化投资策略与案例；（20）金融营销；（21）网上支付与

网上金融服务；（22）网络金融产品设计；（23）网络金融管理案例 

2．必须完成规定的课时和学分，每个学生应修满至少 37个学分。 

3．根据各课程的特点，成立课程教学小组，一般由 3～5人组成。课程小组

负责教学大纲的编写、教学进度的安排和教学重点的确定，每学期进行至少三次

以上的集体备课。每门课程在教学中都应采用一定数量的案例（一般不少于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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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门课程都必须有规范的教学大纲，经学校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批准

后实施。教学大纲一式三份，作为教学管理文件由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培养教育

中心办公室（在研究生院网站上及时更新）、任课教师各存一份。 

5．学生上下课出勤情况必须严格记录，凡一门课程缺课学时累计达到或超

过本课程总学时 1/3 以上的学生必须重修该门课程。 

三、管理 

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教育是一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

一种类型，在组织管理体制上与其他研究生一致。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教育在我

校实行校、院（系）二级管理体制。学校一级由校学位委员会和研究生院统一管

理；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则由中心办公室、学位分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负

责管理。考虑到金融硕士专业教育的特点，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成立金融硕士

专业管理办公室，协助学位分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处理有关金融硕士专业的

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管理、论文指导等若干问题。 

金融硕士专业办公室在研究生中期考核时应对每位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的

课程学习情况进行检查，对于未修满所要求的学分或学位课程平均级点不到

2.00者，及时提出处理建议，报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负责人审批，并将结果

报研究生培养办公室备案。 

（六）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教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教学管理工作，提高我校金融硕士

专业研究生教学管理水平，确保金融硕士专业教学质量，根据教育部、全国金融

硕士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

定本办法。 

第二章 培养计划与课程设置 

第二条 金融硕士专业培养计划由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会同

各金融硕士专业相关学科点导师组根据所设研究方向的专业特点制定，由华南师

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汇总并组织实施。 

第三条 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课程按其性质分为研究生公共课、金融硕士专

业必修课、金融硕士专业选修课和专业实践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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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选修课的选修人数一般在 25 人以上（含 25 人），并经金融硕士专业

教育中心审批后方可开课。 

第五条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课程要严格按照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的规定开

设，一般不得变动。若有特殊情况需要变动公共课程或必修课程时，应提前一学

期报校金融硕士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审批。 

第六条 凡增开培养方案以外的选修课程，应提前一学期办理审批手续，由

任课教师提出申请报告，同时提交教学大纲、教学课件及开课教师简历，经金融

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审批通过后方可增设。 

第七条 每学期的开课计划由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负责下达，由金融硕士

专业教育中心会同有关教学单位安排任课教师。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主任应在

本学期期中，结合任课教师的实际，开始安排下一学期课表，通知班级，向任课

教师送达《任课教师教学任务通知书》。教材应在本学期结束前，发放到学生手

中。 

第三章 任课教师资格 

第八条 热爱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事业，熟悉国家有关金融硕士专业教育的政

策法规，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认真负责，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严谨的治学态

度。 

第九条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主讲过一门以上研究

生课程，教学效果好，近两年的本科课程教学评价分数为 90 分（含 90 分）以上。 

个别特别优秀的获得硕士学位并现职工作五年以上的讲师可担任个别急缺

教师的课程，但须在与担任课程相关的社会实践工作方面有较突出的表现。 

第十条 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掌握拟主讲课程所属学科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有能力运用案例教学。 

第十一条 有大中型企业中高层管理岗位实际工作经验，或为大中型企业提

供过管理咨询服务，或有企业项目研究的经历，或有联系管理实际的经历和能力。 

第十二条 校内金融硕士专业任课教师应优先从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并

且具有管理实践经验的优秀中青年专家、学者中选聘。 

第十三条 聘请校外教师应在国内已开办金融硕士专业教育，经验成熟、社

会反响好的高校中聘请，原则上应具有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外聘的企业教师应具

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并在所属行业或地区取得过公认的成绩，有一定的社会

影响力，原则上应是大中型企业中层及以上的管理人员或其他企业的高层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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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或高级职称者优先考虑。 

第十四条 任课教师资格的审查与认定工作由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统一负

责，审查工作每学年组织一次。 

第四章 教学要求 

第十五条 任课教师讲授的教学内容应符合金融硕士专业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要求，认真汲取发达国家培养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的教学经验，努力探索具有

中国特色的金融硕士专业教学方法。组织有丰富管理经验的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

参与教学活动，互相讨论，教学相长。课程的讲授应注意系统性和实践性，注意

积累、强化运用技术手段（如多媒体）开展教学活动。 

第十六条 任课教师应严格按照全国金融硕士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有关案例

教学时间及案例数量的要求，组织课堂教学。 

第十七条 任课教师应在开始授课前确定所任课程的教学大纲，填写教学计

划进度表，撰写教学内容，并报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存查。 

第十八条 任课教师教学态度应端正，举止、仪表得体，认真按所规定的课

时上课，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缺课、不随意调课或请他人代课，以维护正常

的教学秩序。 

第十九条 任课教师应重视教书育人，培养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的科学研究

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学生勇于开拓，艰苦创业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提高学生

指挥生产的应变、判断和决策的能力。 

第五章 课程考核 

第二十条 所有课程在每学期结束前举行课程考核。经考核合格，金融硕士

专业研究生方能取得相应课程的学分。 

第二十一条 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公共课和金融硕士专业必修课的考核方式

一般为考试，选修课和模块课的考核方式可为考试或考查。公共课、核心课和必

修课以笔试为主，教师也可以根据课程特点具体设计。选修课和模块课可根据课

程特点和培养要求门采用笔试、小论文和随堂考试等形式，但考试前两周应报金

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备案，由任课教师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课程考核方式可采用结构积分法，分为平时成绩（考勤、平时

作业、案例讨论）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建议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考试比重分

别为 40%和 60%，各课程详细比例可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做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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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课程考核成绩按百分制计分。基础课程与核心课程的成绩在 70

分（含 70分）以上，选修课程的成绩在 60分（含 60分）以上为合格。 

第二十四条 每学期末由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对开设的部分课程统一组织

抽考，命题人员由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指定，抽考形式采用闭卷，单人单桌，

考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2小时。 

一般情况下，闭卷考试成绩即为该课程考核成绩。若抽考课程除考试外，另

需撰写论文时，考试成绩占 70%，论文成绩占 30%。 

第二十五条 金融硕士专业学生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如期参加考试或考查，必

须事先持有关证明向班主任提出缓考申请，填写《缓考申请单》，经班主任同意

签署意见，金融硕士专业教学中心教学管理部、中心主管院长审核批准，方可缓

考。对已经申请缓考的课程，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次申请缓考。 

第二十六条 因病、因事请假缺课，累计超过该课程教学时数三分之一者，

不得参加本课程的考试，但可以重修该门课程并参加考试。 

第二十七条 无故不参加考试（考查）或申请缓考未获批准而缺考，据市委

旷考，该课程成绩按零分计。 

第二十七条  金融硕士专业学员参加课程考试应遵守《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

士专业学院考场规则》。 

第二十八条 每学期结束前，任课教师应到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办理成绩

登载手续，并交回试卷。 

第二十九条 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考核成绩由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存档管

理。 

第六章 教学检查与监督 

第三十条 任课教师应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任务。 

第三十一条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负责组织教学检查工作，并公布教学检查

结果。教学检查的方式主要包括：跟踪检查、不定期抽查和定期调查三种。教学

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1.任课教师教学纪律； 

2.任课教师教学质量； 

3.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出勤情况； 

4.学校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第三十二条 任课教师因故需要调课，应事先办理调课手续，并确定补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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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停课、调课，否则，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任课教师考核不合格的，应停课并更换老师；不合格的教师经

学习提高，重新从事金融硕士专业教学的需经考核合格后方能上金融硕士专业讲

台。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负责解释。 
 

（七）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双导师制实施办法 

为了促进我校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我校金融硕士专业的办学

质量，培养学生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校特在金融硕士专业研

究生培养中试行双导师制。金融硕士专业双导师制是指金融硕士专业学生在校期

间，分别配备两位导师，其中一位为我校具备硕士生导师资格的教师，另一位为

我校外聘的企业家或实践专家。为使工作顺利有序地进行，特制定本办法。 

一、金融硕士专业指导教师的基本条件 

（一）校内金融硕士专业指导教师任职资格 

1．热爱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事业，熟悉国家有关金融硕士专业教育的政策法

规，能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严谨的治学态度，能认真履

行导师职责。 

2．必须具备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研究领域与金融硕士专业教育具有

较强的关联性。 

（二）校外金融硕士专业指导教师任职资格 

1．熟悉金融硕士专业教育的特点，具备深厚的企业管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

验，能够履行指导金融硕士专业学生的职责。 

2．校外担任金融硕士专业指导教师的人员一般为知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或政府官员。 

二、双导师制的实施 

1．校内、校外导师由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负责选聘。 

2．导师配备时间。校内外导师一般在第二学期结束后，第三学期开始时配 

3．实行双向选择。学生根据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提供的导师情况简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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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指导教师，导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自己指导的学生。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

心负责协调。 

4．选聘程序。校内导师由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根据导师研究领域与金融

硕士专业教育的关联性，在具备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中选聘；校外导师由

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提名，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委员会评通过，报校专业学位

评定委员会备案。 

三、导师职责 

1．导师应在学术道德、科研道德及社会道德方面以身作则，对金融硕士专

业研究生言传身教，引导研究生严谨、求实和勤奋、扎实的工作作风。 

2．校内导师职责 

（1）主要负责指导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的学术活动、学位论文的研究和写

作。导师应根据金融硕士专业教育的特点，结合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关于金融

硕士专业研究生论文写作的要求，指导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和论文选

题，制定相关的论文工作计划，对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论文的质量进行严格把关，

并敦促研究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 

（2）指导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社会实践报告的撰写，并对社会实践报告做

出评语，确定成绩。 

3．校外导师主要负责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的实际能力的培养。通过言传身

教培养学生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给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提

供实习调研机会，并对金融硕士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提供修改意见。 

4．对于不能履行导师职责，造成不良影响甚至是后果严重的导师，金融硕

士专业教育中心予以解聘，并上报学校有关部门。 

四、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由金融硕士专业教育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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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学术科研创新活动管理及奖励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在学生中形成崇尚学术、热爱科研的良好氛围，鼓励教师指导学生的

科研活动，提高我院学生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促进我院多出优秀成果和优秀人

才，推动我院学科建设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面向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全日制脱产在读普通本科生、

研究生和在职教师。 

第三条  本条例为我院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管理的依据。实施原则是：“自由

申请、公平立项、规范管理、鼓励创新”。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成立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由学院党政

一把手担任，副组长由主管科研（教学）的副院长及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

担任，成员由各系系主任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学院团委，由学院团

委负责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的日常管理工作，团委书记担任领导小组的工作秘

书。 

第五条  成立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专家委员会，负责课题类项

目的评审、验收等工作。委员会成员由领导小组聘任。 

   第三章 学术科技创新活动种类及组织原则 

 

第六条  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由课题类和竞赛类组成。其中，

课题类包括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和华南师范大学学生课外科研立项，竞赛类包

括“挑战杯”系列赛事、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和 ERP 沙

盘模拟大赛等。 

1．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包括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

项目，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总体安排及关于

“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的有关文件精神而设立的支持学生开展科研创

新活动的项目，分校级、省级和国家级。我院对该项目的组织原则按照学校教务

处当年的相关通知要求进行，学院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专家委员会负责该项目在学

院的评审和选拔。课题原则上每年申报一次，并从中择优推荐申报校级、省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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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项目。 

2．华南师范大学学生课外科研课题立项，是华南师范大学为调动我校学生

学习和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设立的学生课外科研活动项目。分校级一般课题

和校级重点课题。我院对该项目的组织原则按照学校当年的相关通知要求进行，

学院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专家委员会负责该项目在学院的评审和选拔。 

3．“挑战杯”系列赛事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大学生赛事，由共青团中

央、教育部和科技部等多个部门主办。赛事由两个系列组成：“挑战杯”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简称“大挑”）和“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简

称“小挑”），比赛包括全国、全省和学校三个级别。我院参加 “挑战杯”各个

级别赛事的作品须经学院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专家委员会评审通过。 

4．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物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发起并主办的一项全国性大学生赛事。该项比赛由学生组织或系所向学院学生科

技创新活动领导小组提出参赛申请，获得批准后由所属学科负责人指定指导老师

指导学生参赛。 

5．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发起并主办的一项全国性大学生赛事。该项比赛由学生组织或系所向学院学生

科技创新活动领导小组提出参赛申请，获得批准后由所属学科负责人指定指导老

师指导学生参赛。 

6．ERP 沙盘模拟大赛，是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科

学技术厅、广东省学生联合会联合主办的一项赛事。该项比赛由学生组织或系所

向学院学生科技创新活动领导小组提出参赛申请，获得批准后由所属学科负责人

指定指导老师组织学生参赛。 

7．其它学术科技创新活动或项目，如需纳入本条例进行管理的，可由学院

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领导小组按照活动或项目的实际情况，并结合本条例讨论

决定。 

第四章  学生课题（项目）的管理和激励 
 

第七条  课题类项目申报及评审程序： 

1．申报课题分为个人课题和团队课题。申报个人课题的，第一作者必须承

担课题 60%以上的研究工作。凡作者超过三人或无法区分第一作者的题，均须

申报团队课题。申报团队课题的，须注明一位学历最高的作者为团队课题的代表。

有合作者的个人课题或团队课题，均按学历最高的作者划分本专科生课题、硕士

研究生课题和博士研究生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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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项目负责人）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自己的意向课题设计填写《华

南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请书》或《华南师范大学学生课外科研

课题项目申请书》，经项目组成员、指导教师签字确认，由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

科技创新活动专家委员会进行审核。  

3．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专家委员会对申请项目按要求进行初

步评审筛选，对项目内容的真实性、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及经费核算、能否为项目

实施提供一定的工作条件和时间等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对拟推荐的项目提出具体

的推荐意见，并根据初审结果排好序后填写项目汇总表后限额推荐上报学校教务

处或学校团委。 

4．对经学校评审通过确定立项的课题，项目负责人需与经济与管理学院签

订《大学生科研创新课题项目任务书》，并应立即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

工作。 

5．鼓励指导教师利用科研经费资助大学生开展科研创新课题实验，对有导

师经费配套的项目在评审时优先考虑。 

第八条  课题类项目的管理： 

1．项目负责人必须定期向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科技创新活动领导小组及上

级管理机构汇报课题进展情况及经费使用情况。 

2．项目执行中期，需填交《华南师范大学学生科研创新项目中期审查报告

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专家委员会对中期审查报告书进行审阅，

并开展中期答辩，如发现执行不力，无故延期又无具体改进措施或经费使用不当

的课题，将按相关要求责令课题负责人停止使用课题研究经费，并视情节轻重收

回部分或全部研究经费。 

3．项目立项后，应严格按照《大学生科研创新课题项目任务书》中的内容

执行，项目负责人和指导教师不得随意变更，如果项目负责人是毕业班学生，并

且在毕业前无法完成立项课题，应按以下办法处理： 

A、课题负责人毕业后留校学习、工作的，可以由其继续担任课题负责人，

但必须在毕业前向校学生科工委提供新的个人材料。 

B、课题负责人毕业后离校的，离校前应推荐一名合作者担任课题负责人；

若该课题为个人课题的，则由该课题负责人推荐继续完成此课题的人选并报校学

生科工委审批。 

C、课题负责人既无合作者，又无法推荐继任人选的，由学院（系）负责组

织安排学生继续完成。 

D、无法继续完成课题的负责人必须在校学生科工委的监督下做好经费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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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第九条  课题类项目的成果鉴定、验收结题及展示： 

1．项目负责人应在课题研究完成后提交《华南师范大学学生科研创新项目

验收结题报告书》和研究成果。 

2．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专家委员会对结题报告书进行成果鉴

定，验收合格后，提交学校教务处或学校团委。 

3．对未通过验收的课题，由专家委员会提出修改意见并督促其整改，如半

年后仍未通过课题验收，则视情况追回全部或部分研究经费。 

4．属于阶段性成果或具有广阔研究前景的通过验收课题，学校鼓励课题研

究者继续申请资助，深化与完善课题的研究。 

5．如提供虚假成果（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等），或成果与原合同课题严重不

符，或逾期不能完成科研任务，或违规使用经费，则视情节追回部分或全部研究

经费，情节严重者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给予处分。 

第十条  课题类项目的经费管理（以学校的相关文件为准） 

1．在学校成功立项的项目，学校按照相关规定给予经费资助。资助经费一

次核定，分两次拨付。项目负责人凭票据申报该课题经费总额的 50% ，课题结

题后凭票据申报其余的 50%。 

2．资助经费主要用于项目的资料费、调研费、实验费、测试费等必要开支，

由承担项目的学生按计划使用，项目负责人要合理编制经费预算方案，经费使用

按项目申请书中的预算严格执行，做到专款专用。 

3．项目经费的报销工作应严格遵守学校财务制度，报销凭据一律应为正式

发票，非正式发票一律不予报销。相关发票必须由课题指导教师、课题负责人、

经办人三人签字，报销的总金额不得超过资助经费总额。报销程序：项目组成员

签名→指导教师签名→课题管理机构审核→ 财务处报销。 

第十一条学生的项目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在我校认定的 B 类及以上刊物公开发

表的，学院给予学生一次性奖金奖励，标准如下： 

 学生为第一作者或教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 

刊物级别 T 类 A 类 B 类 

奖金（元）/篇 1000 800 500 

第十二条对取得阶段性成果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以及课外科研项目，经学生（限

项目组负责人）提出申请，征得指导教师同意后，经其所在院系审查，可作为毕

业论文（设计）课题继续进行；对于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毕业设计（论文）要求，

经学院学术指导委员会审核鉴定后可代替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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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指导教师的管理和激励 
 

第十三条  以上各个项目的指导老师由责任心强、学术水平高、学风正派、治学

严谨的教师担任。具体条件遵照相关活动项目的文件要求。 

第十四条  学生可根据项目需要跨学科邀请指导教师，个人项目指导教师为 1

人,团队项目指导教师原则上不超过 2 人。 

第十五条  课题类项目，一名指导老师原则上在同一类别活动中最多同时指导两

个项目，在项目结题前不能担任新的学生课题项目指导老师。指导教师要认真履

行指导职责，指导学生参赛、撰写学术论文和总结报告。竞赛类指导老师不受项

目数额的限制。 

第十六条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和华南师范大学学生课外科研课题项目的指导

老师，项目成功结题后由学院按照项目给予指导教师一次性补助 1000 元，院级

课题补助 500 元，如果一个项目有两个指导老师的，第一、二指导老师按照 6：

4 的比例进行分配。 

第十七条 凡我院教师在学院举办的各种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担任评委的，学院

按照 300 元/次给予补助。在“挑战杯”竞赛中担任评委，学院均给予相应补助，

补助标准如下：校级 500 元/次，省级 1000 元/次，国家级 2000 元/次。 

第十八条  学院设立“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优秀指导教师奖”，每两年评选一次，

对为指导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做出重大贡献的指导教师予以奖励。 

第六章 竞赛类项目奖励措施 
第十九条 学术科技类竞赛奖金参照表 1 的奖励标准；为了加大对大学生“挑战

杯”的奖励力度，其奖励标准分别参照表 2，表 3；如果一个项目有两个指导老

师的，第一指导老师奖金占 60%，第二指导老师奖金占 40%，学生团队按工作

量进行分配；以下奖励标准按项目计，指导教师和学生团队按照下列 1:1 的标准

计发；同一项目按其最高奖励标准计，但不重复计发。 

 

表 1. 学术科技类竞赛奖金标准 

获奖级别 
省级 国家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奖金（元） 1000 700 500 6000 4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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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奖金标准 

获奖级别 

校级 省级 国家级 

金奖 银奖 金奖 银奖 铜奖 金奖 银奖 铜奖 

奖金（元） 1000 500 3000 2000 1000 12000 8000 4000 

 

表 3.“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奖金标准 

获奖级别 

校级 省级 国家级 

特等 一等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奖金（元） 2000 1000 10000 6000 4000 2000 50000 24000 16000 8000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由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学术科研创新活动领导小组负责解

释。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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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纵、横向科研项目立项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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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践基地合同协议复印件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