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金融专业在职高级研修班 

（北京班）招生简章 
 

办学单位简况 

 

中央财经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双一流”建设、“211 工程”建设和首批“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项目建设高校。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前身是 1951 年组建的中央财政学院金融系，2003 年改制成立金融学院。1997

年金融专业被评为财政部部属院校首批重点学科；2001 年金融学（含保险学）二级学科被教育部认定为

国家级重点学科；2007 年本学科再次通过国家重点学科评定并成为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的

重要支撑学科。2017 年中央财经大学以应用经济学科为主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并在第

四轮学科评估中获得 A+等级，并列全国第一。 

作为新中国最早的金融人才培养基地之一，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走过了近 70 年的风雨历程。经过

几代中财金融人的不懈努力，一个姿态开放、胸襟包容、具有思想传承与创新精神的特色型金融学院和学

科基地已经形成。金融学院始终围绕人才培养这一中心任务，通过打造一流师资团队，开展有效的国际合

作，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不断推进金融学科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专业设置 

♦ 本科专业----金融学、金融工程、金融学（国际金融与国际货币方向）、金融学（互联网

金融方向） 

♦ 硕士研究生专业----金融学、金融工程 



♦ 博士研究生专业----金融学、金融工程 

♦ 博士后流动站---金融学 

系所设置 

♦ 教学单元----金融学系、应用金融系、金融工程系、国际金融系、金融科技系 

♦ 教学研究中心---金融专硕教学研究与案例中心、金融课程现代化教学创新中心 

♦ 科研机构----证券期货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民泰金融研究所、中国

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丝路金融研究中心与亚投行研究中心（教育部备案） 

学科优势 

♦国家重点学科——金融学科 

♦国家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1 世纪中国金融学院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

究 

♦国家精品课程——货币银行学 

♦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国际金融 

♦国家优秀教学团队——金融学系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金融学 

♦国家教学名师奖——李健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王广谦、张礼卿 

♦教育部跨世纪/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王广谦、张礼卿、李建军、郭田勇、应展宇、

张学勇、刘向丽、谭小芬、王辉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广谦、史建平、李健、张礼卿、贺强、姚遂 

♦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俞天一、吴念鲁 

♦金融学杰出教师奖——李健、张礼卿 



♦北京市教学名师——张礼卿、李建军 

♦北京市优秀教师——贺强 

♦北京市精品课程——国际金融、证券投资学 

♦教育部来华留学生英语授课品牌课程——《国际金融》、《高级微观经济学》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胡永泰(Wing Thye Woo)、巴瑞•艾青格林（Barry Eichengreen） 

♦荣誉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 

 

在职高级研修班培养特色 

     

  1．中财名师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拥有一支一流的教师队伍，包括国家级教学名师和国家级的优秀教

学团队，是全国金融学领域教学的翘楚。 

2．业界导师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聘请了一批有成就的政府部门领导、学术界和金融业界精英作为兼

职教授和兼职导师。业界导师将给学生进行实务课程讲座，学员在学术论文写作时，校内和校

外两位导师同时给予指导，凸显了我们培养学员过程中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特色。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业界导师 

姓名 单位 职务 姓名 单位 职务 

巴曙松 
中国银行业协会 

香港交易所 

首席经济学家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刘仁举 黄冈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白伟群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 副总经理 孟天山 
国开金融 

国开国际 

总监 

总裁 

蔡高根 广西民族大学 
党委常委 

总会计师 
钱学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  

研究员 

常  戈 中信银行 
零售银行部 

总经理 
钱云涛 广西北部湾银行 副行长 



陈  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经济学家 申  屹 
中国证券业协会 

信息传导部 
主任 

陈道斌 中国工商银行 
总行管理信息部 

副总经理 
宋文雷 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投资官 

董事总经理 

程凤朝 中国工商银行 非执行董事 苏中一 
中审华振管理咨询公司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总经理 

总咨询师 

程文卫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达新兴财富 

副总经理 

总经理 
谭春林 农业发展银行监事会 专职理事 

崔明峰 中国民生银行 
私人银行资产管理

中心 总经理 
王红英 中国国际期货研究院 副院长 

丁加华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研究所所长 王胜春 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高级经济师 

方  军 
中信证券 

远洋地产 

非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 
魏志刚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冯丽华 北京银行 副行长 温  彬 中国民生银行 
首席研究员 

 

冯增炜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吉安市人民政府 

会员部主任 

副市长 
徐洪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总经济师 

韩  强 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 副行长 徐兴建 信达财产保险股份公司 董事长 

郝红娟 建信人寿总公司 
网络业务部 

总经理 
严晓燕 北京银行 行长 

胡  斌 中信建投证券 
纪委书记 

董事总经理 
杨大勇 

尚诺集团 

安家世行 

首席执行官 

董事、总经理 

胡建忠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总裁 杨明辉 中信证券 总经理 

黄金老 苏宁金服 常务副总裁 杨筱燕 中国银河证券 
做市业务部 

总经理 

季爱东 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分行 

副行长 
岳海峰 中电数据中心 融资总监 

吉真来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于  辉 北京农商银行 副行长 

蓝天祥 英大期货 投资咨询总监 袁  东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 
董事会执行委员 

主任 

李国重 国家电网管理学院 副教授 张海晖 
启来智库 

微金融 50 人论坛 

创始人 

联合发起人 

李宏贵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 张怀清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李  梅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  鹏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市 场 业 务 五 部       

总经理 

李  楠 中国银行 
总行 

高级经理 
张晓朴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研究局 

副局长 

李燕平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股权董事 张晓松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总裁 

李月瑾 信达股份公司 副总裁 张  越 宜信公司 高级副总裁 



栗宝卿 大唐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赵延河 平安银行 
北京分行 

业务部总经理 

刘宏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资产负债管理部 

总经理 
周月秋 中国工商银行 

城市金融研究所 

所长 

刘李胜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际合作部 

副主任 
朱洪波 光大集团 

监事长 

党委副书记 

 
 

 
宗  良 中国银行 首席 研究员 

3．科学培养 

金融学院拥有二十余年的在职高级研修班办学经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在职

高级研修班的培养方案科学合理，课程设置专业、务实，注重对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师资雄厚，由校内具有深厚理论造诣的导师和校外具有丰富实践经

验的业内专业人士联袂授课；教学管理经验丰富、教学服务体系完善，为广大学子提供高质

量的教育学习平台。 

4．金融人脉 

以知识、人脉、事业为核心，课程学习与校友活动相结合。我校校友分布涉及金融、财

政、税务、银行、证券、房地产、高新技术、投资、贸易等多个行业。学员通过积极参加各

项活动，建立高端的人脉资源网络。  

你的同学来自于： 

中国银行 海通证券 财政部 新华社 中国科学院 万达集团 

工商银行 国联证券 外交部 人民日报 中建六局 京东金融 

交通银行 华西证券 商务部 中央电视台 美国汉军 汤森路透 

农业银行 西南证券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浪 IBM  

汇丰银行 广发证券 统计局 证券日报 首都机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建设银行 世纪证券 经济参考报 清华同方 普华永道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渣打银行 东兴证券 中国证券业协会 中国消费者报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东亚银行 中信证券 国家邮政局 北京商报 LG 商事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兴业银行 中投证券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中信银行 招商证券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信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五矿集团 

华夏银行 信达证券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国航 首钢 中国环球租赁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银河证券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凤凰网 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 

 

课程设置 

     

１.必修课  

 课程名称  

♦ 英语 

♦ 财政学 

♦ 西方经济学 

♦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金融学（货币银行学） 

♦ 国际金融学（国际经济学） 

♦ 公司金融 

♦ 证券投资学 

♦ 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授课师资  

中央财经大学优质师资  

 

2．专业方向课  

  2.1 金融学  

   2.1.1 金融学---商业银行 

课程名称  

♦ 金融工程学  

♦ 投资银行学 

♦ 行为金融学 

♦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 

♦ 银行经济资本与负债管理  

♦ 银行营销业务与客户关系管理  

♦ 中国私人银行经营与发展趋势  

授课师资  

中央财经大学优质师资  

金融业界精英  

   2.1.2 金融学---互联网金融  

课程名称  

♦ 金融工程学 



♦ 投资银行学 

♦ 行为金融学 

♦ 互联网金融模式解读  

♦ 大数据与互联网金融  

♦ 互联网金融下贷款模式创新  

授课师资  

中央财经大学优质师资  

互联网金融机构创始人和专家  

银行互联网部门负责人  

   2.1.3 金融学---资本营运与投融资  

课程名称  

♦ 金融工程学  

♦ 投资银行学 

♦ 行为金融学 

♦ 股权投资与 IPO 

♦ 大宗商品市场投资策略  

♦ 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募投与合约详解  

授课师资  

中央财经大学优质师资 

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业界精英  

券商投行部门主要负责人  



2.2 证券投资学  

   2.2.1 证券投资学---大资产管理与金融市场投资  

课程名称  

♦ 金融工程学  

♦ 投资银行学 

♦ 行为金融学 

♦ 固定收益证券  

♦ 房地产投融资实务  

♦ 大宗商品市场投资策略  

♦ 信托产品设计与融资案例分析  

♦ 高级财务分析与量化投资策略  

授课师资  

中央财经大学优质师资  

期货业界精英  

量化投资业界精英  

   2.2.2 证券投资学---金融与证券投资实务  

课程名称  

♦ 金融工程学  

♦ 投资银行学 

♦ 行为金融学 

♦ 固定收益证券  

♦ 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分析  



♦ 高级财务分析与量化投资策略  

授课师资  

中央财经大学优质师资  

证券公司业务主管  

量化投资业界精英  

相关领域研究学者  

2.3 国际金融学  

   2.3.1 国际金融学---国际金融与国际投融资  

课程名称  

♦ 金融工程学 

♦ 投资银行学 

♦ 行为金融学 

♦ 大宗商品市场投资策略  

♦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探析  

♦ 国际金融形势分析与中国机遇 

♦ 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分析  

授课师资  

中央财经大学优质师资  

金融业界精英  

3.专题讲座 

定期举行金融热点专题讲座，深刻探讨当前经济现状、问题以及发展趋势。 



已举办的专题讲座有：绿色金融专题、外汇市场投资专题、私募股权投资专题、金融市

场研究专题、商业银行风控专题、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的金融改革专题、行为金融与股票

市场预测专题等。 

定期举办考前串讲、学术论文写作指导讲座等。 

注：课程设置按当年最新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标准调整。 

 

教学、考核与结业 

学员只需选修一个专业方向，即可凭学员证旁听所有课程。所有课程均采用课堂授课与自学相

结合的方法进行学习。在学习期间内，学校利用周末进行集中面授，其余时间由学员按要求自修。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可报名参加在职高级研修班。学员学完上述课程，并经学校考核合格者，

颁发中央财经大学在职高级研修班结业证书。 

注：经常缺勤者，学院将取消办理结业等相关事项。 

 

报名须知 

一、招生专业   金融学、国际金融学、证券投资学 

二、学    制  两  年 

三、报名截止日期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四、学习费用 

1．在职高级研修班课程学费：32000 元/人。报名时一次交清，由中央财经大学开具中央非

税收入统一票据。 

2．教材及参考书按学校提供的书目清单，根据自身需求自购。参加授课期间发生的食宿及交

通费用自理。（上课地点：北京市学院南路校区） 



五、退学 

   1．开学前申请退学，学费可全额退还； 

   2．开学一个月内申请退学，学费退一半； 

   3．开学一个月后申请退学，学费不予退还。 

六、报名与缴费 

1．报名日期：9 月 22 日已开课，现仍接收报名。 

2．缴费方式：按要求到中央财经大学财务处缴费平台 http://pay.cufe.edu.cn/payment

自行缴费，具体缴费信息及缴费平台登陆账号将使用邮件通知学生本人。 

3．报名地点：中央财经大学主教学楼十二层 1207（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 

4．报名材料：本人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A4 纸)各一份，报名表、

近期免冠照片（蓝底）1 寸、2 寸各 2 张。 

      注：凡提供虚假学历或学位证书者，一经查出将取消申请资格，并追究其法律责任，不予退还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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