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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由邯郸院区、管理学院本部、政立路新

院区构成

邯郸校区占地922,297平方米，管理学院本部建筑面积3.5

万平方米，政立路新院区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拥有充沛的数据库资源

学院提供的数据库包括Capital IQ、彭博（12台）、同花

顺、万得，为在校师生的学术研究和金融实践提供强大的

软件支持。

学院介绍

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复旦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立工商管理教育体系的高校，早在1917年就创设了商科，并于1929年正式成立商学

院。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中断。改革开放之后，复旦大学率先恢复管理教育，1977年开始招收管理学

科专业学生，1979年成立管理科学系，1985年恢复组建管理学院。

学科体系完整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壮大，学院目前设有8个系、29个跨学

科研究机构。学院现有一级学科博士点5个，二级学科博

士点13个（含自设博士点），一级学科硕士点5个，二级

学科硕士点16个（含自设硕士点）以及工商管理硕士

（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会计

硕士（MPAcc）、国际商务硕士、金融硕士及应用统计硕

士5个专业学位硕士点，本科专业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4个。2018 年,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

全国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结果中，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类

别获评 “A+”。

科研实力突出

学院各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培养了一批卓越的学术带头人，形成了十几个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团队，

积累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专著、论文和专利。在2021年UTD发布的“全球商学院科研百强榜（2016-2020）”中，学院位列中国

大陆第1，全球第91，连续6年稳居全球百强。

优秀人才辈出

优秀人才辈出

学院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习氛围，每年都吸引了众多考生前来深造，培养了一批批管理精英。截至2020年年底，学院有在

读本科生851人，硕士研究生、博士生124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6124人，工商管理博士生183人。目前学院校友

已超过51000人。高层管理教育中心2020年全年已培训7500人次，迄今为止共计近62500名企业管理者参与培训。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国际权威认证

为了拓展更为丰富的全球化资源，加强与

各国优秀商学院间的交流和科研合作，学

院还积极加入诸多国际顶尖的合作组织。

2007年，管理学院正式成为PIM（Part-

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Manage-

ment）组织成员学院。2009年，学院成

为GMAC(美国商学院协会研究生入学管

理委员会）在全球的第173家正式会员。

2011年，学院参与发起成立CoBS（商学

院商业与社会全球联盟）组织。2012

年，学院作为创始人员加入GNAM（全球

高端管理联盟）组织。2009年，学院顺

利取得EQUIS（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

国际认证。在2012年与2017年EQUIS再

认证中，学院荣获佳绩，连续被授予五年

期认证。2010年学院快速通过AACSB

（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国际认证，并分

别于2015、2020年通过AACSB再认

证，都同样获得五年的认证期限。

师资力量雄厚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全院共有教师152人，其中教授56人、副教授64人。96.71%的教师具有博士学

位，其中取得境外博士学位的有67人，占总人数的44.08%。

学院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采取“派出去，引进来”的人才政策，一方面陆续派遣教师出国深造或进修，另一方面不

断从国外引进高级教学与科研人才。特别是近五年，学院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先后吸引了多位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

教师。此外，学院还聘请了80多名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企业家为名誉教授、特聘教授或访问学者。

管理学院恢复建院以来，广泛推行“走出去、引进来”的

国际化战略，积极拓展国际交流，与美国、意大利、挪

威、英国、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香港等32个

国家和地区的110所著名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多种

形式的交流、合作关系。国际化战略已经覆盖到了学生、

师资、科研、课程设置、企业联系、国际合作研究等各个

层面。

国际交流广泛

本硕博教育中心

本 硕 博 教 育 中 心 （ U P E C ） 包 含 了 本 科 、 金 融 硕 士

（MF）、数据科学与商务分析硕士（DS&BA）、国际商

务硕士双学位（GMIM和DDIM）、硕博项目六大项目，每

年有近500名世界顶尖优秀学生加入各项目。UPEC承担

了上述项目的招生、市场推广、教学管理、学术研究、第

二课堂、课外活动等管理工作，旨在深层次地培养中外学

生的软硬技能、蕴养管院人文思想、树立社会责任，为学

生打造顶尖的学习成长环境和职业发展平台。

校园软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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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既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又对中国制度有深刻理解与思考，且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人才

国内外优秀高校中富有潜力且占据管理思维领先地位的研究型学者

重要学术研究机构以及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研究团队的骨干

行业顶尖企业研究机构的高级专家

叧梮鳏羠艊㡽砎䯖倉啔彾踵

国内首个全面硕博连读项目

北美主流商学院博士培养模式

聘请海内外杰出教授每年定期为博士生授课

全额资助所有博士生6-12个月赴海外名校进行联合培养和交流学习

高额奖助学金资助，提供助教、助研岗位，确保高品质学习生活

校友资源丰富，60%的博士国内外高校就职率

学术人生的起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2008年起在中国大陆率先推出全面硕博连读制度，按照北美模式来建

立博士生培养体系，以北美优秀商学院为标杆来培养未来学者。

北 美 模 式 培 养

学制：6年

按照学科大类

统一培养

第四学期进行硕博

连读资格考试

转博生      

未转博生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继续博士学业，其间可申请
海外交流6-12个月

按科学硕士培养，学制4年

“复旦管理学院致力于培养有国际竞

争力的人才，从课程设计到对学生的

培养都努力向国际靠拢。我们始终在

创造这样一个氛围：让硕博学生感到

在复旦管院读博士和在国外读博士没

有太大差别。”

吕莎莎
2015届校友，市场营销博士，

现任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助理教授

“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走学术科研的道

路，那么复旦管理学院硕博项目无疑

是绝佳的选择。学院对出国交流项目

的大力支持，学养深厚、平易近人的

导师的精心培育，每周一次的国际学

术大牛的精彩报告以及身边志同道合

同学的相互鼓励，都会让我们不断坚

定信念，充满信心，扬帆远航，乘风

破浪。”

王天翔
2016级管理科学系博士，

现就职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

博士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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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8年，122项科研项目获得国家

级、省市级立项资助；国家级项目79项，其

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8项（重大研究计

划集成项目1项，重点项目3项，重点国际地

区合作项目1项，重大项目课题申请1项，优

秀青年项目7项）；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1

项；省部级项目43项。

科研课题

学院各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

不断提升，培养了一批卓越的学术带头人，形

成了十几个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团队，积累了一

批优秀的学术专著、论文和专利。在2021年

U T D 发 布 的 “ 全 球 商 学 院 科 研 百 强 榜

（2016-2020）”中，学院位列中国大陆第

1，全球第91，连续6年稳居全球百强。

科研实力

近五年，硕博学生国内外参会294人次，其中137人

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包括2018联合统计会议

（JSM）、INFORMS美国运筹与管理学会年会、

AAA美国会计学会年会、AOM美国管理学会年会、

ICIS国际信息系统学术会议、ISMS营销科学年会、

国际商务学会年会、战略管理学会年会等顶级国际会

议。3年间，10余人次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宣读论

文。

学生参与国际学术会议

学院聘请了约90位国内外著名的学者、经济学家、

管理学家和企业家为特聘教授、访问学者或兼职教

授，硕博项目每年都会邀请特聘教授为项目学生进行

专题授课，包括：

宋京生教授

美国杜克大学Fuqua商学院营运管理学教授；

陈勇民教授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经济学终身教授；

陆亚东教授

美国迈阿密大学管理学终身教授等。

（排名不分先后）

特聘教授学术资源

海外交流
硕博连读项目全额资助所有博士生赴海外院校进行为期半年至一年

的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此举在国内高校是首创。

--100%学生全覆盖

--资助金额平均高于国家留学基金委30%

近三年博士生前往交流的学校（部分）

丁 慧

“能够有机会在世界顶级学府耶鲁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我感觉自己又一次被幸运女神额外照顾了，上一次大概是收到博士入学通知

书的时候。古语云‘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在耶鲁近距离接触到很多在文献里被反复提及的学术大师，我

内心更加肯定自己对做一流学问的渴望，更加理解‘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一流学者的重要品质。联合培养期间，林林总总

的学术饕餮盛宴注定是我一生的财富，照亮我未来三四十年上下求索的学术道路。”

2014级会计学系博士生，2017年1月-2018年5月于耶鲁大学交流，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会计系助理教授

方若男

“在伯克利交流的这一年，我感受了世界顶尖高校的学习和研究氛围，看到了国内外高校的差异和不同，既开阔了眼界，又提升了

自己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各项技能。在学校课堂和讲座上见到了许多优秀的学者和前辈，在校园里也认识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小伙伴，

甚至有幸见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ean Tirole。这一年的交流让我深刻认识到，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框框内，人生有无

限可能，只要你敢想敢做，没有什么不可以。”

2016级产业经济学系博士生，2017年8月-2018年8月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流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剑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西北大学

耶鲁大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

洛杉矶分校

芝加哥大学
密歇根大学
安娜堡分校

宾夕法尼亚大学 杜克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悉尼大学 莱斯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 鹿特丹大学

纽约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孙分校



近年博士就业概况

学科简介

财务金融系使学生掌握财务学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财务管理的基本

技能，熟悉有关财务、金融和相关的法律、方针、政策，成为具有

较深的财务学理论素养和现代金融意识、并能运用国际财务与金融

技术手段进行业务操作的财务与金融方面的通才。

复旦管院财务金融系成立于1993年，现有教师19人，其中教授10

名（博导10名），副教授8名，讲师1名，海外博士占60%。

财金系在工商管理学科下，自设财务学博士点，并设有财务学和金

融工程方向的硕士点，本科设财务管理专业。该系的培养目标是使

学生掌握财务学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财务管理的基本技能，熟悉有

关财务、金融和相关的法律、方针、政策，成为具有较深的财务学

理论素养和现代金融意识、并能运用国际财务与金融技术手段进行

业务操作的财务与金融方面的通才。

金融与财务学系

财务金融系研究领域涉及公司财务、资本市场、国

际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工程等多个方面。无论学

生想了解和研究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的哪个方面，

都可以在财金系找到对口的老师，得到最为前沿的

指导。

财务金融系老师主持负责了多项国家级重大、重点

课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

划培育项目等，取得了出色的项目研究成果。 

财金系老师还在国际、国内顶级权威期刊发表多篇

文章，并在国际、国内顶级权威期刊和机构担任编

辑和论文评审专家。

学术与科研

就业情况

财金系学生毕业后主要的就业方向包括两个：大学和业界。

每年都有毕业生前往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担任教师，继续钻研学术，在前沿研究方向上不断前行。他们作为今

后学术研究的生力军，承接许多青年项目，并撰写和发表了多篇优秀文章。

另外，也有不少学生毕业后进入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兴业证券和交通银行等，将学习和研究得到的理论知识付诸于实际

应用，为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财务金融系教学内容丰富，涉及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各个方面，包括

聚焦公司财务、投资学、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固定收益证券、资

产定价等课程。在这里你既能了解公司如何平衡各个利益相关方实

现股东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也能认识和熟悉资产定价的基本理论和

在资本市场中期货、期权等产品上的实际应用。

除了传统的课程教学之外，财金系还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和讲座，为

学生提供更好的学术研究和学习环境。财金系几乎每周二都会邀请

来自国内或者国外知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术大牛前来讲座，学生

通过聆听他们的论文报告以及与老师进行学术问题的沟通交流，切

实接触到学术研究的前沿。

教学与培养

黄海杰

“管院有很多来自海外知名大学、国际顶级学府的教授来授课，并提供给我们海外交流的机会，这都大大拓宽了我们国际视野，

让我们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工具都与国际接轨，在这个基础上再与中国商业环境和企业实践课题相结合，就更容易出成果。

我现在从事教学科研这条路，完全受益于硕博连读项目的培养训练以及导师的指导和帮助。”

2016届校友，会计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2016-21年各系博士就业概况
2016-21年，博士教育科研类就业率54%

其中国内外重点院校就业率29%，上海高校就业率26%

19-21届就业去向

2019-21届博士毕业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高校教学科研人才和企事业研究人员

高校
东南大学，复旦大学*，福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天津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山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行政/科研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上海市商务委，安徽省委组织部，上海市产业发展研究和评估中心，上海期货与衍生品研究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企业和商业机构
阿里巴巴*，国泰君安，华宝基金，华为*，罗氏，蚂蚁金服，上海证券交易所*，腾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联

*号表示至少有2名学生进入该单位就职

非教育科研类

84人

上海高校

47人

教育科研类

97人

非上海高校

50人

国内外重点院校

53人
普通院校

44人



管理科学系历史悠久，实力雄厚。该系成立于1979年，1985年获得国内首

批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授予权，1996年建成全国第一个管理科学与工

程博士后流动站，2006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和上海市重点学科。管

理科学专业主要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能用先进的管理思想、系统方法、数量

模型和信息技术分析企业商务活动和社会经济活动的高级管理决策人才，以

及企业物流、供应链运行系统的高级策划管理技术人才。根据UTD国际顶

级商学院排名，基于管理科学领域四本国际顶级杂志（Management 

Science, Operations Research,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

ment, Manufacturing & Services Operations Management, Informs 

Journal on Computing）排名（2014-2019年），管理科学系列在中国大

陆排名第一。

企业管理系（简称：企管系）的前身是工商管理系，始创于1920年。作为复旦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系科之一、管理学院1985年

恢复建院后设置的三大系之一，我们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历久弥新，不断发展壮大。

作为最早与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简称IACMR，全球公认

的有关中国企业的管理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世界级学术研究组织）合作的国内两所学院之一，我院长期以来与IACMR保持着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我系师生作为学会主流研究领域的学者，在学会中承担多个重要角色。其中李绪红老师任职IACMR三个常设委

员会（出版委员会、教育委员会、道德准则委员会）委员，曾兼任实践类会刊《管理视野》首届学术栏目副主编；我系杰出特聘

教授徐淑英老师是IACMR学会的创办会长，杰出特聘教授陈晓萍老师是学会会刊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MOR)的即任主编，《管理视野》的现任主编；卫田老师担任MOR的即任副主编（Deputy Editor）；博士生朱丹阳担任IACMR学

会中国区学生代表（Student Representative, China）。

近年来，企管系教师贴近管理学发展的国际前沿，积极响应国际学术社群倡导的“负责任的管理研究”的学术理念，强调管理学

知识创造的严谨性和知识在企业和社会实践中的可应用性。承担了学院作为国内第一批开设《管理研究哲学》课程的商（管理）

学院的教学师资，还联合主编《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哲学和实践》，为中国管理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管理科学方向
包括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复杂系统决策、仿真与模拟、经济社

会系统分析理论与应用等）、服务管理与运营（随机动态决策与

模型、服务运营与收益管理等）、金融工程与投资（金融随机模

型、投资组合与衍生产品、风险管理与投资决策等）。

物流与运营管理方向
包括运营管理理论与应用（运营战略与运营效率评估、生产计划

与排序、质量控制等）、物流与供应链决策理论与系统（供应链

协调、供应链金融、产业互联网金融、物流运营优化与仿真

等）、企业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供应链风险管理、绿色供应链管

理等）。

商务人工智能方向
包括数据驱动的优化与仿真（智能仿真分析、智能仿真应用、基

于梯度的仿真优化方法、基于通用元模型的仿真优化方法）、智

慧金融（系统性风险管理、智能投资顾问、财务报表分析、数字

货币交易行为及数字货币衍生品定价）、智慧供应链与智慧物流

（智慧需求预测与智能化选址、智慧供应链风险预测与主动管

理、智能化供应链运营管理、智能决策辅助与智能调度）。

技术经济创新战略管理
包括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开发项目管理、创新组织与人力

资源管理）、技术创业（企业内部创业、创业融资、创业企业

商业模式创新）、创业投资等。

管理科学系 企业管理系

目前管理科学系有教师23人，其中教授12人（博士生

导师13人），副教授7人，讲师4人。该学术队伍中包

含国家千人1名、国家杰青1名、青年长江2名、国家优

青3名等成员，已形成了一个瞄准国际水平、重视解决

中国实际管理问题、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研究和

教学团队，并聘有多名国外资深学者担任特聘教授。

学术队伍

本学科已培养超过30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超过百

余名博士生毕业。多名出站博士后及毕业生在美国马里

兰大学、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浙江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山

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

国内外多家知名院校任教，有些已成为973首席科学

家、国家杰青或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等职务，成为国

内外院校科研领军人物。

人才培养

随着信息技术和智能终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在数字

化新经济的背景下，各行各业对具有运筹学和运营管理背

景的人才趋之若鹜。管理科学系的教授们与零售，制造，

酒店，航空，医疗，物流，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多个

行业内的领先企业保持着长期而又紧密的合作关系，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进行研究。一方面，把力图把中国的实践凝

练成管理理论；另一方面把管理理论应用实践，解决企业

实际运营决策问题。

优势与特色

近10年来，本学科被SSCI、SCI和EI收录论文约400篇，

包括Management Science、OR、POM、MSOM等国

际顶级期刊论文多篇，并有论文获得Elsevier经济学类期

刊中国大陆作者2004-2008年最高引用率奖。研究成果

在国际上有广泛的影响力。完成成果曾获中国运筹学会中

国运筹学应用奖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海

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等。

学术贡献

学科方向

企业管理系现有全职教师19人，其中教授5名、副教授12名、讲师2名，其中

博士生导师6名。

企 管 系 教 师 近 年 来 在 管 理 学 主 流 领 域 的 国 内 外 顶 级 和 一 流 期 刊 ， 如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以及国内《管理世界》和《经济研究》

等期刊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诸多论文。其中，李绪红老师以第一

作者发表于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的论文（2015）是该刊创刊

60多年来唯一的大陆院校学者独立发表的论文。

企管系老师获得了多项国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如中国人文

社科领域的最高奖项——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上

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RRIM 和 IACMR 的“the Responsible 

Research in Management Award”、国际顶级会议Academy of Manage-

ment Annual Meeting best paper,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nual Meeting最佳论文奖，并在IACMR双年会、自然科学基金委“双清论

坛”、上海管理科学学会年会等各类大型学术会议、高规格专家会议上做大会

主旨报告、主旨论坛主持人，或组织分论坛等。

企管系教师积极承担多项国家级重大、重点课题，国际合作课题及省部级课

题。例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等。

企管系的国际交流也很活跃。目前，系里的特聘教授有：徐淑英（全球最具影

响力的华人管理学家，AMJ前主编，MOR创刊主编和IACMR创会会长），

陆亚东（国际企业管理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JIBS现任顾问编辑），

陈晓萍（美国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副院长，MOR即任主编），朱洪泉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院长委员会杰出学者，IACMR美洲区学者代表，

MOR即任副主编）。系里多位教师与如美国纽约大学、MIT、英国剑桥大

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加拿大约克大学等国际知名院校的知名学者开展学术合

作。企管系承办了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公司治理年会（ICGS，

2018），JMS专业发展工作坊（2018）等。系里多位老师任职国际期刊的

副主编、领域主编或编委职务，如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Strategic Organi-

zation，研究与发展管理，以及外国经济与管理等。

在研究严谨性和实践相关性的“负责任研究”的主旨理念下，企管系教师致力于深入企业实践，从企业现象中挖掘研究问题，构

建具有实践价值的管理学理论。如吴冬媛老师发表在Journal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上关于内向外向性格成因的论文得到福布

斯（Forbes）的报道; 孙金云老师带领研究团队开展的打车软件研究，通过五城市八百多次实地打车和数据分析，得出平台大数

据杀熟和消费者歧视的结论，得到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平台浏览量过亿，并登上各大热搜排行榜，随后政府对于各大互联网公

司实施了一系列反垄断监管措施；姚凯老师在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子课题中基于国际人才引进的研究成果提供的政策建议得到

国家领导部门的批示。

全职和特聘师资、学术成果

企业管理系部分在职教师和部分荣休教授 （2020）

我系老师参加国家自科基金委主办的
组织管理领域重大项目凝炼闭门会议（2020）

我系代表学院承办国际公司治理年会（ICGS）
与参会嘉宾合影（2018）



企管系设有企业管理和东方管理两个博士点专业。其中，企业管理专业关注组织中机器无法替代的两大重要方面：战略管理和人的管理，设三

个方向：战略、国际商务，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东方管理专业聚焦于东方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管理问题，扎根中国管理实践，提出东方管

理学理论。具体研究方向涵盖组织行为、创新创业、国际商务、人力资源管理、战略领导力、企业文化与商业伦理等。

近年来，与国际主流学科领域强调交叉交融的前沿趋势相一致，企业管理系横跨管理学中的宏观（战略管理、国际商务）和微观（组织心理和

行为、领导力）两个学科领域的专业设置在学科交融、合作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形成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特色，专注于战略

与企业家心理的交叉研究方向，如对于战略领导力、行为决策学的研究。

除研究方向的多样性和研究议题的交叉融合外，企管系教师也突破传统的依据宏观和微观研究方法的学者分类标准，注重同一位老师对于研究

方法的全方位掌握，致力于选择运用最合适的研究方法进行知识和理论的创造，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系里教师能熟练地综合运用的研究

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案例研究法、二手数据法以及实验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与多种研究方法的应用，离不开学科团队的建设。企管系教师瞄准国际前沿，凝练了几个主要研究方向，建立了以领域研究方向为

基础的、包括完整的资深教授、青年教师、博士生、硕士生不同梯次人才发展的合作研究团队，形成了分享、共享的团队氛围，进而构建了整

个企管系合作发展的学术生态。

企管系教师与企业连接紧密，多名教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或大集团顾问，承担多项企业横向项目。深厚的学术素养和丰富的企业实践管理

经验使得企管系成为学院EMBA、MBA和DBA等专业学位项目核心必修课任课教师人数最多的系，主讲必修课程包括《企业领导力》、《企

业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沟通》等，还开设众多的、站在学术和实践前沿的选修课。教学中与来自企业、

具有中高层管理经验背景的学生的密切互动使得企管系教师的研究与实业界紧密相连、教研相长，也使得企管系在博士生培养方面尤为重视学

术研究对企业实践的意义。

学科分类与博士生培养

企管系培养的博士毕业生在学术界、政府界还是企业界的发展有目共睹，为社会做出贡献。近年来的毕业生包括：焦豪（北京师范大学企管系系

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宋渊洋（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董静（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王海英（华

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程骏骏（上海大学悉尼商学院副教授）、吕逸婧（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贾迎亚（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

授）、贾西子（中央财政部）、胡晓娣（大地保险人力资源副总）、郭亿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张慧娟（招商银行）等。

我系学生与毕业生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

tives，以及《管理世界》等一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并获得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项目。

杰出毕业生和期待的“你”

◆有志于从事负责任的学术研究，期望研究成果对企业和社会能够做出贡献；成为高校教师，教书育人，为管理知识的创造和传递做出贡献；

◆对学术热忱；学风严谨、作风扎实；

◆愿意和学术共同体一起成长，为管理领域的学术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热忱地欢迎执着、思辨、勤奋的你，加入企管系的大家庭，一起做对社会发展有用的研究！

复旦大学统计学系创立于1938年，是中国大学中设立的第一个统计学系。

改革开放后统计学系（原统计运筹学系）恢复重建于1984年9月。建系80

余年来，已为国家培养一大批优秀本、硕、博毕业生，在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教育部科技进步奖。

统计学系的历史和成就

我们欢迎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加入企管系，希望未来的“你”

数理统计方向

包括高维复杂数据的统计分析、生存分析、纵向数据分析、非参数

统计、稳健统计、极值统计、试验设计等。

商务统计方向

主要包括经济与管理中的统计方法，以及基于统计学习和机器学习

的商业预测等。

学科方向

统计学系现有教师16人，其中教授7名，副教授4名，讲师5名。统计学科还有海外特聘教授9人，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应志良

教授、密西根大学何旭铭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蔡天文教授等，这些海外专家每年定期来复旦大学参与教学与科研工作，

举办学术讲座、专题研讨会和国际会议，指导青年教师和博士生进行合作科研。他们定期为本学科硕博生授课并进行学术

交流，对统计学科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近五年来，统计系在国际统计学的四大顶级期刊（JASA、AOS、JRSSB 和Biometrika）上发表论文12 篇，在Scandi-

nav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Biometrics，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Statistica Sinica，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和Journal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等国际统计学，

计量经济学和机器学习的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26 篇。近五年来，统计系在研或已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 项。

师资队伍和学术成果

统计学系的硕博士生有非常好的就业前景，他们毕业之后有

的去国外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在国外高校，

如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佐治亚大学等获得了终身教职。

有的在国内高校，如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人才培养

统计学是关于收集、表述、分析和解释数据的科学，它研究数据规律

性并以此指导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统计学不仅有自身优美并不断完

善的理论体系，同时对于其他领域的分析和决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目前，统计学在经济与管理、金融、商业预测、生命科学、精准医

疗、自然科学、工程设计等学科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成为这

些领域中进行定量化研究与数据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必备方法与工具。

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统计学作为数据分析的核心理论工具的重要性

几乎无处不在。

统计与数据科学系

在硕博阶段，企管系参照世界一流大

学（哈佛、剑桥、MIT等）的课程体系

设置学术培养课程，由浅入深，夯实

基础，注重学术能力塑造和思维能力

提升，核心学术课程包括：《管理研

究哲学》、《研究方法》、《管理学

经典理论》等。

学科方向硕博阶段

在博士生低年级阶段，企管系积极引

导和带领学生参加企业实践，鼓励学

生针对企业实践提出学术问题，做负

责任的研究。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时

代的到来和国家科创战略的实施，系

里组织学生深度参访互联网公司和科

创类企业，例如：bilibili，美团等，从

中发现问题，启发研究。同时，系里

海外特聘教授每年都会为学生开设学

术课程并一对一进行学术辅导。例

如：朱洪泉教授开设《行为战略》课

程、陆亚东教授开设《管理与组织的

主流理论》课程等。

在博士生低年级阶段
在博士生高年级阶段，系里鼓励并引

导学生海外交换1-2年，带着自己的科

研项目与国际顶尖的管理学者对话和

学习。例如：17级博士生朱丹阳同学

于2019-2020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交

流 ， 师 从 战 略 管 理 学 大 师 J a m e s 

W e s t p h a l 教 授 ； 刘 婷 婷 同 学 于

2015-201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

理学院交流，师从Ofer Sharon教

授；马文杰同学于2015-2016年在哈

佛商学院交流，师从Leslie Perlow教

授。此外，企管系长期与国内外知名

学者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并带领博士

研究生参加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为

论文获选者提供参会资金资助。

在博士生低年级阶段

企管系的博士生培养

共分三个阶段

2018年5月20日，普林斯顿大学原运筹与金融工
程系主任、COPSS总统奖获得者、范剑青教授在
复旦2018统计学前沿论坛暨统计学学科建设研讨

会上做大会报告。

2015年7月6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原统计系主任、COPSS总统奖获得者孟晓犁教授
在复旦第二届统计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

上海财经大学等知名院校任教，并已获得教授或副教授职

称。也有很多毕业生去了业界工作，如腾讯、阿里巴巴、中

国期货交易所、海通证券研究所、广发证券等，有些已经成

为行业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



近五年，产经系立项国家级科研项目7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项；立

项省部、厅局级科研项目21项。

产经系在“中国产业竞争力”、“产业链全球整合”、“产业链纵向规制”、“产业成长模式”、“知识型与创新型企业成

长”、“产业跨国发展与比较”等方面取得丰硕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成果，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Manage-

ment Science、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和《管理

科学学报》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他期刊论文近150余篇，著作15部，研究报告50余篇，其中5项获教育部

及上海市优秀成果奖。

研究成果

产经系不仅为学生定制了科学的培养计划，还为学生提供了诸多参与海外学习与交流、国际学术会议与论坛的机会。博士生科

研课题参与度达到100%，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发展规划，参与导师的课题，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又能够

充分参与社会实践，得到全面提升。

同时还有以产经系为主要依托的“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芮明杰工作室”、“复旦大学企业发展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以及以我系为主要教学支持的“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

院”，承担大量的政府和企业的热点课题研究，为学生提供参与应用型研究的宽广机会。

近三年来，产经系毕业生主要就职在：国家机关、政府研究机构、交易所、高校、银行、基金投资公司等企事业单位。

学生培养

复旦管院应用经济学科已有30余年的发展历史，先后三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产经系在“产业组织与企业发展”、“知识网络

与产业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等既对接中国经济发展需求，又与产业经济国际理论前沿接轨的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系里2010年到2025年的建设目标是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站在学科国际发展前沿，进行原创性理论研究并争取创造出国际一流科

学成果，发展形成本学科的复旦品牌。

应用经济学系

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产经系拥有一个大家庭，包括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产业

经济学），2个二级学科硕士点（产业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1个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应用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系现有在职教师17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6人，讲师8人。

学科介绍

会计学系现有教师18人，其中教授6名（博士生导师8名），副教授10名，讲师2名,其

中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名，财政部会计名家2名，长江学者青年学者2名，财政

部会计领军人才3名，另聘有多位在全球著名商学院担任终身教授的学者担任特聘教

授。

近年来，会计学系教师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公司理财等研究方向取得了丰硕的学

术成果，BYU发表位列大陆综合性高校会计学系第一，在国际五大顶级会计期刊发表

论文20篇， 国际四大顶级财务期刊发表论文3篇，《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

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其他期刊论文近50篇。近年来，会计学系教师主持国家

级科研项目29项，省部、厅局级科研项目30余项。

师资与成果

会计学系

会计学系注重与企业界的紧密交流与合作，教

师在20余家上市公司和拟上市企业兼任独立董

事、监事等职务，并为财政部、国务院南水北

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上海汽车等企事业

单位提供咨询服务。

此外，会计学系与安永合作，连续11年举行＂

安永复旦最具潜力企业＂评选活动，取得了较

大的社会影响力。

校企合作

复旦大学会计学系始创于1926年，会计学系创办于1915年，1993年恢复重建，2005年在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自设二级学科，

是财政部批准的全国19所开设CPA专业方向的院校之一，2019年会计学专业入选首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迄今培养了

一大批海内外知名的会计学者、注册会计师和高级管理人才。会计学系设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硕博项目旨在培养学

生扎实的会计学理论基础、研究功底与教学能力，使学生具备在国内外顶尖期刊发表论文的能力，毕业后能适应国内外高校及相

关科研机构的实际工作需求。

人才培养是始终是会计学系的重要使命，该系不仅为学生定制了科学

的培养计划，还为学生提供了诸多参与海外学习与交流、国际学术会

议与论坛的机会。

近年来，会计学系硕博连读项目的毕业生主要就职于上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上

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科研成果斐然，在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期

刊发表多篇论文，同时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也有部分毕

业生就职于财政部、上交所等企事业单位。

人才培养



复旦大学是中国最早开设市场营销课程的高校，没有之一。1934年，复

旦大学商学院教授丁馨伯先生在中国出版了最早的营销学教材——《市

场学原理》。改革开放后，复旦大学又是最早恢复市场营销教学的大学

之一。1999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正式成立市场营销系。

目前，营销系现有教师18名，其中教授5名（均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7名，讲师6名，另聘有多位在全球著名商学院担任终

身教授的学者担任特聘教授。

师资队伍

复旦大学市场营销专业设有消费者行为、营销模型、服务营销

和营销战略等多个研究方向，建系以来始终坚持在学术上向国

际一流大学看齐，在实践上直面中国企业营销问题，取得了一

系列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

近年来，市场营销系教授们主持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承担了20多项其他国家级基金项目。在营销领域的全球

最主要的4本国际期刊上，都有营销系师生的研究论文发表。

复旦大学营销学科在UT Dallas全球商学研究100强排行榜

上，不断进步，已处于亚洲前列、国内领先的地位。

市场营销系师生的研究成果还多次获得教育部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管理学青年奖，

并有多篇论文获得美国营销协会冬季学术年会、JMS中国营销

科学学术年会和中日韩市场营销国际学术年会等的最佳论文

奖。此外，营销系蒋青云教授担任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副会

长，范秀成教授担任Journal of Contemporary Marketing 

学习活动及成果

市场营销系注重与企业界的紧密交流与合作，为超过20家企事

业如东方航空、中国平安、环境生态部国际交流中心等提供了

各类营销咨询服务。

2017年以来，复旦大学市场营销系连续四年在“中国品牌日”

发布“中国企业品牌创新价值排行榜Top100”，并主持每年

一度的“价值共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案例评选”等等，取

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是复旦大学市场营销系的神圣使命。成立20年来，市

场营销系毕业生中既有在腾讯、摩根斯坦利、阿里巴巴、宝

洁、复星等中外企业担任重要职务的管理实践者，也有成功的

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更有一批在海内外高校如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美国特拉华大学、密西西比大

学，以及南洋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

学、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的营销学者。

人才培养

依托强大的海外学术合作资源，以

及院系科研基金支持，我系与美

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的知名

高校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近5年来，博士生参加学术会

议上百人次，其中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27人次；有海外交流意愿的博士

生均可100%获得赴海外交流深造

的机会，有超过90%的博士生选择

赴海外进行学术交流。

海外交流

近3年来，博士生人均发表高质量

学术论文2.1篇，荣获“中国企业

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8）”最

佳论文、“2018首届清华金融科技

峰会暨博士生论坛”优秀博士论文

奖、ICIS2019和CSWIM2019等

国际顶级会议最佳论文奖、中国信

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2019）会议

最佳论文等荣誉；学生团队获得

2018“创青春”上海市大学生创业

大赛金奖、2019上海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成果展“优秀创业报

告”等荣誉。

创新成果

近10年来，累计培养博士46名，已

毕业博士（24人）中有14人进入科

研院所，如华中科技大学、华东理

工、上海社科院、西南财大、南京

理工等，其中双一流、985/211类

高校占比达到55%；进入企业11

人，包括阿里、华为、麦肯锡、腾

讯等知名企业。

毕业去向

信息管理与商业智能系

信管系共有专职教师19位，包括10位教授、5位副教授、4位讲师。其中国务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位委员会专家1人，国家自科优秀青年基金人才2人，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2人，东方学者1人，浦江人才5人，教师数量和高级职称比例

在国内顶尖商学院中国位列第一。此外，还有6位特聘教授，来自于来自美国康

涅狄格大学、美国特拉华大学、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等。此外，会计学系与安

永合作，连续11年举行＂安永复旦最具潜力企业＂评选活动，取得了较大的社

会影响力。

近10年来，信管系教师发表论文累计超过500篇；近5年来，发表UTD 论文28

篇；2020年共发表论文45篇，其中SCI20篇，SSCI18篇，EI12篇，CSSCI6

篇。国际A+级论文2篇，国际A-级7篇，国内A+8篇。

师资队伍和学术成果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专业，是研究如何在管理中有效利用信息技术，通过洞察“管理”与“技术”的相互影响与变革，提出并解

决现代企业和组织中，与信息系统采纳和应用相关的人员、组织和技术等相关的关键管理议题。信管研究注重交叉学科的相互影

响，“管理”模式的推陈出新，为发掘研究问题注入灵感源泉；“技术”形态的更新迭代，为创新研究方法提供的赋能引擎。

信管硕博项目，旨在培养新时代的科研领军人才与复合型精英。通过融合“技

术”与“管理”思路，培养管理视野与技术能力兼备、能够同时与管理层和业

务层沟通与合作的“H”型人才。在这里，你可以遵从自己的兴趣来确立研究

课题，可以自主选择加入心仪老师的课题组，可以与get了各种神奇技能的小

伙伴们优势互补，开启脑洞大开的学术探索之旅。学术新星初养成的背后，是

真诚睿智的教授博导、灵活自由的课题小组、丰富多样的研究资源，以及充裕

的研究经费支持。

校企合作

市场营销学系

Science主编，洪伟萍教授担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联合主编，金立印教授担任Jour-

nal of Consumer Affairs副主编，还有多位教师受邀担任

国际知名期刊如JCR, JM, JCP, IJRM和JSR等的资深编辑

或编委会成员。

市场营销系还负责学院 “决策与行为科学中心”、“数据

驱动管理决策研究中心”等跨学科研究平台的日常运营工

作，利用跨学科研究范式，在基于视觉营销数据的建模分

析、人工智能与消费者交互行为、服务营销中的顾客参

与、中国消费者的价值观与幸福感、城市移民的消费文化

等前沿学术问题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

用于开展人工智能时代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机器人“NAO“

吕莎莎博士论文答辩中，现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

管理学

社会学

心理学

经济学

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

打通“管理”与“技术”
的沟通协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