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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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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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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UTD发布的“全球商学院科研百强榜（2017-2021）”中，学院位列中国

大陆第1，全球第83，连续七年稳居全球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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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底，学院有在

读本科生 846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5,959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202 人。目前学院校友已超过 53,000 人。高层

管理教育中心2021年全年已培训48,000人次，迄今为止共计近65,400名企业管理者参与培训，累计服务企业超8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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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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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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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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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现有教师166人（不含物流研究院和东方管理研究院），其中教授58人，副教

授62人，讲师46人，拥有博士学位者163人，占总人数的98.19%，海外博士学位者81人，占总人数的48.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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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2010年9月，管理学院开设金融硕士项目，设国际金融和金融工程两个方向，分别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安德森

商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顶尖师资合作，在多个全美金融硕排名中，普林斯顿位列前三，UCLA Anderson

排名前十。2020年，金融硕士项目新设全球化金融管理方向，与伦敦商学院

（London Business School）MFA项目合作。

金融硕士项目学制两年，学生修满规定学分、成绩达到要求，并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者，将获得由复旦大学颁发的硕士毕业证

书、学位证书。同时全球化金融管理方向将获得伦敦商学院学位证书，国际金融和金融工程方向将获得课程合作方出具的高级培

训证书或学习证明书。

国际金融方向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安德森商学院官方合作。由UCLA教授的课程有：数量

资产管理、行为金融学、公司财务与估值、风险管理等。

金融工程方向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顶尖师资合作。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

课程有：高级投资组合管理、高级金融计量学、高级金融计

算方法等。

全球化金融管理方向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伦敦商学院

London Business School MFA项目合作。

三个专业方向

金融硕士项目（MF）

复旦师资力量雄厚

GMIF
全球化金融管理方向

·创立于1964年的公立商学院，是伦敦大学的两个研究生院之一，历来被认为是世界

    顶尖商学院之一

·2023年QS世界商学院排名全球前五、管理硕士和金融硕士皆列全球第二

·2021年金融时报欧洲商学院排名第二，管理硕士全球第四，金融硕士全球第一

伦敦商学院 ——世界顶尖商学院之一

·创立于1746年的美国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

·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全美第五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

·2022US News全美大学排名第一，2021QS全美第八

·2022全美最佳金融工程硕士排名第四（QuantNet）金融硕士第四（TFE Times）

普林斯顿大学 

·创立于1919年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是美国最顶尖的综合大学之一

·2022年US News全美最佳公立大学排名第一，2021QS全美第五

·2022年QS全球金融硕士排名第八

·2022年全美最佳金融工程硕士第十二（QuantNet）金融硕士排名第十五（TFE 

    Time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学院

GMIF方向特色

国际金融方向

金融工程方向

第一年将前往伦敦，作为LBS的MFA（Master in Financial Analysis）

项目学生身份上课，达到毕业要求后将获得LBS MFA学位证书。

与LBS MFA同学共同上课

伦敦+上海的硬核课程、两校雄厚的校友资源、与全球雇主的密切关

系网，均为你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职业发展机会。

职业发展更上一层楼

第二年可以选修复旦MIF、MFE方向深度的课程，夯实专业基础，

同时充分利用管院在金融就业领域的优势资源，成为独挡一面的金

融全才。

课程与MIF、MFE打通

MFE

MIF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美国埃默里大学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加拿大皇后大学 

·德国波恩大学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复旦大学 

强大的合作院校



F 
MF合作院校世界顶级师资

《Advanced Financial Econometrics高级金融计量学》

《 Advanced Financial Economics高级金融经济》

普林斯顿大学 Frederick L. More 金融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国际统计学领域的最高奖之一COPSS

总统奖，计量经济学权威期刊主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学博士

Jianqing Fan  范剑青

《Advanced Portfolio Management/高级投资组合管理》

普林斯顿大学Otto Hack 1903金融经济学荣誉教授，Bendheim金融研究中心创始人，金融学、

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顶尖期刊主编、MIT经济学博士

Yacine Ait-Sahalia 

《 Advanced Numerical Methods in Finance高级金融计算方法》

普林斯顿Eugene Higgins金融工程讲席教授，2021年度普林斯顿杰出教授，斯坦福科学计算与计

算数学博士

Ronnie Sircar

《 Quantitative Asset Management数量资产管理》

UCLA安德森学院金融学教授，MIT经济学博士，Fidelity固收量化分析师 

Lars A. Lochstoer

《 Corporate Finance & Valuation /公司财务与估值》 

UCLA安德森学院金融教授，Laurence D. and Lori W. Fink （chairman and CEO of 

BlackRock）金融学讲席教授，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

Andrea L. Eisfeldt

《Risk Management/风险管理》 

UCLA安德森学院金融学教授，MBA项目前教务长，哈佛数学学士， 斯坦福金融博士

Mark Garmaise 

《 Behavioral Finance /行为金融学》 

UCLA安德森学院金融教授，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创始主编，UCLA金融学博士

Avanidhar Subrahmanyam

金融硕士课程
选修课程与数据科学

与商务分析硕士

课程打通

*表示UCLA和Princeton老师授课

数量资产管理*

行为金融学*

风险管理*

初级计量经济学

公司财务与估值*

财务建模与数据库

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固定收益证券

金融衍生工具

高级投资组合管理*

高级金融计量学*

微观经济学理论

会计学原理

高级金融经济学*

高级金融计算方法

量化投资策略设计与分析

资产定价理论

金融创新与监管

中国股市和区块链的数量分析应用

价值投资实务

房地产金融与投资



◆ 为了增加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学生在多元文化中的学习和适应能力，金融硕士项目提供了赴国际一流商学院

交换学习的机会，学生在第二年的秋季学期可以申请赴国外交流学习，经项目认可的国外课程成绩可以转回复

旦、转成选修课学分。

◆ 为使学生更深入体验国际化商业环境，项目在每年6月为金融硕士优秀学生提供为期一周的境外游学活动。

通过当地学校的金融讲座或系列课程、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参访、校友交流会等内容，帮助学生扩大知识面、

拓展国际视野、提升实践能力。境外游学所需费用，除机票费和签证费之外，其余全部由学院承担。

由于疫情影响，境外游学活动从线下走到了线上，先后举办了区块链研讨、国际智慧金融中心发展之路等主题

的云游学，带来了新鲜的视角，丰富了同学们的实践经验。

金融

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证券、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华泰联合证

券*、华泰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国金证券、国盛证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光源资本、贝莱德建

信、博时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永赢基金、宽德投资、宁泉资产*、歌斐资产、和暄资本、一村资

本、上海国际集团、中国农业银行、宁波银行*、人保资本股权投资、中央结算公司

咨询

麦肯锡、汇生咨询

互联网

腾讯*、字节跳动*、京东、哔哩哔哩

其他获得优质offer

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中金公司、中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海通证券、中银基金、中欧基金、国泰君安资管、中信保诚

基金、建信基金、禾泽久溪、世坤投资、谱润投资、弘晖资本、中央结算公司、美团、字节跳动、百度、BDA咨询、致盛

咨询、思略特、埃森哲、久谦

*表示至少两位毕业生就职该企业

雇主列表

2022届MF就业概况

 平均offer数：2.2     CDO合作企业占比：100%

国际交换与游学项目

薪酬范围

33.9%

25.4%

10.2%

1.7%

28.8%

≥¥500,000

¥400,000-¥499,999

¥300,000-¥399,999

¥200,000-¥299,999

<¥200,000

行业分布 金融行业细分比例

信息/科技/通讯

咨询金融业

84.7%

11.9%
3.4%

证券/投资银行

商业银行 其他金融服务公募基金

风险投资/私募股权

66.0% 6.0%

6.0% 2.0%6.0%

资产管理

14.0%



复旦管院职业发展中心（CDO）成立于1999年10月，服务于管

院所有本硕博MBA在读学生。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资源，

中心旨在使学生明确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提高职业竞争力。同

时，中心也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招聘服务并积极开拓校企

合作项目，通过建立各种渠道来加强学生与企业间的交流与沟

通。

CDO不仅仅是帮助学生得到一份工作机会，更是通过提供高质

量全周期的职业发展服务和资源，激发学生自我认知与思考，明

确职业发展方向，提升职场竞争力，踏稳职场第一步，成为未来

管院引以为荣的商业精英和行业领袖。

卓越的职业发展

全周期职业发展（从预录取开始提供贴身服务） 

资源拓展

按行业分类，精准推

送实习及全职职位机

会、招聘会、宣讲会、校

园竞赛、企业参访、嘉

宾深度访谈。

行业洞察

搭建CIC职业兴趣小

组，围绕细分行业的

沉浸式学习，探讨行

业趋势与前景、重要

职能与人才需求。

人脉搭建

汇集在校生、校友、导

师、企业嘉宾，增进跨

年级、跨项目的沟通交

流与互助学习，搭建社

交平台。

实战演练

模拟面试、案例面试演

练 、解 读 案 例 分 析 模

型、研究细分领域、一对

一职业咨询与定制化的

职业辅导。

金融-证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

金融-公募基金/风险投资/私募

股权/保险/其他金融服务

咨询-战略/管理/信息技术/人

力资源/财务

消费品/零售/贸易

信息/科技/通讯

制造业/房地产/建筑业/能源/医

疗健康/物流

教育/培训/文化/体育/娱乐/非

营利/政府/猎头/其他

·简历辅导

·实习辅导

·学前规划

·行业梳理

·Oriention

·入学咨询

·职业测评

·行业兴趣小组

·职业发展课程

·职业规划

·行业概览

·职能剖析

·校园竞赛

一对一咨询

讲座培训

招聘宣讲

高端论坛

一对一咨询

讲座培训

招聘宣讲

高端论坛

一对一咨询

讲座培训

招聘宣讲

高端论坛

一对一咨询

讲座培训

招聘宣讲

高端论坛

·行业兴趣小组

·实习内推

·行业咨询

·企业反馈

·模拟面试

·小组咨询

·职业规划

·求职技能

·企业参访

·就业季沟通

·行业兴趣小组

·全职内推

·企业反馈

·行业资讯

·模面面试

·小组咨询

·职业发展技能

入学前 入学初 实习期 求职期

校
友
职
业
发
展

CDO
职业发展中心

DSBA
职业导师

企业
导师

高级
顾问

教练

菁英
导师

校友
导师

DDIM在校生暑期实习

（2020 DDIM）黑蚁资本、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哔哩哔哩*、字节跳动*、华兴资本、中金公司*、华泰证券、艾意凯咨询、欧莱雅、

平安科技*、泡泡玛特、罗兰贝格*、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腾讯*、小红书*、

（2019 DDIM）阿里巴巴、中国银行、波士顿咨询、博达克咨询、哔哩哔哩、长江养老保险、华兴资本、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

花旗银行、花旗集团、携程、雅诗兰黛、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国泰君安、华泰联合证券、嘉合基金、快手、正心谷资本、麦肯锡、

美团、微软、平安科技、商汤科技、腾讯*、特斯拉、瑞银证券

MF在校生暑期实习

安诺其集团、黑蚁资本、美国银行*、宁波银行*、贝莱德、博时基金、字节跳动、鼎晖投资、华夏基金*、中央债券登记结算公司、招商

银行、中信建投证券*、中债金融估值中心、中金公司*、中信证券*、汇添富、光大证券、睿远基金、复星创富*、广发基金、念空科技、

高盛*、歌斐资产、圆信永丰基金、厚雪资本、华泰资管、华泰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华泰柏瑞基金、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证券、超

越摩尔、保银投资、上海概率投资、上海赢跑教育科技、泰合资本*、泰康资产、淡马锡、腾讯、瑞银集团*、瑞银期货、万家基金

GMIM在校生暑期实习

贝恩公司、淡马锡、泛大西洋投资、高盛、黑石、花旗、汇丰银行、加拿大养老基金、凱粼資本、科尔尼、美银证券、摩根士丹利*、

耐克（中国）、瑞士信贷、腾讯投资、挚信环球传媒集团、致盛咨询*

DSBA在校生暑期实习

阿里巴巴*、支付宝、亚马逊*、蚂蚁集团、阿蒂法、理特管理顾问、哔哩哔哩*、交银施罗德、字节跳动*、鼎晖投资、招商银行信用卡

中心、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滴滴、弈慧投资、富国基金*、广发基金*、华泰证券、华为、工银瑞信基金、摩根大通、快手科

技、美团*、美银宝*、启林投资*、国金资管、腾讯*、百胜中国

高级顾问
及企业导师

为更好地支持学生职业发展培养

和指导，复旦管院职业发展中心

（CDO）特别邀请业界资深人士

担任高级顾问和企业导师，常年

为 学 生 提 供 职 业 发 展 辅 导 与 帮

助。顾问及导师为来自于金融、

咨询、制造业、消费品、医疗健

康等行业的知名企业高管，拥有

丰 富 的 职 场 经 历 和 职 业 发 展 经

验。

23届暑期实习雇主

陈虹
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财资与贸易金融部总监

严加茹
贝莱德人力资源总监

侯蓓莉
高管团队教练、

培训师 

李 枫
原GE可再生能源集团

陆上风电大中华区总裁  

钱于军
瑞银集团中国区总裁、

瑞银证券董事长

韩微文
贝恩公司大中华区总裁、

全球董事会成员 

荀玉根
海通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所副所长

卢颖琴
飞利浦 大中华区睡眠与呼吸

事业部总经理

郑 赟
罗兰贝格全球
高级合伙人

戴 青
原商米科技 企业教练

王永刚
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副总裁

章  平
原德意志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和汇丰银行环球

银行部分行业务发展中国区总监

*表示至少两位以上学生



强大的校友网络

部分校友导师名单

校友中心简介

自1985年恢复建院以来，复旦大学管理

学院英才辈出，校友遍布世界各地、各行

各业。目 前，管理学院校友已达54193

人，校友中心分别在纽约、新加坡、香

港、台湾，以及北京、 深圳等总计16个

城市建立“地方校友联络处”；成立了不

同行业和主题的“校友俱乐部”，汇聚各

界智慧交流切磋；发展校友中志趣相投的

同道人；通过校友中心安排的“校友导师

计划”，校友可以义务担任在读学生导

师，分享经验、提携后辈。

校友导师计划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校友导师计划”已经持续开展十五年，共有历任校友导

师400余位，历届已受益的全日制项目学生5,000余名。通过面对面深度交

流、跨组学习、企业参访、个性化辅导等丰富多样的内容和方式，校友导师

为学院在校同学的个人发展提供了全方面的指导与支持。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校友导师计划”是一个传承的平台，“分享、激励、引

领”是这一项目的主旋律。借助校友们深厚的专业背景、丰富的实践经验，

学生们在新的视野中不断碰撞和提升。亦师亦友，代代传承，成就更好的管

院大家庭！

主要针对年级：本科二年级、金融硕士一年级、国际商务硕士国际管理方向

（DDIM）一年级、国际商务硕士全球化经营与管理方向（Global MiM）

二年级、MIT-IMBA项目一年级、S3 ASIA MBA项目一年级。

肖红贞   2007级复旦MBA 

BCG大中华区职业发展及人才流动经理

杨  斌   2007级复旦EMBA

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蒋之晨   2001级本科、2016级复旦-港大IMBA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财富管理与个人银行业务部首席数据官

单国洪   2007级复旦-华盛顿EMBA

武田制药（Takeda）大中华区总裁兼中国董事长

徐立群  1999级本科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

王小颖   2018级复旦-BI（挪威）MBA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部总监

能与第一课堂
媲美的 第二课堂

预录取 大 四 入学后

数据科学

数据科学

外资银行

奢侈品管理

固定收益

期货交易

券商行研

投资银行

商务分析

风险管理

基金行研

私募行研

证券实操

管理咨询

Ebay数据工作坊

华为数据工作坊

花旗银行实务课程

奢侈品行业实务课程

东方红固定收益实务课程

上期所期货行业实务课程

上交所-申万宏源实务课程

中金公司投资银行实务课程

Bloomberg商务分析实务课程 

人力资源与风险管理实务课程

兴证全球基金价值投资实务课程

“石锋资产杯"行业研究投资大赛

“兴证全球杯”模拟证券投资大赛

“创·熠杯”案例分析大赛（罗兰贝格合办）

“兴证全球基金杯”模拟证券投资大赛

作为本硕博教育中心的品牌活动，“兴证全球杯”模拟证券投资大

赛已成功举办八届，备受师生瞩目。大赛提供虚拟证券交易平台进

行实盘交易，鼓励学生通过团队协作，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提出有

价值的组合投资方案，并撰写投资报告。交易阶段结束后，根据各

小组的交易成绩和投资报告质量通过总决赛汇报竞演，由投资顾问

和学院老师共同评选出优胜小组。每支参赛队伍都配备业界资深人

士担任投资顾问兼导师。

合作企业：兴证全球基金

“兴·泉杯”社会企业创新创业大赛

“兴·泉杯”社会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是由兴证全球基金和宁泉资产

联合赞助，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本硕博教育中心主办，乡村笔记承

办，并由真爱梦想基金会、杉树公益基金会、担当者行动基金会、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上海杨浦区赋启青年发展中心等公益组织大

力支持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赛事。大赛旨在弘扬创新文化，强调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融合，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发掘各类优秀的

社会企业创新创业项目，整合集聚政府和社会资源，打造高校优秀

创业团队与社会资本、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合作的平台。

合作企业：兴证全球基金和宁泉资产

投资大赛

学院讲座及UPEC管理名家讲堂

“石锋资产杯”行业研究投资大赛

“石锋资产杯"行业研究投资大赛是由多位公募金牛、私募金牛基

金经理、新财富第一分析师联合打造的以行业研究为基础的投资大

赛。大赛为同学们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并邀请到业界资深投资专

家、校友嘉宾担任本次大赛的评委和研究指导，共同建立学习型组

织。大赛采用比赛和讲座结合的方式，六次和大赛相关的杰出行业

研究系列讲座也同步举行，各大金融机构的资深行业研究员从各个

行业的角度分享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从业经验。

合作企业：石锋资产

“管理名家讲堂”凭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耀眼的校友资

源、深厚的企业关系和高山景行的师资阵容，为同学们开

辟了一个和企业家面对面交流学习的平台。从宏观视野、

战略思想、领导智慧、资本运作、财务控制等层面启迪在

校同学的深度思考，帮助同学透视管理创新与实践，驾驭

全球化商业时代，聆听管理名家分享智慧。

2017-2021年间，学院和UPEC邀请到了众多企业家来开

展了讲座，例如：

“创·熠杯”案例分析大赛

创·熠杯是由复旦大学管院本硕博教育中心、管院职业发展中心主

办、罗兰贝格公司全力支持的商业案例分析大赛。大赛为参赛者提

供系统培训、赛前指导和广泛的实践交流机会，旨在为对案例分析

感兴趣的同学提供专业的商业训练平台，全面提高复旦学生的商科

素养与综合竞争力。

李卓生
亚马逊全球物流中国商务副总裁

钱于军
瑞银中国负责人及总裁

Mr. MirkoBordiga
Managing Director Maserati China

and Managing Director Alfa Romeo China

Ted Lai
Head of Digital, Retail Banking & Wealth 

Management, HSBC China

曾晓松
景林资产合伙人

陈伟豪
美国华平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韩微文
贝恩公司大中华区总裁

王仁荣
百威英博亚太区副总裁

姜熡可
华特迪士尼国际部北亚区执行副总裁兼董事总经理

哈继铭
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校友        

霍可龙
可口可乐瓶装投资集团中国首席执行官

李瑞麟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朱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陈晓萍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

Mr. Justin Chen
China Retail Head, Salvatore Ferragamo

叶春和
上海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

周海晨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副总经理、制造业研究部
总监、首席分析师

Kazuhiko Yago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erce, Waseda University

（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商业实践周

项目组织学生在一周的时间内大量集中进行企

业参访和考察，围绕企业的发展（如国际化战略、

市场开拓、资本运作、企业组织架构，商品化战

略，行业竞争版图等某个方面）开展专项咨询或研

究工作；以小组的形式，帮助企业剖析实际问题，

提供解决方案与思路，从而为企业的发展助力；学

生将体验到课堂知识转化为行动决策的过程，在团

队中感受与培养合作精神。

2017

2018

2019

日本名古屋

-京都-大阪

新加坡

日本东京

名古屋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

丰田汽车工厂、松下PETEC、京瓷株会社、塚喜商事株式

会社、生田产机工业株式会社、HOUSE食品株式会社

星展银行、私人有限公司、大华银行、德勤

会计师事务所和参观新加坡金融区

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瑞穗金融集团、新生银行、三井不动

产投资顾问株式会社等

商业实践周参访企业

京津冀地区
亚马逊，京东，百度，小米，

联想，滴滴，新希望等
长三角地区
上海，杭州、嘉兴：阿里巴巴，乐高，
五芳斋，哇哈哈，养生堂，花旗银行，
中金所，邦飞利，意达纺织等

珠三角地区（含港澳）

新鸿基，新世界，华为，比亚迪，腾讯等

胶州湾地区
海尔，海信，青岛啤酒等

本硕博教育中心第二课堂开展的“研学之旅”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游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

神，“见识即知识”成为实践教学的新内容和新方式，全方位提升同学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国际游学
为使学生更深入体验国际化商业环境，项目在每年6月为金融硕士优秀学生提供为期一周的境外游学活动。通过当地学校的金融

讲座或系列课程、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参采访、校友交流会等内容，帮助学生扩大知识面、拓展国际视野、提升实践能力。境外

游学所需费用，除机票费和签证费之外，其余全部由学院承担。

国际/国内
视野

学生发展
计划

社会
责任

能力
提升

知识
摄入

DSBA项目国际研学模块

MF项目国际研学模块

DDIM项目上海研学模块

GMIM项目长三角研学模块

GMIM项目深港研学模块

本科/硕博朝阳行动

创新创业大赛

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开学周全方位第二课堂（学生发展）计划介绍

第二课堂成绩单（学生发展报告）输出结果



“创.熠UPEC”系列活动是本硕博教育中心为所有UPEC项目内的同学开设的一系列拓展

课程及各项课外活动的总称，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拓展和课外活动，增进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及团队凝聚力；补充未来职业相关的知识及技能、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强化身心；提升学

生社交能力、商务礼仪知识，促进UPEC各项目学生之间、中外学生互相的了解；帮助同学

们全面发展，多角度提升自身素质。

专业及实践

商务礼仪培训/演讲与口才训练/Talk Show/行业兴趣小组/社交技能培训

文化与交流

传统节庆/国际文化节/新年活动/城市文化节/班徽设计比赛

沟通与合作

校友下午茶/返校日/开学破冰/毕业典礼/跨项目团建

责任与品格

学生大使/教师节活动/感恩节慈善义卖/公益探访

文娱与体育

跨项目运动会/飞盘赛/心理健康辅导/羽毛球赛/师生运动会

学生拓展课程及课外活动

创.熠UPEC 系列学生拓展课程及课外活动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创·熠UP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