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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Finance
(2018 Spring)
Instructor
Name: Zhang, Chenglin (张成林)
Office: 格致楼 323

Email：zcl@swufe.edu.cn
Office Hour: 2:00pm-5:00pm on Tuesday
Textbook

Stephen A. Ross, Randolph W. Westerfield, and Jeffrey F. Jaffe, Corporate Finance 9th
edition, McGraw-Hill/Irwin, 2009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Finance. It will cover some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cision-making within the corporation, as well as assorted other topics;
we will not attempt to cover the whole of this vast subject. Basic courses in
Micro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re prerequisites.
Course Objectives
•

To give you the capacity to understand the theory and apply, in real world situations,
the technique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in corporate finance.
• To give you the big picture of corporate finance so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how
things fit together. To encourage you to fit corporate finance and other knowledge
together.
• To encourage good teamwork and communication. To know yourself a tiny bit more.
To show you that corporate finance is fun.
Grade
Component
Course Participation
Assignments and Quizzes
Live Case Studies
Group Project
Final Exam

Percent of Grade
10
10
10
30
40

1) About Course Participation
Active participation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Some of the topics can be
challenging and the key to gain a good understanding is to pay attention in class. More
importantly, by showing up in class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instructor and
classmates, you create our course and a good opportunity to let us get to know you.
2) About Assignments and Quizzes
There will be five open-book and open-notes assignments (or Quizzes) worth 2%
each.
3) About Live Case Studies
There will be ten Live Case Studies worth 1%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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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bout Group Project
The best way to learn corporate finance is by applying its models and theories to
real world problems. Each student is required to pick up a company to analyze, then
picks up your own group. There should be a common theme in each group. The theme
can be broadly defined. For instance, an entertainment group can include movie
companies, television broadcasters and syndication companies. An automobile group
can include auto companies, suppliers to auto companies and even an auto dealership.
In putting together the group of companies, try to pick as diverse a mix of companies
as possible (small and large, domestic and foreign, closely held and widely held…).
Each group is required to write a research report and present it in class.
5) About Final Exam
Exams will consist of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and essay questions and other
kinds of questions. Make up exams are not guaranteed. The only exception will be
sickness with documented evidence that you are seriously ill at the scheduled time of
the exam. In the absence of documentation, a missed exam will result in a zero.
Syllabus
Lecture

Week

Topic

1

1st

2

2nd

3

3rd

Introduction
The Objective: Utopia and Let Down,
Reality and Reaction
Define and Measure Risk

4
5
6
7
8
9
10

4th
5th
6th
7th
8th
9th
10th

CAPM
Risk Free Rate and Risk Premium
Regression Betas and Beta Fundamentals
Bottom-up Betas and The Right Beta
Debt and Financing Weights
Investment Return
Financing Mix I

11

11th

Financing Mix II

12

12th

Financing Type

13

13th

Dividend Policy

14

14th

Valuation I

15

15th

Valuation II

16

16th

Final Review and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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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公司金融学》
2017—2018第2学期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公司金融学
课程代码：FIN303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周，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教学助理、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张显明、副教授
办公室：学科楼 416
答疑辅导时间：周三下午 12:00-17:00
电子邮件：zxmfinance@163.com
（二）教
室：H310
（三）上课时间：周三上午 8.30—11.05（1-3 节）
（四）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五）教学助理：黎惠，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答疑辅导时间：周三下午 2：00-5:00
答疑辅导地点：教室和老师办公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公司理财》罗斯，第 11 版
（二）参考教材
1、《公司金融学》2014 年 3 月第 1 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卢俊（译）《资本结构理论研究译文集》
3、《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法）Jean.Tirole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金融学文献通论》微观金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金融理论与公司政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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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1、系统学习公司金融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理论。
2、系统学习和研究公司融资理论和融资方案的制定及选择。
3、掌握公司投资项目的评价和选择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4、系统学习公司并购重组的原理和理论。
5、学习并掌握公司现金流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6、系统学习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及相关理论。
（二）教学内容
序号

题目

一

概论

二

长期融资

三

资本预算

四

并购重组

五

营运资本管理

六

股利政策
课时总计：54 学时

知识点

学时

（课堂教授）
1、公司金融概论
2、公司金融制度
9
3、公司金融估价
4、财务分析与规划
1、融资决策的原则和内容
2、资本成本
9
3、融资方式及其选择
4、资本结构理论与决策
1、资本预算与经济增长
2、资本预算方法
9
3、资本预算的风险决策
4、实物期权与资本预算
1、并购重组与扩张战略
2、目标企业的选择
9
3、公司并购定价
4、并购整合
1、短期金融政策
2、现金管理
6
3、信用管理
3
1、股利理论
2、股利决策
45（课程教授）+6(讨论)+3（答疑）

（三）课程要求
1、文献与参考书阅读作业：课堂进行随机抽查回答与提前指定回报方式相
结合；指定经典文献阅读并提交读书笔记。
2、平时课后作业：按照规定的时间交与教学助理，收齐后批改，隔一周上
课时间教学助理与授课教师进行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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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堂讨论：按照课程内容体系及一些前沿问题设计讨论题目，分组准
备，安排课堂讨论，授课老师最后点评。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课程案例
作业
出勤率
课堂讨论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课后作业
到课情况
专题讨论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分析报告
课后独立完成，及时提交
不定期点名，3次不到扣5分
教师根据讨论情况评分

六、其他班：教室 H301，F201；
上课时间：周三下午 13：00—15：35
周日 13：00—15：35
教学内容：相同

5

分值
40
30
20
5
5

（一）教学安排
课
程

1

授课
方式

讲授内容

第一章、概论
1、公司金融的学科性质、内容、
目标、环境、原则及理论体系； 讲授 9 学时；
2、公司金融制度；
课外阅读
3、公司金融估价；
4、财务分析及规划；

作业(教材)/测验

辅助学习材料

文献查询；
阅读教材

阅读教材：自编教材：《公司
金融学》

教学助理：利用答疑时间指导学生如何学好公司金融学；辅助学习资料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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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长期融资决策
1、公司融资概述；
2、资本成本；
3、融资方式的选择；
4、资本结构理论及决策。

作业 1：
讲授 9 学时；
P113，6、7、8 题
课外阅读；
P153，7—10 题
讨论 3 学时

1、阅读自编教材；
2、阅读《资本结构理论研究
译文集》、《金融学文献通
论》（微观金融卷）

教学助理：收取课程作业；组织课堂讨论；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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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资本预算
1、概述投资概述；
2、资本预算方法；
3、资本预算的风险决策
4、实物期权与资本预算

讲授 9 学时；
课外阅读。

作业 2：
P193，15、16、
19、21 题

1、阅读自编教材；
2、查阅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资料，做一个综述。

教学助理：利用答疑时间进行课程讲授内容辅导和相关文献阅读指导；收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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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公司并购
1、公司并购的一般原理；
2、并购目标的选择；
3、并购定价；
3、并购整合。

讲授 9 学时；
课外阅读；
讨论 3 学时

作业 3:
P314-315，
8-14 题；

1、阅读自编教材；
2、阅读《资本结构理论研究
译文集》，写读书笔记。《兼
并与收购：交易管理》、《兼
并、收购与公司重组》

教学助理：组织学生阅读经典文献；收集学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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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营运资本管理
1、短期金融政策
2、现金管理
3、信用管理

讲授 6 学时；
课外阅读

作业 3：
P404，4-7 题

阅读自编教材；

教学助理：答疑；收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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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股利政策
1、股利决策
2、股利理论

讲授 3 学时；
课外阅读

思考：

教学助理：答疑。
串讲、复习
7

串讲 3 学时。
教学助理：在线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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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自编教材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考察内容

考察方式

分值

期末考试

课程教学内容

闭卷考试

60

作业

3 次作业

课后独立完成，按规定及时提交

30

出勤率

到课情况

不定期点名，3 次不到扣 5 分

5

课堂讨论

自主案例分析

教师根据案例质量评分

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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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y Evaluation: Spring 2018
Wednesday: AM 8:30 -11:05 @ J08 or PM 18:30-21:05 @J111
Instructor: Huacheng Zhang (Weeks 1-8), Guanying Huang (9-12), Lei Ge (13-16)
Institute of Financial Studie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Office:
Huacheng Zhang: IFS 201, Tel: 028-87099049. Email:
zhang.huacheng@swufe.edu.cn
Guangying Huang: Gezhi518, Tel: Email: huanggy@swufe.edu.cn
Lei Ge: Gezhi 518, Tel: Email: gelei@swufe.edu.cn
Office hours: Wednesday 14:00—15:00 or by appointment.
Office hour place: Gezhi 501 (Zhang), Gezhi518 (Ge&Huang).
TA: Jue Du, Tel: 17381560845, Email: dujue1211@126.com
Course Materials and Prerequisites
1. Required Text: Equity Asset Valuation by Pinto, Henry, Robinson, Stowe, Wiley,
3rd edition.
2. Class notes will be distributed electronically before each class.
3. Assigned readings/papers will be distributed in class or by email
4. Supporting Materials:
Valuation Techniques: Discounted Cash Flow, Earnings Quality, Measures of
Value Added, and Real Options by Larrabee and Voss, Wiley.
Corporate Finance by Ross, Westerfield, Jaffe,McGraw Hill, 9th edition
Investment by Bodie, Kane, Marcus, Jain, McGraw Hill, Asian Global Edition
(or by Bodie, Kane, Marcus 9th edi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Yahoo Finance!

Course description and objective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introduce and apply fundamental concepts,
theories of stock investment methodologies. By the end of this course, you are supposed
to know the stock markets, and the main equity valuations too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Lectures
Lectures will stres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addressed in the text.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all materials covered in class, assigned readings, suggested problems
and study questions, and problem sets. Lectures may go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textbook for certain topic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you to attend class.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all announcements made in class. Class lectures will some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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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 working through problems. Thus, you should bring a calculator to class so that
you may work problems and participate in class
Examinations
There will be one midterm exam and one final exam. They are not cumulative, except
that certain materials taught early in the class will continue to be applied throughout the
session. Questions may be short questions, essays and comprehensive problems.
Formula sheet (if needed) will be provided for each exam but no definition and
application instructions of those formulas available. All exams are closed books and
notes. You are allowed to use simple calculator in exams but you may not use a
calculator with complicate functions (graph, programming, etc.). There will be NO
MAKE-UP EXAMS. Exams are planned well in advance so that you can plan around
those days. Please contact me to take an exam early if extenuating circumstances will
preclude your attendance on the day of that exam. An unexcused absence without
supporting documents (doctor’s note, police report etc.) will result in a zero grade.
Problem sets:
Recommended homework problems will be given at the end of each class or chapters.
You don’t need to turn in but you will benefit from solving those problems when
preparing for exams.
Project
See the project handouts for details.

Grading Rules:
Components
Attendance
Projects
First exam
Second exam
Total

Points
5
40
25
30
100

Standard grading rules will be used: A: 90-100; B: 80-89; C: 70-79; D: <70; etc.
Note: I hold the rights to curve the grades based on relative performance if the
average of the class is lower than 70 points while this is not possible.
Class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be punctual, participating beyond note-taking and respectful
of the views of their classmates during class time. I may check the attendance randomly.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will be factored into your grade. It is possible that you
could never attend class and still get an A if you perform well on all the tests and group
project. If your grade is borderline, but you have attended class regularly and
participated, I am likely to bump your grade up rather than down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Class participation can manifest itself in many ways and forms such as asking
intelligent questions in class, as well as conversing with me about the subject during
office hours, in the hallway or by e-mail. There is no excuse for a lack of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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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f you would like to request accommodations due to a disability, please contact the
related unit on campus. If you have a letter from university indicating you have a
disability that requires academic accommodations, please present the letter to me so
we can discuss the accommodations you might need for the class.
Email and computer/ipad/smartphone use
All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have an email address and you will receive email relevant
to this course on a regular basis.
Due to the growing problem of students not using laptops/ipads/smartphones in the
classroom for their intended purpose, these types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will not be
allowed in class. If you have serious issues with this, you may use one in class with
my permission. However, in this case, you must (1) sit in the front row of class, and
(2) show me at the end of every class that you used your laptop for legitimate classroom
purposes (e.g., show me the notes you took during class etc.)
Academic Honesty
Be advised, I have th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to notify University Conduct
committees about ANY suspected student misconduct.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inform yourself of what academic integrity means by reading the university
regulations.
Any evidence of academic dishonesty will result in a failing grade for the course.
Evacuation Procedures
**When the fire alarm goes off it is required by State law and by University policy
that everyone evacuate the building.
When evacuating the building or work area:
☞ Stay calm: do not rush or panic
☞ Safely stop your work
☞ If it is safe to do so, quickly gather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take prescription
medicines and keys with you
☞ If it is safe to do so, close office door and windows, DO NOT LOCK THEM
☞ Use the nearest safe stairs and proceed to the nearest exit. Look overhead for
exit signs.
☞ Help others identify safe passage out of the building.
☞ Do not use the elevators.
☞ Persons with handicaps should remain in the nearest stairwell until an
Emergency Responder comes to help.
☞ Proceed to the designated Emergency Assembly Location (EAL).
☞ Stay together as a class outside in the EAL and await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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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ative Schedule
Month

Date

Week

Contents

2

2/28/2018

1

BKM, Chp1,2,3

3/7/2018
3/14/2018
3/21/2018
3/28/2018
4/4/2018
4/11/2018
4/18/2018
4/25/2018
5/2/2018
5/9/2018
5/16/2018
5/23/2018
5/30/2018
6/6/2018
6/13/2018
6/20/2018
6/27/2018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PHRS, Chap1
PHRS, Chap1&2
PHRS, Chap2
RWJ, Chap2, PHRS, Chap5
PHRS, Chap5
PHRS, Chap6

3

4

5

6

PHRS, Chap3
PHRS, Chap3&4
PHRS, Chap4
PHRS, Chap7
PHRS, Chap8
PHRS, Chap9
Project Presentation
Final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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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notice
Asset classes and financial instruments, how
securities are trades
Stock valuation process
Investment risk and return
Financial Statements,
Dividend-discounting approach
Free Cash Flow Approach
First Exam
Industry Analysis
Company Analysis
Company Analysis
Market ratio-based approaches
Residual approach
Private equity
Second Exam

西南财经大学《股权投资》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股权投资
课程代码：FIN814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张翼
办公室：格致楼 316
答疑辅导时间：周三下午 2:00-5:00
电子邮件:yzhang2016@swufe.edu.cn
（二）助教：
答疑辅导时间:
答疑辅导地点：
电子邮件：
（三）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四）教 室：颐德楼 H112
实 验 室：
（五）上课时间：周五第 5-7 节
（六）纪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Investment Valuation, Aswath Damodaran, 3rd edition
Valuation, McKinsey & Company, Inc., Tim Koller, etc.
Case material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Ivey School of Business, etc
（二）参考教材:
Corporate Finance, Stephen Ross, Randolph Westerfield, and Jeffrey Jaffe,
McGraw Hill, Inc.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The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develop a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the tools used
by market professionals and corporate managers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companies and
stocks. The central theme of the course will be the pricing of equity securities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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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nted cash flow and relative valuation procedures. Students will apply what
they’ve learned to the valuation of a specific company, with the goal of becoming an
expert on that firm. After complet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i) Develop quantitative models for firm and equity valuation based on DCF and
multiples.
(ii) Identify and interpret accounting and non-accounting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valuation.
(iii) Identify and interpret the key value drivers for a firm or industry.
(iv) Critically analyze firm and equity valuation models and assumptions
developed by others.
(v) Present valuation analyses and assumptions in a professional manner.
（二）教学内容
The theme of this course is valuation and value creating for firms. We will cover
framework and aspects of firm valuation, including cost of capital, capital structure,
financing and capital investment. We will discuss various strategies for value creation
including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LBO, etc. This course emphasizes application of
principals and techniques in finance, students will be guided to learn how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valuation in corporate finance and investment.
（三）课程要求
(1) Stud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all material and assignments presented in class.
(2)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have required readings and assignments completed
before each class. Late assignments will be penalized and may result in a score of zero.
(3) The group case analysis reports are required and are du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ssigned class period. The appropriate group size is 3 to 4 members. The analysis
report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to the questions posed by the professor. They must
discuss all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cases.
(4) Each group will be asked to present a case to the class once or twice during the
semester. The operative guideline for group presentations is careful analysis and
effective presentation. Each group will be given 20 minutes of presentation time,
followed by questions from other students and the professor.
(5) For all cases not covered by the case analysis report, each student must submit
one page of summary of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se.
(6) The final valuation project is group work. In preparing your valuation project
you will make significant use of outside sources. Be sure to cite these sources
appropr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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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ctive participation is essential to a successful case class. All students must
attempt to contribute to the class discussion.
（四）教学安排
日期

主题

March 2

Introdution

March 9

Capital budgeting and firm valuation

March 16

Capital Investment—Case discussion: Pepsi Changchun

March 23

Cost of capital—Case discussion: Marriot Corporation

March 30

Capital Structure—Case discussion：American Home Products

April 6

Valuation of firm--Case discussion：Interco

April 13

Creating Value throug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pril 20

Valuing Dot.coms--Case discussion：Tom.com

April 27

Private firm IPO and M&A --Case discussion：Gome: Going Public
Case discussion：Gome : Bidding for China Paradise

May 4

Case discussion：Framedia

May 11

Valuation in LBO

May 18

Case discussion： RJR Nabisco
Reading：Philip Morris and Kraft

May 25

Valuation of distressed firm
Case discussion：Buffett’s Bid for Media General’s Newspaper

June 1

Valuation in cross border investment
Case discussion: Yanzhou Bids for Felix Resources

June 8

Equity valuation project

June 15

Equity valuation project

五、考核方式
Assignment

Time

Class participation

Weight
10%

Individual case executive summary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20%
Group case analysis reports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Final valuation project

June 8, Jun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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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0％

西南财经大学《固定收益证券(英)》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固定收益证券（英） Fixed Income Analysis
课程代码： FEG904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 葛蕾，金融工程学博士、讲师
办公室：格致楼 518 室，
答疑辅导时间：[星期四上午 10:00-12:00]
电子邮件：gelei@swufe.edu.cn
（二）助 教： 无
（三）教 室：格致楼 J112
（四）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Frank J. Fabozzi, “Fixed Income Analysis”, 2nd Edition
（二）参考教材
Frank J. Fabozzi, “The Handbook of Fixed Income Securities”, 7th Edition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Journal of Financ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等杂志上刊登的相关文献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固定收益证券》是 CFA 国际化实验班学生的必修课程。通过对这门课程
的学习，让学生们充分掌握固定收益方面的知识。
本课程要让学生们了解债券类证券特征，清楚债券投资的风险，了解债券
市场组成和工具，知道收益利差的重要性，学会债务证券的估值方法，区分集
中利率，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计算方法，能利用多种方法衡量利率风险，了
解不同的期限结构对债券的影响，初步了解含嵌入式期权的债券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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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师生交流、同学合作，养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锻炼友爱、包
容、相互尊重的个人品质，并充分理解课程主旨思想，培养节约和优化社会资
源的社会责任感。
（二）教学内容
Chapter 1. Features of Debt Securities
After learning Chapter 1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 describe the basic features of a bond (e.g., maturity, par value, coupon rate,
bond redeeming
provisions, currency denomination, issuer or investor granted options).
• describe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covenants.
• identify the various coupon rate structures, such as fixed rate coupon bonds,
zero-coupon
bonds, step-up notes, deferred coupon bonds, floating-rate securities.
• describe the structure of floating-rate securities (i.e., the coupon formula,
interest rate caps and floors).
• define accrued interest, full price, and clean price.
• describe the provisions for redeeming bonds, includ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 non-amortizing bond and an amortizing bond.
• explain the provisions for the early retirement of debt, including call and
refunding
provisions, prepayment options, and sinking fund provisions.
• differentiate between nonrefundable and noncallable bonds.
•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regular redemption price and a special
redemption price.
• identify embedded options (call option, prepayment option, accelerated sinking
fund option, put option, and conversion option) and indicate whether each benefits the
issuer or the bondholder.
•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options embedded in a bond issue.
• identify the typical method used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o finance the
purchase of a security (i.e., margin or repurchase agreement)
Chapter 2. Risks Associated with Investing in Bonds
After learning Chapter 2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explain the various risks associated with investing in bonds (e.g, interest rate
risk, call and prepayment risk, yield curve risk, reinvestment risk, credit risk, liquidity
risk, exchange-rate risk, inflation risk, volatility risk, and even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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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lain why there is an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interest rates
and bond prices.
•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 bond’s coupon rate, yield required by the
market, and price relative to par value (i.e., discount, premium, or par value).
• explain how features of a bond (maturity, coupon, and embedded options)
affect its interest rate risk.
•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price of a callable bond, the price of an
option-free
bond, and the price of the embedded call option.
• explain how the yield level impacts the interest rate risk of a bond.
• explain the interest rate risk of a floating-rate security and why its price may
differ from par value.
• compute the duration of a bond given its price changes when interest rates
change.
•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the duration of a bond.
• use duration to approximate the percentage price change of a bond and
calculate the new price if interest rates change.
• explain yield curve risk and explain why duration does not account for yield
curve risk for a portfolio of bonds.
• explain key rate duration.
•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reinvestment risk of a security.
• explain the disadvantages of a callable and prepayable security to an investor.
• explain why prepayable amortizing securities expose investors to greater
reinvestment risk than nonamortizing securities.
• describe the types of credit risk: default risk, credit spread risk, and downgrade
risk.
• explain a rating transition matrix.
• distinguish between investment grade bonds and noninvestment grade bonds.
• explain what a rating agency does and what is meant by a rating upgrade and a
rating downgrade.
• explain why liquidity risk is important to investors even if they expect to hold a
security to the maturity date.
• describe the exchange rate risk an investor faces when a bond makes payments
in a foreign currency.
• explain inflation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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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lain yield volatility, how it affects the price of a bond with an embedded
option, and how changes in volatility affect the value of a callable bond and a putable
bond.
• describe the various forms of event risk.
• describe the components of sovereign risk
Chapter 3. Overview of Bond Sectors and Instruments
After learning Chapter 3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 explain how a country’s bond market sectors are classified.
• describe a sovereign bond and explain the credit risk associated with investing
in a sovereign bond.
• list the different methods used by central governments to issue bonds.
• identify the types of securities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 outline how stripped Treasury securities are created.
• describe a semi-government or government agency bond.
• for the U.S. bond market,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ederally related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
• describe a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and identify the cash flows for a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 define prepayment and explain prepayment risk.
• distinguish between a mortgage passthrough security and a 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 and explain the motivation for creating a 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
• identify the types of securities issued by municipa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 summarize the bankruptcy process and bondholder rights.
• list the factors considered by rating agencies in assigning a credit rating to
corporate debt.
• describe secured debt, unsecured debt, and credit enhancements for corporate
bonds.
• describe a medium-term note and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corporate
bond and a medium-term note.
• describe a structured note and explain the motivation for their issuance by
corporations.
• describe commercial paper and identify the different types of issuers.
• describe the different types of bank obligations.
• describe an asset-backed security.
• summarize the role of a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in an asset-backed securities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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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lain the motivation for a corporation to issue an asset-backed security.
• explain a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 describe the structure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market for bonds.
Chapter 4. Understanding Yield Spreads
After learning Chapter 4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 identify the interest rate policy tools used by the U.S. Federal Reserve Bo`ard.
• explain the Treasury yield curve and describe the various shapes of the yield
curve.
• describe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 describe the three theories of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pure
expectations theory,liquidity preference theory,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
• for each theory of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explain the implication
that the shape of the yield curve suggests regarding the market’s expectation about
future interest rates.
• define a Treasury spot rate.
• define a spread product and a spread sector.
• explai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yield spread measures (absolute yield spread,
relative yield spread, and yield ratio) and how to calculate yield spread measures
given the yields for two securities.
• distinguish between intermarket and intramarket sector spreads.
• describe an issuer’s on-the-run yield curve.
• describe a credit spread and the sugges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dit spreads
and the well being of the economy.
•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bedded options and yield spreads.
• define a nominal spread.
• explain an option-adjusted spread.
• explain how the liquidity of an issue affects its yield spread.
•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ield on Treasury securities and the yield
on tax-exempt municipal securities.
• calculate the after-tax yield of a taxable security and the tax-equivalent yield of
a tax-exempt security.
• define LIBOR and why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funded investors who
borrow short term.
• describe an interest rate swap, the swap rate, the swap spread, and the swap
spread curve.
• explain how an interest rate swap can be used to create synthetic fixed-rate
assets or floating-rate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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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swap spread.
• discuss the obser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wap spreads and credit spreads.
Chapter 5. Introduction to the Valuation of Debt Securities
After learning Chapter 5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 describ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bond valuation.
• explain the steps in the valuation process (i.e., estimate expected cash flows,
determine an appropriate discount rate or rates, and compute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cash flows).
• define a bond’s cash flows.
• describe the difficulties of estimating the expected cash flows for some types of
bonds.
• compute the value of a bond, given the expected cash flows and the appropriate
discount rates.
• explain how the value of a bond changes if the discount rate increases or
decreases.
• explain how the price of a bond changes as the bond approaches its maturity
date.
• compute the value of a zero-coupon bond.
• compute the value of a bond that is between coupon payments.
• explain the deficiency of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bond valuation.
• explain the arbitrage-free bond valuation approach and the role of Treasury
spot rates in the valuation process.
• explain how the process of stripping and reconstitution forces the price of a
bond towards its arbitrage-free value.
• demonstrate how a dealer can generate an arbitrage profit if a bond is
mispriced.
• compute the price of the bond given the term structure of default free spot rates
and the term structure of credit spreads.
• explain the basic features common to models used to value bonds with
embedded options.
Chapter 6. Yield Measures, Spot Rates, and Forward Rates
After learning Chapter 6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 explain the sources of return from investing in a bond (coupon interest
payments. Capital gain/loss, and reinvestment income).
• compute the traditional yield measures for fixed-rate bonds (current yield, yield
to maturity,yield to first call, yield to first par call date, yield to refunding, yield to
put, yield to worst,and cash flow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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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lain the assumptions underlying traditional yield measure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yield measures.
• calculate the reinvestment income required to generate the yield computed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 explain the factors affecting reinvestment risk.
• calculate the spread for life and discount margin measure for a floating-rate
security and explain the limitations of both.
• calculate the yield on a discount basis for a Treasury bill and explain its
limitations.
• compute using the method of bootstrapping the theoretical Treasury spot rate
curve given the Treasury yield curve derived from the on-the-run Treasury issues.
• explai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nominal spread.
• describe and compute a zero-volatility spread given a spot rate curve.
• explain why the zero-volatility spread will diverge from, and is superior to, the
nominal spread.
• explain an option-adjusted spread for a bond with an embedded option and
explain what is meant by the option cost.
• explain why the nominal spread hides the option risk for bonds with embedded
options.
• define a forward rate and compute forward rates from spot rates.
•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ort-term forward rates and spot rates.
• explain why valuing a bond using spot rates and forward rates produces the
same value.
• calculate the forward discount factor from forward rates.
• calculate the value of a bond given forward rates.
Chapter 7. Introduction to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est Rate Risk
After learning Chapter 7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full valuation and the duration/convexity approaches
for measuring interest rate risk.
• compute the interest rate risk exposure of a bond position for a given scenario.
• explain the advantage of using the full valuation approach compared to the
duration/convexity approach.
• state the price volatility characteristics for option-free bonds when interest rates
change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positive convexity’’).
• state the price volat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callable bonds and prepayable
securities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convex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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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gra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and yield for an option-free bond and
show why duration is effective in estimating price changes for small changes in yield
but is not as effective for a large change in yield.
• diagra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and yield for a callable and prepayable
security and show what is meant by negative convexity.
• compute the effective duration of a bond given information about how the price
will increase and decrease for a given shock in interest rates.
• compute the approximate percentage price change for a bond given its effective
duration and a specified change in yield.
• diagra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and yield for a putable bond.
• explain how the interest rate shocks used to compute duration may affect the
duration calculation.
• differentiate between modified duration and effective (or option-adjusted)
duration.
• explain why effective duration should be used for bonds with embedded
options.
•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ified duration and Macaulay duration and
the limitations of using either for measuring the interest rate risk for bonds with
embedded options.
• compute the duration of a portfolio given the duration of the bonds comprising
the portfolio and the limitations of portfolio duration.
Chapter 8. Term Structure and Volatility of Interest Rates
After learning Chapter 8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 illustrate and explain parallel and nonparallel shifts in the yield curve, a yield
curve twist, and a change in the curvature of the yield curve (i.e., butterfly shift).
•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factors that have been observed to drive zero-coupon
U.S. Treasury returns and discus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ach factor.
• explain the various universes of Treasury securities that are used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pot rate curve, and discuss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 explain the swap rate curve (LIBOR curve) and discuss the reasons that market
participants have increasingly used the swap rate curve as a benchmark rather than a
government bond yield curve.
• explain the various theories of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i.e., pure
expectations theory, liquidity preference theory, preferred habitat theory,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each theory for the shape of the yield curve.
• compute the effects of how to measure the yield curve risk of a security or a
portfolio using key rate d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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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ute and interpret the yield volatility given historical yields.
• differentiate between historical yield volatility and implied yield volatility.
• explain how yield volatility is forecasted.
Chapter 9. Valuing Bonds with Embedded Options
After learning Chapter 9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benchmark interest rates in interpreting spread
measures.
• explain the binomial interest rate modeling strategy.
• explain the backward induction valuation methodology within the binomial
interest rate tree framework.
• compute the value of a callable bond from an interest rate tree given the call
schedule and the rule for calling a bond.
• explain how the value of an embedded option is determined.
•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values of a bond with an embedded option,
the corresponding option-free bond, and the embedded option.
• explain the effect of volatility on the arbitrage-free value of a bond with an
embedded option.
• calculate an option-adjusted spread using the binomial model and interpret an
optionadjusted spread with respect to the benchmark interest rates.
• calculate effective duration and effective convexity using the binomial model.
• compute the value of a putable bond using the binomial model.
• describe the basic features of a convertible bond.
• compute and explain the meaning of the following for a convertible bond:
conversion value, straight value, market conversion price, market conversion
premium per share,market conversion premium ratio, premium payback period, and
premium over straight value.
• discuss the components of a convertible bond’s value that must be included in
an option-based valuation approach.
• compare the risk/return characteristics of a convertible bond’s value to the
risk/retur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derlying common stock..
（三）课程要求
1.课堂表现：课堂勤于思考，积极发言，踊跃与教师互动。
2.平时课后作业：认真完成课后作业，定期交给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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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安排
Week

讲授内容

Teaching Method

Course
Material

1

Some Features of Debt Securities

Course Introduction and
Lecture

Chapter 1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1,2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2,3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3
Chapter 4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5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5,6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6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6,7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7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7,8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8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8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9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9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Some Features of Debt Securities and
Some Risks Associated with Investing in
Bonds
Some Risks Associated with Investing in
Bonds and Overview of Bond Sectors,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Overview of Instruments
Understanding Yield Spreads
Introduction to the Valuation of Debt
Securities,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Introduction to the Valuation of Debt
Securities and Yield Measures, Spot Rates,
and Forward Rates
Yield Measures, Spot Rates, and Forward
Rates
Introduction to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est Rate Risk,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Introduction to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est Rate Risk
Introduction to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est Rate Risk and Term Structure and
Volatility of Interest Rates
Term Structure and Volatility of Interest
Rates,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Term Structure and Volatility of Interest
Rates
Valuing Bonds with Embedded Options
Valuing Bonds with Embedded Options,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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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e the whole
course

Review class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课堂问答
个人作业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听课情况
课后习题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根据课堂表现评分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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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70
10
20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结算》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国际结算
课程代码：FIN410
学 分：4
总 学 时：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蔡慧娟 金融学硕士、副教授，办公室：格致楼 417，电
话：13980972006，
答疑辅导时间：周四 上午，或提前预约。电子邮件：
chjuan@swufe.edu.cn。教师个人简介请参见金融学院教师主页。
（二）助 教，张蓝丹、李雪，金融硕士研究生，答疑辅导时间：星期二下
午 2：00_5:00,
（三）教 室:H109、H201
（四）上机操作地点：第 10—16 周
（五）纪 律：教师一般不会调课，但所有因公调课都将通过教务处进行，
并以恰当方式让每一位同学知道，一旦调课，一定会补上。
每一位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课。
每一位同学都不允许迟到，若迟到，请课间休息时间再入教室。
助教可以不收迟交的作业，每次作业都将登记。同学们的每一份作业#老师
都会亲自阅读，请认真对待。
三、阅读材料
1、教材
蔡慧娟主编：《国际结算》 清华大学与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2、参考教材
《国际结算与融资》，梁琦，南京大学出版社；
《国际结算实务精要 2》， 庄乐梅 中纺出版社；
《国际结算》 ，
北大出版社 中国林业出版社；
《国际结算与融资的纠纷及其处理》 中国商务出版社
四、课程内容概要
1、课程的目标
《国际结算》是一门实务课程，涉及国际结算的理论及实际操作等内容。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支付缘由及流程，选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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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相关的国际惯例，理解有代表性的国际结算实务案例及国际商会等国际组
织对国际结算纠纷仲裁的评析,模拟国际结算的相关业务操作。
通过师生交流、同学合作，养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锻炼友爱、包容、
相互尊重的个人品质，并充分理解课程主旨思想，培养节约和优化社会资源的
社会责任感。
2、课程的内容
序号

题目

知识点

1

国际结算概述

2

票据概论

3

汇款方式

4

托收方式

5

信用证方式

6

银行保函和备用
信用证

7

国际保付代理、
包买票据

国际结算的基本条件、特点和发展趋势
票据的性质、功能；票据关系人及其权利和义务；
票据法及其法系；
汇票、本票及支票的制作、使用和比较；
各种票据行为。
汇款的当事人；汇款方式的种类及处理实务
托收的特点；当事人；托收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
托收的业务流程； D/A 与 D/P 的区别；托收种类和
托收的灵活运用。
跟单信用证的定义、性质、种类；产生和发展；跟
单信用证的格式及内容；主要当事人及其权责；跟
单信用证的业务流程及贸易融资；
银行保函的概念和性质、当事人及特点；银行保函
和信用证的比较；银行保函的内容和种类；银行保
函的业务程序；备用信用证；
保付代理与包买票据的概念、特点及区别；熟悉保
付代理与包买票据的操作流程；保理业务的当事
人；保理业务的分类；
发票、提单及保险单等单据的特点、格式；信用证
与单据的关系；审单的基本要求；
课堂讲授 24+实验课 24

国际结算中的单
据
总课时

8

学时（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3
5+2
2+3
2+3

6+9

2+1

2+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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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进度
周次

章节

1

第一章国际结算概述 国
际结算基本问题， 国际结
算的产生和发展，国际结
算制度。

2

第二章 国际结算中的票据
票据的概述。定义 特点 作
用 票据活动

3

第三章 汇票、本票、支票
的制作、运用、区别

主要教学方法
主要教学方法：案例诱导法
侧重经典业务案例的引入，通过生动的、具有启发性的讲
解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积极性，并鼓励学生平时多了解
结算的基本原理、知识和事件。联系实际提出问题。课堂
讨论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角色扮演法和实践练习法
将学生分组，分别承担不同的当事人，通过演练认识各当事人
在票据业务中的权利、责任及相关的业务活动。
主要教学方法：案例刺激与实验操作法
生动的案例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及实践热情，增加课堂的实践
课操作，培养学生制作汇票、本票及支票的能力。 时间约 4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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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汇款方式 汇款方式
概述，汇款的偿付与退
汇， 汇款方式在国际贸易
中的运用。

4
5-6

7-8

第五章 托收方式 托收方式
及流程，跟单托收的交单
条件与业务程序。 托收风
险与资金融通。

9-11

第五章 信用证结算方式
跟单信用证概述，信用证
的流转程序，信用证项下
主要当事人的法律关系，
特点与作用，风险与防
范，信用证种类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流程法、案例分析法、
介绍汇款业务的具体机构与业务流程案例，掌握当事人的权利
义务，及相关资料，案例分析讨论 20 分钟
实验操作法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流程法、案例分析法
介绍托收业务的具体机构与业务流程案例，掌握当事人的权利
义务，及风险与规避，熟悉有关单据的制作与审核。案例分析
讨论 20 分钟。单据制作 30 分钟
实验操作法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流程法、案例分析法
重点讲解信用证业务的具体机构与业务流程案例，通过演绎不
同的当事人掌握其业务处理的权利义务，了解 ucp600,分析案
例，准确把握风险与规避，熟悉有关单据的制作与审核。案例
分析讨论 60 分钟。开证审证 30 分钟。
实验操作法
。

12-14

15

第七章银行保函
概念及条款，运作、特
点、作用，风险，当事
人，种类。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流程法、案例分析法
重点讲解保函业务的具体机构与业务流程案例，保函的制作与
注意事项。安排学生分组讨论案例 20 分钟。

15

第八章保理业务
保理的定义、功能、种
类、运作、优势比较分
析、应用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流程法、案例分析法
重点讲解保理业务的具体机构与业务流程案例。安排学生分组
讨论案例 20 分钟。

16

第九章包买票据
概念、运作、应用及发
展。比较不同的结算方式

主要教学方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
重点讲解包买业务的具体机构与业务流程案例，激发学生的业
务创新意识。比较分析不同结算方式。安排学生分组讨论案例
20 分钟。

16

第十章 国际结算单据单据
概述。运输单据。 保险单
据。 发票。其它单据。单
据的审核。

主要教学方法：操作与案例分析法
单据制作、审核，案例分析 20 分钟

6周

实验操作课 上机实际操作结算业务以增强学生的业务处理能力。

4、考核方式
（1）总成绩由平时作业及实验操作构成，占比分别为 40%和 60%。不另设
期末考试。
（2）老师会努力记住每位同学的姓名，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让我记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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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Syllabus
The School of Finance
Spring Semester 2018
Professor: Hui Xiao
OFFICE: Rm. 401 in Gezhi Building, School of Finance.
OFFICE HOURS: Friday 2:00 - 4:00 PM in my office or by appointment. I usually
come to the classrooms 10 minutes before the class so we can discuss any questions
associated with our course.
E-MAIL: huixiao@swufe.edu.cn (the best way to contact me outside of the office hours.)
TEXTBOOK:
1.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7th edition, by Eun and Resnick.
2. 国际金融原理, 4th edition, by 何泽荣。
Chapters are listed in the syllabus and provide useful background and additional
discussion of the topics discussed in class. Due to time considerations, we will cover
selected topics in the text, but you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read the entire text.
Students are assumed to be thoroughly familiar with the material covered in Principles
of Finance and Investment. In addition to the text and the required readings, students
who wish to keep abreast of current issues should follow addition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Economist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 will send you the
other handouts, such as problem sets, cases, class material, and course slides through
the email you provided. Please check your email on a daily basis.
HOMEWORK: In some of the regular classes, I will distribute totally 5 graded
homework assignments that will be collected at the beginning of class on the assigned
date. NO late assignments will be graded. If you miss a homework assignment while
on an official university trip or when absent is due to serious illness, I should be notified
immediately in writing. The scores on distributed homework problems will amount
to 20% of the course grade.
CLASS PRESENTATIONS: Choose one current international-finance related
issue or news based on your own research from the Internet or from current periodicals
and newspapers (you need to provide the source of your information on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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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slide), and do a short 10- minute presentation in class on the date that you
sign up for. Presentation slides will have to be emailed to me no later than 10:00
PM the day prior to your presentation so that it can be made available to all
students via our Blackboard course website. Team of two or three will work together
and team members will receive the same grade. At the end of presentation, their peers
in the class will each submit their assessment of the presentation and the topic presented.
Their average evaluation will affect the group’s presentation score. The presentations
will amount to 20% of the course grade.
FINAL EXAM: The final exam date will be announced on the last day of the
lecture. The exam is closed book. I will provide you the formulas or equations as
memorization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ormulas is not the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You need only to bring a calculator and writing utensils to exams. The score of the
final exam will amount to 60% of the course grade.
GRADES: The value-weighted sum of the final examination, the graded five
homework sets, and class presentations will determine the grade in the course. There
are no "extra credit" points available.
SPECIAL NOTES: 1) If anyone has a need for note-taking or testing assistance,
please feel free to discuss this with me early in the semester. 2) If you miss
consecutively more than TWO classes without any valid reason, I will drop you
from the class. 3) Some information will be communicated through email and
blackboard,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check the email and blackboard on a daily basis.
OBJECTIVE: This course aims at examining the role of financial managers in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t requires that we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1)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the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2) the accompanying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innovations, and 3) the salie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financial
operations of a multinational firm. The course will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will focus on foreign exchange rates, effects of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on both domestic
and multinational operations, and the methods of hedging the exposure to exchange-rate
risk. The second part will examine the operation of a firm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roughout this course, we will bring in materials relating to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ssues or events that we shall discuss in class.
Weekly Schedule of Lectures and Homework Assignments
WEEK 2:
Lecture #1 on March 9: Chapter 1 – Globaliz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Firm
Ungraded problems from Chapter 1 will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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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3:
Lecture #2 on March 16: Chapter 2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Ungraded problems from Chapter 2 will be discussed.
Presentations on the current topics at the end of the class start from this week.
WEEK 4:
Lecture #3 on March 23: Chapter 5 – The Market for Foreign Exchange
Some ungraded problems from Chapter 5 will be discussed.
Graded HW1 on Chapter 5 will be assigned.
WEEK 5:
Lecture #4 on March 30: Chapter 6 – International Parity Conditions
Ungraded problems from Chapter 6 will be discussed.
Graded HW2 on Chapter 6 will be assigned.
Due date for HW1. Homework solution for Chapter 5 will be given back. The
assignment is graded and you must submit the assignment before the class begins.

WEEK 6:
No classes!
WEEK 7:
Lecture #5 on April 13: Chapter 7 – Currency Futures and Options
MINI CASE: The Options Speculator
Ungraded problems from Chapter 7 will be discussed.
Due date for the HW2. Homework solution for Chapter 6 will be given back.
WEEK 8:
Lecture #6 on April 20: Chapter 8 –Management of Transaction Exposure
MINI CASE: Airbus’ Dollar Exposure
Ungraded problems from Chapter 8 will be discussed.
WEEK 9:
Lecture #7 on April 27: Chapter 9 – Management of Economic Exposure
MINI CASE: Exposure of Albion Computers PLC
Ungraded problems from Chapter 9 will be discussed.
Graded HW3 on Chapter 9 will be as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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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0:
Lecture #8 on May 4: Chapter 16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MINI CASE: Enron vs. Bombay Politicians
Ungraded problems from Chapter 16 on economic exposure discussed.
Graded HW4 on Chapter 16 will be assigned.
Homework solution for Chapter 9 will be given back.
WEEK 11:
Lecture #9 on May 11: Chapter 17 – International Capital Structure
Ungraded problems from Chapter 17 will be presented.
Graded HW5 on Chapter 17 will be assigned.
Due date for HW3 and HW4. Homework solution for Chapter 16 will be given back.
WEEK 12:
Lecture #10 on May 18: Chapter 18 – International Capital Budgeting
Ungraded problems from Chapter 18 will be presented this week.
Due date for HW5. Homework solution for Chapter 17 will be distributed back.
WEEK 13:
Lecture #11 on May 25: Chapter 12 – International Bond Market
Ungraded problems from Chapter 12 will be discussed this week.

WEEK 14:
Lecture #12 on June 1: Chapter 13 – International Equity Market
Ungraded problems from Chapter 13 will be discussed this week.
WEEK 15:
Lecture #13 on June 8: Chapter 14 – Interest Rate and Currency Swaps
Ungraded problems from Chapter 14 will be discussed this week.
WEEK 16:
Lecture #14 on June 15: Chapter 15 –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Investment
Ungraded problems from Chapter 15 will be discussed this week.
Review for Final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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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金融学》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国际金融学
课程代码：FIN305
学 分：4.0
学 时：3 学时/周，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郑平，金融学院博士、副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311
答疑辅导时间：周四下午
电子邮件：zhping@swufe.edu.cn
（二）课程资源：guoji_jinrong@163.com
（三）教 室：B302
（四）上课时间：每周四下午 5-7 节
（五）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何泽荣主编：《国际金融原理》（第四版），西南财大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姜波克著：《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国际金融》（英文版），Thomas A. Pugel，第 15 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国际金融》（英文影印版，第 2 版），Ephraim Clark 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
《国际金融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英文原版，第 1 版），Reid W. Click
和 Joshua D. Coval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体现不同层次的递进式教学目标—了解、理解、运用。
《国际金融学》是反映国际金融现象及其变化规律的具有相当独立性的一
门课程，是反映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的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其课程内容主
要以外汇、汇率为主线来研究相关的问题，内容体系包括国际汇兑、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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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国际收支、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货币制度与金融组织、金
融危机等。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掌握国际金融的基本知识，具有经济学的知识综
合能力，理解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部均衡的机理及实现条件，使学生具有更广
阔的经济视角和经济综合分析能力。
该课程的知识面较宽，理论性和实务性较强，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能
较全面地掌握国际金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本课程特别强调在增加基
础知识传授的有效性的前提下，提升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着力培养
国际金融学的思维方法与自发学习能力。
本课程阐述国际金融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实务，并结合实际，
分析了国际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程，介绍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国际金融研
究的成果及国际金融领域的发展新动向。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国际金融的研究体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概
括的了解和掌握，要求学生在掌握国际金融的基本理论知识基础上，能够分析
国际国内金融现状，掌握国际金融业务基本程序，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奠定基
础。
1、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国际金融课程的性质、任务及其研究对象，熟悉了
解在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外经济的联动关系，全面了解课程的体系、结构，
对国际金融学科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2、牢固掌握国际金融学的基本概念，理解国际金融的基本理论，掌握国
际金融的基本原理和学科方法，了解国际金融学科的发展前沿；
3、学会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方法，掌握运用所学国际金融学的原理和方
法分析现实中国际金融问题和具体案例的能力；学习掌握从国际金融实践中探
索一般规律和进行理论概括的思维方法。
本课程注重理论讲述和实际案例相结合，着力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理论、知
识对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演变的理解和预测能力，使学生可以更透彻地理解各
种经济现象，更好地在变革的国际经济中进行投资和消费，最大限度地增进个
人和组织的福利。采取课堂讲授、案例讨论和课后作业相结合的方法强化学生
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并培养分析现实金融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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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
序号

主题

1

课程导论

2

国际货币制度

3

外汇与汇率

4

外汇市场

5

国际收支

6

国际平价条件

7

汇率决定理论

8

国际资本流动

知识点
国际金融是什么？
什么使国际金融很特别？
国际金融为什么重要？
国际金本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
汇率的基本概念
国际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改革
中国外汇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外汇风险管理
国际收支实务
国际收支理论
购买力平价
利率平价
汇率的资产市场分析法
热钱在中国
中国的资本外逃

学时
3
6
9
6
6
6
3
6

（三）课程要求：及时浏览相关网站：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www.imf.org
2、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
3、世界贸易组织：http://www.wto.org
4、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
5、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http://www.safe.gov.cn
6、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tats.gov.cn
7、美联储网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8、美国劳工部网站：http://www.bls.gov
9、国际清算银行网站：http://www.bis.org/
（四）教学安排
周数

讲授章节

1

第一章
课程导论

2

第二章
国际货币体系
（一）

3

第二章
国际货币体系
（二）

主要教学内容
通过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中国、日本的国际经济联系及经
济发展的具体案例的分析，来引导并激发同学们进行思考：国际
金融是什么？什么使国际金融很特别？国际金融为什么重要？
国际货币制度的概念、含义、历史演变、作用、判断标准。
国际金本位的三个子类别，重点讲金币本位，物价—金币流动机
制。
金币本位、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的比较。
真金本位、伪金本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产生到崩溃的历史进程，历史功绩，内在缺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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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章
外汇与汇率

5

第四章
汇率制度

6

第五章
人民币汇率改
革

7

第六章
国际外汇市场

8

第七章
外汇风险管理

9

第八章
国际收支
（一）

10

第九章
国际收支
（二）

11

第十章
国际平价条件
（一）

12

第十章

介绍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
一个同学做展示：超主权货币是可行，还是不可行？此环节约占
20 分钟。
外汇、汇率的基本概念，汇率的标价方法，结售汇制度
汇率的供求分析
基础汇率，交叉汇率的计算
汇率变动的经济影响
汇率制度的概念、含义
固定汇率制度的特点，研究固定汇率制度的意义
浮动汇率制度的特点
汇率制度选择的依据，固定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多方面的比
较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现状、改革的方向
人民币汇率从 1948 年产生以来演变的历史
1994 年 1 月、2005 年 7 月、2010 年 6 月、2015 年 8 月、2017 年 4
月人民币汇改的意义
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分析
外汇市场的起源、特征、功能，现代外汇交易的实例
即期外汇交易：步骤、交割时间
远期外汇交易：报价方式
掉期外汇交易：三种类型
套汇交易：两角套汇，三角套汇
外汇风险管理问题是现实性很强的热点问题，课前请同学们查阅
巴林银行倒闭的相关素材，教师会具体地讲解巴林银行倒闭几百
年的基业是如何倒闭的。
外汇风险的内涵、分类与成因
外汇风险管理的前提与目标
外汇风险管理工具：各种工具之间的关联性
第三节课会由同学们来讲解一个典型的外汇风险管理案例，教师
点评，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教师会提前要求学生上 IMF 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网站，了解中国
及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对两者做出对比，如何进行分析背后的
原因？
国际收支的内涵：狭义到广义
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复式计帐法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构成
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
美国双赤字的理论基础，
中国双顺差的来源与管理
课前请各位同学去预习国际收支理论，教师将梳理国际收支理论
的发展脉络。
国际收支理论：从古典的理论，到现代的三个主要理论：弹性
论、吸收论与货币论
Big Mac Index 的计算与解读。
PPP 理论是最古老的汇率理论，已有非常多的文献对其进行理论
及实证研究。
教师将让学生提前阅读推荐的几篇经典文献，为学生梳理出 PPP
理论的逻辑脉络与实证表现。
PPP 的两种形式：绝对与相对的关系
一般形式的 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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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平价条件
（二）

13

第章
汇率决定理论

14

第九章
国际资本流动
（一）

15

第九章
国际资本流动
（二）

16

总复习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公式推导与含义
利率平价：由 IA 到 IP，IP 的两种类型
PPP、IP 的相似于不同之处
费雪效应，国际费雪效应
戈逊的国际借贷理论
马克思的汇率理论
汇率的货币分析法：弹性分析法与粘性分析法
资产组合平衡分析法
在对主要的汇率理论有了一定理解后，教师将综合梳理出汇率决
定理论的发展脉络，用简单的结构图来表示。
关于国际资本流动，国际上已有相当成熟的模型来分析。本次课
要求学生事先预习相关的理论模型，教师带领同学们来逐步推导
模型，并要求分析现实意义。
国际资本流动的成本-收益分析：图示
课前教师会让同学们提前预习，较客观公正地来讨论国际资本流
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分为 FDI 和金融投资两个领域，并引
导学生进行讨论。
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
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影响及政策选择：以中国为例
教师回顾本学期所学的内容，带动每位同学形成国际金融课程的
框架逻辑结构，全面复习。

五、考核方式
1、成绩评定强调整个学习的进程评价，平时成绩占到 40%，期末成绩占
60%。
2、过程评价包括 prsentation，课堂发言与讨论、案例展示、案例分析、读
书分享、专业文献评述、新闻播报和学习深化方面的作业等
3、任课老师会努力记住每位同学的姓名，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让我记住你。
六、进一步的学习要求
如果想进一步学好本门课程，教师有如下建议：
1、正确认识课程的性质、任务及其研究对象，全面了解课程的体系、结
构，对国际金融学科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2、牢固掌握国际金融学的基本概念，深刻理解国际金融的基本理论，掌握
国际金融的基本原理和学科方法，了解国际金融学科的发展前沿；
3、运用关于外汇交易的基本理论和技术以及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等来解决现
实经济生活中外汇风险的规避，实现金融资产的保值以及投机获利等。
4、学会理论联系实际，掌握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国际金融学的原理和方法
分析现实国际金融问题和具体案例的能力；学习掌握从国际金融实践中探索一
般规律和理论概括的思维方法。
5、感兴趣的同学一定要学习微积分、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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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国际金融》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课程代码：FIN305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邹宏元，经济学博士、教授
答辩辅导时间：周一下午 2:00-4:30
答辩辅导地点：格致楼 319 室
电子邮件：zhy@swufe.edu.cn
（二）教学助理：崔冉、金融学博士研究生
答疑辅导时间：周一下午 2:00-4:30
答辩辅导地点：格致楼 319 室
电子邮件：692342102@qq.com
（三）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http://10.9.10.16/
（四）教 室：经世楼 C205
（五）上课时间：周一晚上 10-12 节 金融数字创新实验班
周二晚上 10-12 节 数学与经济学双学位班
周三晚上 10-12 节 金融与理财实验班
（六）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材料
何泽荣著，《国际金融原理》第四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1 月
（二）参考教材
1.萨尔瓦多著，《国际经济学》第 11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 8 月
2.Kallianiotis 著，《Exchange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Economics》，Palgrave 出版社，2013 年
3.Eiteman 等著，《Multinational Business Finance》第 14 版，Pearson 出版
社，2016 年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1.国际金融研究杂志有关文章
2.国际金融杂志有关文章
3.其他老师指定的报刊、杂志有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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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1.理解和掌握国际金融有关理论和知识，包括：外汇市场、国际收支表、
国际货币体系、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国际收支理论和政策、汇率理论和政
策、外汇交易风险和管理、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储备等。
2.了解当前国际金融方面的最新发展和热点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
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业外汇风险管理、中国国际收
支问题等。
（二）教学内容
第一讲 外汇市场
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外汇市场的功能及实现过程，外汇汇率的决定和影响因
素，外汇市场的风险、套期保值和投机，了解中国外汇市场的发展。
第二讲 国际收支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明白国际收支的概念、国际收支账户原理和国
际收支平衡表的组成项目，国际收支盈余与赤字的判定方法，对外经济交易与
国内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经常项目国际收支以及国际投资头寸的内
容。
第三讲 国际货币体系
在这一讲里，我们要介绍国际货币体系和分类的基本知识，重点讨论金本
位制、两战之间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当前的国际货币体
系。在此基础上，还要评述学者们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看法和观点。
第四讲 购买力平价条件
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四种平价条件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重点讨论购买力平
价及相关的问题，这包括一价定律、绝对购买力平价、相对购买力平价和真实
汇率。
第五讲 利率平价和费雪平价
在这一讲里，我们要讨论利率平价和费雪平价这两个金融市场的重要平价
关系。在讨论利率平价时，我们将重点研究即期外汇市场和远期外汇市场如何
通过这一平价调节与国际货币市场和国际债券市场发生的联系。在讨论费雪平
价时，我们将讲述如何通过考察当前的利率水平而获得有关通货膨胀和汇率发
展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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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
在这一讲和接下来的两讲中，我们要讨论经济学家对国际收支变化及影响
因素的多种观点。在这一讲里，重点讨论弹性分析法，主要包括汇率变动与外
汇市场的稳定性、马歇尔—勒纳条件、丁曲线效应。
第七讲 国际收支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和吸收分析法
在这一讲里，我们首先要讨论在金本位制下的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
即物价现金流动机制，有时也称之为休谟机制；接下来讨论国际收支的吸收分
析法。
第八讲 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和资产市场分析法
在这一讲里，我们要着重分析货币及包括货币在内的所有金融资产的变化
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同时要求同学熟悉与之相关联的三张报表：中国人民银行
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及货币概览。
第九讲 汇率决定
在这一讲里，我们主要讨论两种价格模型：浮动价格模型和粘性价格模
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这些模型的运用和不足。
第十讲 汇率制度
本讲讨论汇率制度的历史演变、汇率制度的分类、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和
现实基础。并对 IMF 和其他几个主要汇率制度分类进行介绍和评述。在此基础
之上，讨论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和发展
第十一讲 开放宏观经济条件下的目标和政策
本讲要讨论开放经济中四个目标中的两个，即外部平衡和内部平衡；以及
为实现这两个目标而采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支出调整政策和支出转移政策。
第十二讲 IS-LM-BP 模型
在上一讲的基础之上，这一讲要求建立具体的开放经济模型：IS-LM-BP 模
型，用以分析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达到外部和内部结构均衡这两个
宏观经济目标。
第十三讲 固定汇率制下的经济政策
本讲讨论在固定汇率制和不同程度资本流动下，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
政策去达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这两个目标。
第十四讲 浮动汇率制下的经济政策
本讲讨论在浮动汇率制和不同程度资本流动下，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
政策去达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这两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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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要求
1.平时成绩会占到 50%，期末成绩只有 50%。
2.过程评价包括课堂发言与提问、讨论、小论文和作业等，这些都将记入
平时成绩。
（四）教学安排
周数

讲授内容

1

导论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第一讲
外汇市场
第二讲
国际收支
第三讲
国际货币体系
第四讲
购买力平价条件
第五讲
利率平价和费雪平价
第六讲
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
第七讲
国际收支其他分析法
第八讲
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和
资产分析法
第九讲
汇率决定
第十讲
汇率制度
第十一讲
开放宏观经济条件下的目
标和政策
第十二讲
IS-LM-BP 模型
第十三讲
固定汇率制下的经济政策
第十四讲
浮动汇率制下的经济政策
总复习

主要教学方法
用当前国内外发生的事件来说明为什么要学习国际金
融，以及国际金融课程框架。
在分析外汇市场的功能及实现下，要求同学们去了解
当前中国外汇市场的结构以及发展过程。20 分钟讨论。
要求同学去外管局网上搜集 2015 年中国国际收支资料，
分析其特征和变化。
要求同学课前查阅当前经济学家有关如何建立新的国
际货币体系的争议和内容。
要求同学运用所学的购买力平价学说，来分析当前中美汇
率之争。
要求同学了解现实中的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利率和
汇率之间的数量关系。
要求同学了解人民币汇率和其他因素如何影响近年来中国
进出口贸易。
通过具体案例，要求同学了解中国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的
关系。
要求同学了解中国货币供求变化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
要求同学了解两种汇率决定的货币模型。
要求同学了解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
和走向。
要求同学了解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及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
目标和政策。
要求同学能自行推导 IS、LM 和 BP 曲线。
案例研究：现实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要求同学了解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和果。
要求同学交流归纳本学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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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行为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行为金融学
课程代码：FEG407
开课时间：2017-2018-2 学期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教学助理、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胡晓，博士，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系讲师
办公室：格致楼 518 室
答疑辅导时间：周四下午 2:00-5:00
电子邮件：huxiao@swufe.edu.cn
（二）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http://202.115.115.133/
（三）教 室：经世楼 B202
（四）上课时间：周五上午 1-3 节
（五）纪 律：1. 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 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参考书目
1. 安德瑞·史莱佛(Andrei Shleifer). 2015. 并非有效的市场: 行为金融学导论
(赵英军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 2017. 非理性繁荣 (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3. 赫什·舍夫林(Hersh Shefrin). 2017. 超越恐惧和贪婪: 行为金融与投资心理
学 (贺学会, 王磊, 朱伟骅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4. 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 2016. “错误”的行为: 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
思考, 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 (王晋译). 中信出版社.
5. 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 2013. 赢者的诅咒: 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
现象 (陈宇峰, 曲亮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 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 卡斯·桑斯坦(Cass Sanstein). 2015. 助推：事
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 (刘宁译). 中信出版社.
（二）论文列表（校园网下可直接点击下载）
1. Baker, M., Pan, X., & Wurgler, J. 2012. The effect of reference point prices 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6(1), 49-71.
2. Bondt, W. F., & Thaler, R. 1985. Does the stock market overreact? Journal of
Finance, 40(3), 793-805.
3. Derrien, F. 2005. IPO pricing in “hot” market conditions: Who leaves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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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able? Journal of Finance, 60(1), 487-521.
4. Goetzmann, W. N., & Kumar, A. 2008. Equity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Review
of Finance, 12, 433-463.
5. Grinblatt, M., Titman, S., & Wermers, R. 1995. Momentum investment
strategies, portfolio performance, and herding: A study of mutual fund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5), 1088-1105.
6. Grinblatt, M., & Keloharju, M. 2000. The investment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of various investor types: A study of Finland's unique data se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5(1), 43-67.
7. Grinblatt, M., & Keloharju, M. 2001. What makes investors trade? Journal of
Finance, 56(2), 589-616.
8. Grinblatt, M., & Keloharju, M. 2001. How distanc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fluence stockholdings and trades. Journal of Finance, 56(3), 1053-1073.
9. Grinblatt, M., & Keloharju, M. 2009. Sensation seeking, overconfidence, and
trading activity. Journal of Finance, 64(2), 549-578.
10. Grinblatt, M., Keloharju, M., & Linnainmaa, J. T. 2012. IQ, trading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4(2), 339-362.
11. Odean, T. 1998. Are investors reluctant to realize their losses? Journal of
Finance, 53(5), 1775-1798.
12. Odean, T. 1999. Do investors trade too mu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5), 1279-1298.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1. 了解经典金融学框架在解释实际问题时遇到的挑战；理解个体决策中的

各种心理和行为偏差；掌握行为金融学对经典金融学理论的修正和完善，包括
行为投资组合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行为公司金融等。
2. 通过师生交流、同学合作，充分理解课程主旨思想，培养运用行为金融

学视角分析问题的意识。
（二）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
概述
基础

证券市场异像

前景理论

学习要点
行为金融学的历史与发展
行为金融学的内涵
课程介绍
预期效用理论及其挑战
有效市场假说及其挑战
 总体异像 ：股权溢 价之 谜，无风 险利率 之
谜，波动性之谜、封闭式基金折价之谜
 截面异像 ：规模效 应、 价值效应 、价值 效
应、反转效应、动量效应、账面市值比效应
前景理论的分析框架
预期效用理论的修正
前景理论中的价值函数与决策权重
前景理论的应用及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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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安排
3
3

6

6

启发式与偏差

个体投资者与情绪力量

金融泡沫与宏观行为金融

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行为资产组合理论

行为公司金融

小组项目汇报与讨论
期末考试
课时总计 48 学时

感知、记忆和启发式
熟悉性偏差
3
代表性偏差
可得性偏差
锚定及调整
选择：投资者关注、羊群效应、熟悉偏差
买入：过度自信与过度交易
4
卖出：处置效应、损失厌恶、后悔厌恶
基于行为偏差的投资策略
个体行为偏差与金融泡沫
机构投资行为与金融泡沫
2
社会因素对金融泡沫的推动
金融市场泡沫的特质和规律
基于行为的金融监管
噪声交易与有限套利
前景理论与资产定价
6
基于投资者异质性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
基于市场反应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
行为资产组合理论模型
3
个体性格对资产组合的影响
融资决策的行为因素
投资决策的行为因素
3
并购决策的行为因素
股利分配决策的行为因素
精读行为金融学经典论文，掌握行为金融学
6
思想，了解行为金融学研究方法
学会利用行为金融学知识开发投资策略
3
开卷随堂
课堂讲授 39 学时+小组项目汇报 6 学时+随堂考试 3 学时

（三）课程要求
1. 课程参与：学生应保证课堂出勤，并积极参与课堂提问及讨论。
2. 小组项目：不超过 4 位同学组成小组，并根据自身兴趣和能力选择方案
A 或 B 完成小组项目：
方案 A：1）在给定行为金融学论文列表中选择两篇精读；2）对其中一篇
论文做 PPT 汇报，并对另一篇论文提前准备好问题，在其他小组完成该篇论文
汇报后提问交流；3）各小组汇报及提问的论文不得重复，并确保每篇汇报论文
均有小组提问。
方案 B：1）基于课堂讲授的行为金融学理论设计两种投资策略，之后用实
际数据进行回溯检验并评价策略表现，完成投资策略报告；2）各小组对投资策
略报告做 PPT 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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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
课堂参与
小组项目
期末考试

评分依据
根据学生出勤、课堂提问及讨论情况给分
以各小组汇报及答、问环节表现为评分依据
随堂开卷考试，重点考察学生对行为金融学相关概念及思
想的掌握，特别是运用行为金融学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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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30
40
30

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教学实施方案
2018年2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总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
（一）任课教师： 白罡
办公室：格致楼 322
电子邮件： baigang@swufe.edu.cn
（二）助 教： 杨洋，yangyang353529461@126.com
（三）课程资源：
http://astro.temple.edu/~gbai/hub/2012FinMarket.html
（四）上课时间、教室：
周一，第 5-7 节（13:00 - 15:35，C403；
（2016 级财管，联系人：
）
周四，第 7-9 节（14:50–17:25，C201；
（2016 级会计，联系人：
）
周四，第 10-12 节（18:30 - 21:05，C403；
（2016 级会计，联系人：
）

（五）纪律：
生病、或参加其他学校活动等情况，请交假条；
课堂教学时，不得干扰教师授课和同学学习；干扰教学的情况包括下列情
形：讨论与教学内容无关的事情、玩手机、或进行其他与本课程无关的事情；
三、教材、阅读材料
（一）教材：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 (Frederic S. Mishkin):《货币金融学》第
9 版，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13-06-01；ISBN：
9787300173740。
（二）参考教材：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 (Frederic S. Mishkin) (作者), 郑艳文
(译者), 荆国勇 (译者)，《货币金融学》第 9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 月 1 日)，ISBN: 7300129269, 978730012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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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目标、内容
（一）教学目标：
本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是初步掌握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理解有关货币的概念及货币供给的基本理论，为进一步学习其它金融和经济学
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本门课程的第二层次的目标是要学会运用经济学、金融
学分析工具和方法来认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解释社会经济的基本现象，对
社会中的金融现象和经济问题有所认识；本门课程的第三层次目标是希望通过
同学与教师、同学之间的交流，要能够发现和理解现实生活中需要研究、解决
的问题，提高思辨能力。
本课程选用的教材在引入有关金融市场、机构、货币的概念时通常首先提
供了素材，从现象引入（并非一开始就定义）有关概念，之后对相关概念和理
论在不同章节进行不断补充和完善，学习时需意识到教材的这一特点。
（二）教学内容及安排
以下是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及时间安排，可能会根据教学进度、学校活
动等适当调整。
周次

2

讲授章节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3

第四章 理解利率

4
5
6
7

第五章 利率行为

1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8

第七章 理性预期、有效市场

9
10

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11

第十一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12

第十三章 中央银行

13
14
15
16

第十四章 货币供给过程
第十五章 货币政策工具
第十六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
总复习

主要教学内容
侧重通过对金融体系的引入和讲解介绍本课程教学目
标，达到对金融市场、机构的初步认知。
介绍货币的概念，并讲解货币和支付体系的历史演变。
讲解利率的概念和实质，介绍现金流、现值、未来价值
等相关概念和计算
讲解影响利率的因素：哪些因素影响所有的债务工具的
利率水平
讲解影响利率的因素：不同的债务工具，具有不同的利
率，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理性预期、有效市场理论、信息不对称等理论是金融领
域的重要理论和基本思想
对金融行业的基本现象进行梳理和分析
对银行业的全面讲解，银行的基本业务、功能等
结合实例讲解监管及其经济学背景，并结合最近的金融
危机进行讨论。
介绍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引入中央银行的
功能和职责
对货币的创造、调节进行讲解
讲解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特点
货币政策的目标、决策过程
回顾本学期所学内容，整理货币金融学的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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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作业

章节课后作业

出勤/课堂
纪律

到课情况

考察方式、要求
闭卷考试
课后独立完成，按时提交; 不收迟交作业；
可手写，可打印；若手写，字迹要工整清楚；
推导、计算或论述过程完整，层次清楚，逻辑
联系紧密；
抄袭他人作业作答，扣 50%；
不定期点名，每缺课 1 次扣 3 分；累计 3 次不
到扣 10 分；
干扰教学，将视情节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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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30

10

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2018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总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蔡慧娟，金融学硕士、副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417 电话：13980972006，
办公时间：周四上午
电子邮件：chjuan @swufe.edu.cn。教师个人简介请参见金融学院教师主页。
（二）助 教：张蓝丹\李雪
（三）教 室：经世楼
（四）上课时间：周四 5-7\10-12 节
（五）纪 律：教师一般不会调课，但所有因公调课都将通过教务处进
行，并以恰当方式让每一位同学知道，一旦调课，一定会补上。
每一位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课。
每一位同学都不允许迟到，若迟到，请课间休息时间再入教室。
助教可以不收迟交的作业，每次作业都将登记。同学们的每一份作业#老师
都会亲自阅读，请认真对待。
三、教材
《货币金融学》(原书第 4 版) ，（美）弗雷德里克Ｓ.米什金，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16 年月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教学目标和主要教学内容：
《货币金融学》是高等财经类专业学生的核心理论课程。本课程从明年开
始选用（美）米什金（Frederick S. Mishkin） 著美国商学院版第二版《货币金融
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机械工业出版
社 2011 年出版。本课程的教学，将采用配套的课件，案例，习题。在教学理念
上，本课程将充分借鉴国外著名高等学院金融学科国际化的教学理念，让学生
们体验和适应现代化国际化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内容方面，本课程在教授这门
课程的经典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也重视向学生介绍这个领域理论前沿以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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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的各种学术争论。与此同时，本课程将在教学中增加大量运用理论来解
释各类经济现象、特别是中国在经济转型期所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的案例分析。
鼓励学生开展相关实习、社会调查或其他实践活动，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本课程将非常重视课堂互动，
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发展。本课
程将会在传统教学手段中融入更多的现代因素。学生在完成传统型的作业以外，
本课程会重视培养同学们运用所学知识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鉴于此，本课程
设计了学生应该完成的学期小论文以及各类型的小项目，小讨论。在设计这些
小项目的时候，本课程将通过分组合作等方式，重视培养同学们团队合作的能
力。在教学条件方面，本课程重视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和运用。本课程将为课
程开设专用电子邮箱和微博，利用此邮箱搭建学生和老师，以及学生之间的课
后互动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学生之间，学生老师之间可以通过网
络空间进行互动式的讨论。同时，教学老师也可以利用网络空间给同学们提供
各类与本课程相关的学习资源，提供各类课外阅读资料，包括新闻，理论文章
等。本课程将贯彻过程评价，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平时成绩占总成
绩的 40%。过程评价包括课堂发言和提问，讨论，作业，平时项目和小论文等。
（四）课程大纲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一共二十五章：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本章的目的是要形成货币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认识，通过对现实经济生
活中的金融经济现象的简要分析，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今后
的生活中关注货币金融市场。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金融学的演化过程、以及
货币金融学的定义与框架、货币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等。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本章是一个概要性章节，有关金融体系的详细内容，将在随后若干章节中
陆续展开。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讨论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掌握金融体系的构
成：金融市场的功能与结构、金融工具、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与类型以及对金
融体系的监管。学完本章后，学生应当知道：金融体系的构成、金融市场的分
类（重点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与种类、对金融体系
加强管理的原因等。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本章将深入分析“货币”的概念和功能，以及经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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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国
际货币等。
第四章 理解利率
本章将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介绍利率的不同种类以及之
间的关系。本章重点与难点：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利率的管制与利率的市场化
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情况等。
第五章 利率行为
本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一国的均衡利率是如何决定
的，以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章的重点理解利率决定理论。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本章的重点在于理解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特别要学会根据金融市场发
布的不同的利率收益曲线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一些判断。
第七章 股票市场、理性预期理论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单期估值模型、推广的红利估值模型和戈登增长模型这
几种股票估值模型的应用，理解理性预期模型和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基础和含义。
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在本章中，将了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掌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的方法。学完本章后，学生将对先行课程《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方面的知
识加以巩固。
第九章 金融危机与次贷崩溃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掌握金融危机的发生机
制、理解次贷危机。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本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表外业务以及商业银行
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十一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学习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分析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其
对银行监管的启示。本章重点与难点：金融监管的目标与监管的原则、金融监
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等。
第十二章 银行业：结构与竞争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了解银行体系的发展历史，以及银行业构成中商业银行
占有的份额最大，美国商业银行尤其数量众多及其原因；明确金融创新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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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的竞争并导致了银行业构成的改变；掌握银行业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的
发展与启示。
第十三章 非银行金融机构
本章学习掌握保险业、养老基金、财务公司、证券市场机构、共同基金和
对冲基金的发展。本章重点与难点：各种金融机构的特征与功能、主要业务以
及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
第十四章 金融衍生工具
本章介绍金融衍生工具。本章重点与难点：是理解金融衍生工具的的基本
概念和运作方式。
第十五章 金融行业内的利益冲突
本章学习掌握利益冲突的概念及其重要性、金融业内利益冲突的种类、解
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措施。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实施，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
章重点与难点：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提高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探讨。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本章学习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本章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的实
际情况。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十九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战略与策略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含义和优缺点，理解中央银
行货币政策战略的演进。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及其执行、货币政策对于
经济的影响与调控。
第二十章 外汇市场
本章学习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本章
重点与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率
制度的改革情况。在掌握外汇、汇率等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深刻认识汇率的“逆
反”规律，及其对经济的重要影响；并且从金融专业化的层次上，一方面把握建
立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长期汇率决定因素，另一方面能运用本章之前所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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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产市场的工具与方法，考察在短期中汇率的决定机制，进一步探索汇率
与其它宏观经济变量的联系。
第二十一章 国际金融体系
在这一章里，将学习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了解过去半个多世
纪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中间发生的多次世界性外汇危机；进一步
认识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操作与效果；分析外汇市场、国际收支及汇率
因素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学完本章后，你还会知道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战
略，即以汇率为指标的汇率目标制及其优缺点，在什么情况下汇率目标制才是
最有意义的。货币局和美元化是可以避免汇率制度崩溃的两个策略吗？IMF 应
该是国际最后贷款人吗？人民币汇率制度及特征。
第二十二章货币需求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
数量论的基本内容。本章重点与难点：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区
别和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需求的特点等。
第二十三章 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的位移与其影响因素，理解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区别，能够分析总需求冲击和总供
给冲击导致均衡变动的情况。
第二十四章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本章学习了解评估实证分析的基本框架、掌握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内
容。
第二十五章 货币与通货膨胀
本章学习掌握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成因、了解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的根源
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本章重点与难点：运用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中
国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理。
（五）课程教学资源：
使用教材：（美）米什金（Frederick S. Mishkin） 著美国商学院版第二版
《货币金融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参考文献：
1、殷孟波 《货币金融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黄达主编 《货币金融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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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凯恩斯 著 《货币论》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4、（英）马歇尔 著 《货币、信用与商业》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6、易纲主编 《货币银行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7、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一、二、三、四集 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版
8、《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学（季
刊）》《投资研究》、《经济学家》、《财经科学》
9、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
官方网站
10、货币网 （全国同业市场和公开市场网站）
11、SHIBOR（上海同业拆放利率网站）
（六）教学进度与主要教学方法
周
数

具体日期

讲授内容

主要教学方法

第一章 为什
么要研究货
币、银行和金
融市场

主要教学方法：案例诱导法
侧重金融案例的引入，通过生动的、具有启发性的讲解激发学生学
习本课程的积极性，并鼓励学生平时多了解金融知识和事件。让学
生谈谈自己对金融相关知识的了解和看法，联系实际提出问题。课
堂讨论金融重要性的认识，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角色扮演法
事前将学生分组，分别扮演金融体系中不同的组成部分，内部再进
行细分，了解各组成部分存在的意义、功能及与其他部分的内在联
系，课堂上按照各自的角色分别介绍讨论，教师总体把握。课堂讨
论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时间累计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文献研讨法
本章主要介绍货币的基本知识，可以在课前安排学生自行阅读《货
币战争》，在课堂上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课堂讨论货币的历史，
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这三章的主要教学方法：数理分析法
用数理方法具体讲授单利与复利、现值与终值以及几种典型工具的
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并当堂布置几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练习题帮助学
生熟悉该方面的知识。课堂讨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考，时间
为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自助式教学法、实证研讨法
侧重于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课堂讨论完成对于
本章基本内容的学习。对金融工具的风险、流动性等进行实证讨
论，比如对股票、债券价格的变动结合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企业业
绩等来全面理解。对于学生自己较难把握的地方，进行重点指导。
计讨论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学生例举法
请学生列举出关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例子，帮助学生复习
巩固先行课程《经济学》中已学的信息不对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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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金融
危机与次贷崩
溃
第十章 银行
业与金融机构
管理

7
第十一章 银
行监管的经济
学分析
第十二章 银
行业：结构与
竞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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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金
融衍生工具
9

10

第十五章 金
融行业内的利
益冲突
第十六章 中
央银行和联邦
储备体系
第十七章 货
币供给过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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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货
币政策工具
第十九章 货
币政策的实
施：战略与策
略
第二十章 外
汇市场

12
第二十一章
国际金融体系

主要教学方法：教师提问法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如何传递到中国的？
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主要教学方法：应用型教学法、网页研究法
结合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管理原则，对学生进行应用性教育。可以利
用某家典型银行的主页，对该银行的业务和管理进行具体而生动的
分析。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还可以引入历年银行从业资格考试等真
题内容，在解释的同时引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堂讨论关于分业
经营和混业经营的讨论，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辩论学习法
课前挑选两组学生各四名，以辩论的形式讨论金融监管的利
弊，并安排主席一人负责辩论过程中的引导和控制，评论员一至两
名负责在辩论结束后做出评判和总结，结束前安排其他学生参与提
问。课堂讨论时间为一节课的时间。
主要教学方法：历史演进法
从考察美国银行的产生、发展入手，分析了由于金融创新而带来银
行业激烈竞争的背景下，银行业结构的演变。
课堂讨论银行的数量是不是越多越好，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案例探讨法、比较分析法
介绍各主要国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类型和具体机构案例，并分析
其功能，找出不同国家的区别，课堂讨论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典型案例分析法
例举典型案例，如巴林银行破产案、东南亚金融危机等。
主要教学方法：调研报告写作法
结合我国实际写一篇小型调研报告。
主要教学方法：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的行为和独立性问题。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推导法、案例分析法
推导货币供给模型及不同层次货币供给模型，给学生留下直观
而深刻的印象；结合我国实际信贷体制演变的具体案例，分析我国
实际货币供给的变化；分析存贷款关系的实质。课堂讨论中国“M2
／GDP 过高之谜”，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政策分析法、分工合作法
结合次贷危机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取向和具体操作实践，深刻理解货
币政策的意义。课前将学生分为几组，分别收集国内外各主要代表
性国家的货币政策及实施背景等，制作成 PPT 课件在课堂上进行演
示，比较各国的不同。课堂讨论关于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时
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推导法、经济现象和案例分析法
在讲授外汇汇率等基础知识后，运用实例分析汇率的剧烈波动及其
影响，推导长期与短期汇率模型。安排学生课后收集资料，分析人
民币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制作 PPT，在课堂上图文并茂地讨论
中美汇率博弈问题，共同探讨我们的应对策略
主要教学方法：制度演变与案例分析法
本章运用 T 账户及供求分析工具讲解外汇干预，以多次世界性外汇
危机为应用实例，回顾、分析和探索汇率制度的演变与发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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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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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实证分
析
第二十五章
货币与通货膨
胀

总复习

国际性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讨论“人民币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
问题”， 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共同解决型教学法
师生共同学习各种现代货币需求理论，并就货币需求的客观性
和不可精确计量的特点进行共同讨论。课堂讨论中国货币需求研究
的发展，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自学法
本章介绍总需求-总供给模型这一研究货币对总产出和物价水平影响
的基本工具，而这些内容在经济学中已经学过。
主要教学方法：实证分析法

主要教学方法：实地调研法
因先行课程已经学习过相关理论。本课程采用社会调研、走访来学
习本章。可以到学校后勤或者附近菜市场等了解近年来通货膨胀或
紧缩的情况，并提交调查报告。
主要教学方法：答记者问式教学法
学生可以自由的针对拓展阅读部分内容、本学期学过的内容及发生
的金融事件，对教师提问，并对课程教学共同进行讨论。

备注：不需要重点讲的章有：1、7、13、14、15、20、21、23、24。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取舍。

（七）评价和评分程序
（一）过程评价将贯穿于始终，平时成绩会占到 40%，期末成绩 60%。
（二）过程评价包括课堂发言与提问、讨论、小论文和作业等，助教会全
程记录。各部分所占的分数比例为：课堂发言、提问和讨论等，平时作业、小
论文、读书笔记。
（三）#老师会努力记住每位同学的姓名，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让我记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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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2018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总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蔡慧娟，金融学硕士、副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417 电话：13980972006，
办公时间：周四上午
电子邮件：chjuan @swufe.edu.cn。教师个人简介请参见金融学院教师主页。
（二）助 教：张蓝丹\李雪
（三）教 室：经世楼
（四）上课时间：周四 5-7\10-12 节
（五）纪 律：教师一般不会调课，但所有因公调课都将通过教务处进行，并
以恰当方式让每一位同学知道，一旦调课，一定会补上。
每一位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课。
每一位同学都不允许迟到，若迟到，请课间休息时间再入教室。
助教可以不收迟交的作业，每次作业都将登记。同学们的每一份作业#老师
都会亲自阅读，请认真对待。
三、教材
《货币金融学》(原书第 4 版) ，（美）弗雷德里克Ｓ.米什金，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16 年月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教学目标和主要教学内容：
《货币金融学》是高等财经类专业学生的核心理论课程。本课程从明年开
始选用（美）米什金（Frederick S. Mishkin） 著美国商学院版第二版《货币金融
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机械工业出版
社 2011 年出版。本课程的教学，将采用配套的课件，案例，习题。在教学理念
上，本课程将充分借鉴国外著名高等学院金融学科国际化的教学理念，让学生
们体验和适应现代化国际化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内容方面，本课程在教授这门
课程的经典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也重视向学生介绍这个领域理论前沿以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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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的各种学术争论。与此同时，本课程将在教学中增加大量运用理论来解
释各类经济现象、特别是中国在经济转型期所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的案例分析。
鼓励学生开展相关实习、社会调查或其他实践活动，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本课程将非常重视课堂互动，
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发展。本课
程将会在传统教学手段中融入更多的现代因素。学生在完成传统型的作业以外，
本课程会重视培养同学们运用所学知识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鉴于此，本课程
设计了学生应该完成的学期小论文以及各类型的小项目，小讨论。在设计这些
小项目的时候，本课程将通过分组合作等方式，重视培养同学们团队合作的能
力。在教学条件方面，本课程重视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和运用。本课程将为课
程开设专用电子邮箱和微博，利用此邮箱搭建学生和老师，以及学生之间的课
后互动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学生之间，学生老师之间可以通过网
络空间进行互动式的讨论。同时，教学老师也可以利用网络空间给同学们提供
各类与本课程相关的学习资源，提供各类课外阅读资料，包括新闻，理论文章
等。本课程将贯彻过程评价，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平时成绩占总成
绩的 40%。过程评价包括课堂发言和提问，讨论，作业，平时项目和小论文等。
（四）课程大纲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一共二十五章：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本章的目的是要形成货币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认识，通过对现实经济生
活中的金融经济现象的简要分析，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今后
的生活中关注货币金融市场。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金融学的演化过程、以及
货币金融学的定义与框架、货币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等。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本章是一个概要性章节，有关金融体系的详细内容，将在随后若干章节中
陆续展开。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讨论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掌握金融体系的构
成：金融市场的功能与结构、金融工具、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与类型以及对金
融体系的监管。学完本章后，学生应当知道：金融体系的构成、金融市场的分
类（重点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与种类、对金融体系
加强管理的原因等。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本章将深入分析“货币”的概念和功能，以及经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度量

57

的。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国
际货币等。
第四章 理解利率
本章将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介绍利率的不同种类以及之
间的关系。本章重点与难点：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利率的管制与利率的市场化
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情况等。
第五章 利率行为
本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一国的均衡利率是如何决定
的，以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章的重点理解利率决定理论。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本章的重点在于理解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特别要学会根据金融市场发
布的不同的利率收益曲线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一些判断。
第七章 股票市场、理性预期理论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单期估值模型、推广的红利估值模型和戈登增长模型这
几种股票估值模型的应用，理解理性预期模型和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基础和含义。
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在本章中，将了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掌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的方法。学完本章后，学生将对先行课程《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方面的知
识加以巩固。
第九章 金融危机与次贷崩溃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掌握金融危机的发生机
制、理解次贷危机。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本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表外业务以及商业银行
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十一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学习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分析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其
对银行监管的启示。本章重点与难点：金融监管的目标与监管的原则、金融监
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等。
第十二章 银行业：结构与竞争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了解银行体系的发展历史，以及银行业构成中商业银行
占有的份额最大，美国商业银行尤其数量众多及其原因；明确金融创新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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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的竞争并导致了银行业构成的改变；掌握银行业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的
发展与启示。
第十三章 非银行金融机构
本章学习掌握保险业、养老基金、财务公司、证券市场机构、共同基金和
对冲基金的发展。本章重点与难点：各种金融机构的特征与功能、主要业务以
及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
第十四章 金融衍生工具
本章介绍金融衍生工具。本章重点与难点：是理解金融衍生工具的的基本
概念和运作方式。
第十五章 金融行业内的利益冲突
本章学习掌握利益冲突的概念及其重要性、金融业内利益冲突的种类、解
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措施。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实施，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
章重点与难点：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提高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探讨。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本章学习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本章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的实
际情况。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十九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战略与策略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含义和优缺点，理解中央银
行货币政策战略的演进。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及其执行、货币政策对于
经济的影响与调控。
第二十章 外汇市场
本章学习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本章
重点与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率
制度的改革情况。在掌握外汇、汇率等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深刻认识汇率的“逆
反”规律，及其对经济的重要影响；并且从金融专业化的层次上，一方面把握建
立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长期汇率决定因素，另一方面能运用本章之前所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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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产市场的工具与方法，考察在短期中汇率的决定机制，进一步探索汇率
与其它宏观经济变量的联系。
第二十一章 国际金融体系
在这一章里，将学习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了解过去半个多世
纪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中间发生的多次世界性外汇危机；进一步
认识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操作与效果；分析外汇市场、国际收支及汇率
因素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学完本章后，你还会知道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战
略，即以汇率为指标的汇率目标制及其优缺点，在什么情况下汇率目标制才是
最有意义的。货币局和美元化是可以避免汇率制度崩溃的两个策略吗？IMF 应
该是国际最后贷款人吗？人民币汇率制度及特征。
第二十二章货币需求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
数量论的基本内容。本章重点与难点：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区
别和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需求的特点等。
第二十三章 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的位移与其影响因素，理解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区别，能够分析总需求冲击和总供
给冲击导致均衡变动的情况。
第二十四章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本章学习了解评估实证分析的基本框架、掌握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内容。
第二十五章 货币与通货膨胀
本章学习掌握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成因、了解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的根源
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本章重点与难点：运用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中
国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理。
（五）课程教学资源：
使用教材：（美）米什金（Frederick S. Mishkin） 著美国商学院版第二版
《货币金融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参考文献：
1、殷孟波 《货币金融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黄达主编 《货币金融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英）凯恩斯 著 《货币论》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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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马歇尔 著 《货币、信用与商业》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6、易纲主编 《货币银行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7、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一、二、三、四集 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版
8、《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学（季
刊）》《投资研究》、《经济学家》、《财经科学》
9、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
官方网站
10、货币网 （全国同业市场和公开市场网站）
11、SHIBOR（上海同业拆放利率网站）
（六）教学进度与主要教学方法
周数

具体
日期

讲授内容

主要教学方法

第一章 为什
么要研究货
币、银行和金
融市场

主要教学方法：案例诱导法
侧重金融案例的引入，通过生动的、具有启发性的讲解激发学生学习
本课程的积极性，并鼓励学生平时多了解金融知识和事件。让学生谈
谈自己对金融相关知识的了解和看法，联系实际提出问题。课堂讨论
金融重要性的认识，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第二章 金融
体系概览

主要教学方法：角色扮演法
事前将学生分组，分别扮演金融体系中不同的组成部分，内部再进行
细分，了解各组成部分存在的意义、功能及与其他部分的内在联系，
课堂上按照各自的角色分别介绍讨论，教师总体把握。课堂讨论中国
金融体系的现状，时间累计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文献研讨法
本章主要介绍货币的基本知识，可以在课前安排学生自行阅读《货币
战争》，在课堂上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课堂讨论货币的历史，时间
在 20 分钟左右。
这三章的主要教学方法：数理分析法
用数理方法具体讲授单利与复利、现值与终值以及几种典型工具的到
期收益率的计算，并当堂布置几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练习题帮助学生熟
悉该方面的知识。课堂讨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考，时间为 20
分钟左右。

1——2

3

4

5

第三章 什么
是货币

第四章 理解
利率
第五章 利率
行为
第六章 利率
的风险和期限
结构
第七章 股票
市场、理性预
期理论

主要教学方法：自助式教学法、实证研讨法
侧重于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课堂讨论完成对于本章
基本内容的学习。对金融工具的风险、流动性等进行实证讨论，比如
对股票、债券价格的变动结合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企业业绩等来全面
理解。对于学生自己较难把握的地方，进行重点指导。计讨论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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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金融
结构的经济学
分析

主要教学方法：学生例举法
请学生列举出关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例子，帮助学生复习巩
固先行课程《经济学》中已学的信息不对称知识。

第九章 金融
危机与次贷崩
溃
第十章 银行
业与金融机构
管理

主要教学方法：教师提问法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如何传递到中国的？
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主要教学方法：应用型教学法、网页研究法
结合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管理原则，对学生进行应用性教育。可以利用
某家典型银行的主页，对该银行的业务和管理进行具体而生动的分
析。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还可以引入历年银行从业资格考试等真题内
容，在解释的同时引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堂讨论关于分业经营和
混业经营的讨论，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第十一章 银
行监管的经济
学分析

主要教学方法：辩论学习法
课前挑选两组学生各四名，以辩论的形式讨论金融监管的利弊，并安
排主席一人负责辩论过程中的引导和控制，评论员一至两名负责在辩
论结束后做出评判和总结，结束前安排其他学生参与提问。课堂讨论
时间为一节课的时间。
主要教学方法：历史演进法
从考察美国银行的产生、发展入手，分析了由于金融创新而带来银行
业激烈竞争的背景下，银行业结构的演变。
课堂讨论银行的数量是不是越多越好，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案例探讨法、比较分析法
介绍各主要国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类型和具体机构案例，并分析其
功能，找出不同国家的区别，课堂讨论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典型案例分析法
例举典型案例，如巴林银行破产案、东南亚金融危机等。

6

7

第十二章 银
行业：结构与
竞争
8
第十三章 非
银行金融机构
第十四章 金
融衍生工具
9

10

第十五章 金
融行业内的利
益冲突
第十六章 中
央银行和联邦
储备体系
第十七章 货
币供给过程

10

11

12

第十八章 货
币政策工具
第十九章 货
币政策的实
施：战略与策
略
第二十章 外
汇市场

主要教学方法：调研报告写作法
结合我国实际写一篇小型调研报告。
主要教学方法：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的行为和独立性问题。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推导法、案例分析法
推导货币供给模型及不同层次货币供给模型，给学生留下直观而
深刻的印象；结合我国实际信贷体制演变的具体案例，分析我国实际
货币供给的变化；分析存贷款关系的实质。课堂讨论中国“M2／GDP
过高之谜”，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政策分析法、分工合作法
结合次贷危机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取向和具体操作实践，深刻理解货币
政策的意义。课前将学生分为几组，分别收集国内外各主要代表性国
家的货币政策及实施背景等，制作成 PPT 课件在课堂上进行演示，
比较各国的不同。课堂讨论关于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推导法、经济现象和案例分析法
在讲授外汇汇率等基础知识后，运用实例分析汇率的剧烈波动及其影
响，推导长期与短期汇率模型。安排学生课后收集资料，分析人民币
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制作 PPT，在课堂上图文并茂地讨论中美汇
率博弈问题，共同探讨我们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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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国际金融体系

13

14

15

16

第二十二章货
币需求

第二十三章
总需求和总供
给分析
第二十四章
货币政策传导
机制：实证分
析
第二十五章
货币与通货膨
胀

总复习

主要教学方法：制度演变与案例分析法
本章运用 T 账户及供求分析工具讲解外汇干预，以多次世界性外汇
危机为应用实例，回顾、分析和探索汇率制度的演变与发展，以及国
际性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讨论“人民币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问
题”， 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共同解决型教学法
师生共同学习各种现代货币需求理论，并就货币需求的客观性和不可
精确计量的特点进行共同讨论。课堂讨论中国货币需求研究的发展，
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自学法
本章介绍总需求-总供给模型这一研究货币对总产出和物价水平影响
的基本工具，而这些内容在经济学中已经学过。
主要教学方法：实证分析法

主要教学方法：实地调研法
因先行课程已经学习过相关理论。本课程采用社会调研、走访来学习
本章。可以到学校后勤或者附近菜市场等了解近年来通货膨胀或紧缩
的情况，并提交调查报告。
主要教学方法：答记者问式教学法
学生可以自由的针对拓展阅读部分内容、本学期学过的内容及发生的
金融事件，对教师提问，并对课程教学共同进行讨论。

备注：不需要重点讲的章有：1、7、13、14、15、20、21、23、24。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取舍。

（七）评价和评分程序
（一）过程评价将贯穿于始终，平时成绩会占到 40%，期末成绩 60%。
（二）过程评价包括课堂发言与提问、讨论、小论文和作业等，助教会全
程记录。各部分所占的分数比例为：课堂发言、提问和讨论等，平时作业、小
论文、读书笔记。
（三）#老师会努力记住每位同学的姓名，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让我记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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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Money and Banking)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总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陈勇
办公室：格致楼518
答疑辅导时间：周二上午8:30-11:30
电子邮件： chenyong@swufe.edu.cn
（二）助 教： 无
（三）教 室：C303，C305
（四）上课时间：1 至 16 周，
（五）课程资源：
（六）考勤：
每一位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课。
生病、或参加其他学校活动等情形，请交假条。
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过期无效。
课堂纪律：
课堂教学时，不得干扰教师授课和同学学习；
干扰教学的情况包括下列情形：讨论与课堂无关的事情、玩手机、或进
行其他与本课程无关的事情；
干扰教学一次，总评成绩中扣除5分。
三、教材
（一）推荐教材（二者均可，第二本书翻译错误较少）
1、货币金融学，（商学院版：原书第4版）
(美) 弗雷德里克 S.米什金（Frederic S. Mishkins）
ISBN(书号)：978-7-111-34361-8 机械工业出版社
2、货币金融学，（原书第9版）ISBN(书号): 7300129269, 978730012926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货币金融学，殷孟波、解川波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
（二）参考教材（对应的英文原版教材，推荐英语好的同学参考使用）
1. 黄达：《金融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
2. 戴国强：《货币金融学》（第三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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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Business School
Edition, 2nd Edition) by Frederic S. Mishkins，ISBN：978-0321599889
4、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11th Edition, 2009)
by Frederic S. Mishkins ISBN: 978-0321599797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总体目标
本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是掌握有关货币的基本概念，掌握金融市场、金融机
构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培养对金融市场的学习兴趣，为学习其它课程和继续深
造打下良好的基础。本门课程的第二层次的目标是要学会运用经济学、金融学
分析工具和方法来认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对社会的热
点问题有所认识。本门课程的第三层次目标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与教师、同学们
的交流与对话，能够发现现实生活中需要研究的问题，提高思辨能力。本门课
程最高层次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同学交流、师生交流，养成认真、勤奋、努力
和踏实的学习态度，达成友爱、包容、相互尊重的做人品质。
（二）课程纲目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一共十六章：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本章的目的是要形成货币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认识，通过对现实经济生
活中的金融经济现象的简要分析，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今后
的生活中关注货币金融市场。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金融学的演化过程、以及
货币金融学的定义与框架、货币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等。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本章将深入分析“货币”的概念和功能，以及经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度量
的。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国
际货币等。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本章将介绍金融系统的概况，包括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的
基本结构和功能。本章目的在于让学生对金融系统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第四章 理解利率
本章将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介绍利率的不同种类以及之
间的关系。本章重点与难点：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利率的管制与利率的市场化
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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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利率行为
本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一国的均衡利率是如何决定
的，以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章的重点理解利率决定理论。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本章的重点在于理解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特别要学会根据金融市场发
布的不同的利率收益曲线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一些判断。
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在本章中，将了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掌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的方法。学完本章后，学生将对先行课程《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方面的知
识加以巩固。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本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表外业务以及商业银行
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十一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学习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分析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其
对银行监管的启示。本章重点与难点：金融监管的目标与监管的原则、金融监
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等。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实施，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
章重点与难点：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提高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探讨。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本章学习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本章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的实
际情况。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十九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战略与策略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含义和优缺点，理解中央银
行货币政策战略的演进。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及其执行、货币政策对于
经济的影响与调控。
第二十章 外汇市场
本章学习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本
章重点与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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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制度的改革情况。
第二十一章 国际金融体系
本章学习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了解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金
融体系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中间发生的多次世界性外汇危机；进一步认识固定
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操作与效果；分析外汇市场、国际收支及汇率因素如何
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
第二十二章 货币需求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
数量论的基本内容。本章重点与难点：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区
别和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需求的特点等。
（三）教学安排
周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学时（课堂教授）
讲授内容
3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助教搜集整理资料：中国金融体系概览最新数据
3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助教辅助搜集有关新货币形式的最新资料，并归纳整理。主持课程中心平台的关于
新货币形式的讨论。
3
第四章 理解利率
助教批改第二、三章作业
2
第五章 利率行为
1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助教批阅课程论文：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主持课程中心平台的关于我国利率市
场化的讨论。
1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2
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助教批阅课程论文：中美金融结构比较；批改四、五、六章作业
3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助教搜集整理资料：中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对比
1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2
第十四章 衍生金融工具
助教批改八、十章作业
2
第十四章 衍生金融工具
1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主持课程中心平台的关于如何认识衍生工具市场的讨论。
2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1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助教搜集整理关于的文献资料，主持课程中心平台的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讨论。
批改十六章作业
1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2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助教批改十七章作业，搜集关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资料
3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助教批改课程论文：201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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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3
第二十章 外汇市场
助教批改 18、20 章作业
3
第二十二章 货币需求
助教主持课程中心平台的关于我国汇率制度的讨论。
3
课程论文展示
搜集整理课程中心平台上同学们对这门课程的批评及建议，批改第 20 章作业
总复习 机动
答疑

16

注：本教学进度在开学前编写，在教学中会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反馈作出调整，以最大可能提高学生从
本课程的收获。

五、考核方式
（一）课程总评成绩按照过程评价的原则，平时成绩会占到 50%，期末成
绩 50%。
（二）平时成绩评价包括书面作业、出勤、课堂发言与提问、讨论、财经
小组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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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总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
姓名：戴艳萍
办公室：格致楼 418B
电话：18980685717
电子邮件：
（二）助教
姓名：吴晗
电话：15079214929
答疑辅导时间：邮件、电话联系预约
（三）纪律
教师一般不会调课，但所有因公调课都将通过教务处进行，并以恰当方式
让每一位同学知道，一旦调课，一定会补上。
每一位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课。
每一位同学都不允许迟到，若迟到，请课间休息时间再入教室。
助教可以不收迟交的作业，每次作业都将登记。同学们的每一份作业请认
真对待。
三、教材
（一）推荐教材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原书第 2 版），美国商学院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殷孟波：《货币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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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
1.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博迪（美）、莫顿（美）：《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彭建刚：《商业银行管理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4.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八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5.斯蒂格里茨（美）：《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四、致同学们的一封信
同学，您好！
你即将开始学习一门激动人心的课程——《货币金融学》。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邓小平曾说过，“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活了，一着棋
活，全盘皆活。”这句话足可见金融的重要性。《货币金融学》作为叩开金融学
大门的基础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门课程，如果不学，如果不认真学，
如果不全程学，可能会成为学生生涯中令人遗憾的一件大事之一。
能够进入西南财经大学，表明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我们实行的是
精英教育，希望各位同学都要具备雄心大志，立志成为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的
骨干和领导者。我相信每一位同学都会富有活力、有创造性地学好本门课程，
相信每一位同学通过一学期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自发地生成对经济学的兴
趣！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一大批人成为卓越的银行家、经理人、投资大
师，更期望你们中能够有一批人能立志将金融学研究作为毕生的事业，更希望
未来的有一天站在诺贝尔经济学领奖台上就是你！
祝健康快乐，学业进步！
******
年 月 日
五、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总体目标
本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是要掌握金融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培养
对金融学的学习兴趣，为学习其它课程和继续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本门课程
的第二层次的目标是要学会运用金融理论解释身边的经济现象、金融现象，探
讨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本门课程的第三层次目标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与教师、同
学们的交流与对话，要能够发现现实生活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大胆创新、挑战
权威；本门课程最高层次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同学交流、师生交流，养成认真、
勤奋、努力和踏实的学习态度，达成友爱、包容、相互尊重的做人品质。
（二）课程大纲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一共十七章：
第 1 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本章的目的是要形成货币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认识，通过对现实经济生
活中的金融经济现象的简要分析，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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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中关注货币金融市场。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金融学的演化过程、以及
货币金融学的定义与框架、货币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等。
第 2 章 金融体系概览
本章将介绍金融系统的概况，包括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的
基本结构和功能。本章目的在于让学生对金融系统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第 3 章 了解货币
本章将深入分析“货币”的概念和功能，以及经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度量
的。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国
际货币等。
第 4 章 理解利率
本章将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介绍利率的不同种类以及之
间的关系。本章重点与难点：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利率的管制与利率的市场化
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情况等。
第 5 章 利率行为
本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一国的均衡利率是如何决定
的，以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章的重点理解利率决定理论。
第 6 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本章的重点在于理解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特别要学会根据金融市场发
布的不同的利率收益曲线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一些判断。
第 7 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本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表外业务以及商业银行
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 8 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学习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分析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其
对银行监管的启示。本章重点与难点：金融监管的目标与监管的原则、金融监
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等。
第 9 章 非银行金融机构
本章学习掌握保险业、养老基金、财务公司、证券市场机构、共同基金和
对冲基金的发展。本章重点与难点：各种金融机构的特征与功能、主要业务以
及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
第 10 章

金融衍生工具

本章介绍金融衍生工具。本章重点与难点：是理解金融衍生工具的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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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运作方式。
第 11 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实施，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
章重点与难点：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提高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探讨。
第 12 章 货币供给过程
本章学习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本章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的实
际情况。
第 13 章 货币政策工具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 14 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战略与策略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含义和优缺点，理解中央银
行货币政策战略的演进。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及其执行、货币政策对于
经济的影响与调控。
第 15 章 外汇市场
本章学习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本
章重点与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
率制度的改革情况。
第 16 章 货币需求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
数量论的基本内容。本章重点与难点：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区
别和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需求的特点等。
第 17 章 货币与通货膨胀
本章学习掌握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成因、了解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的根源
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本章重点与难点：运用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中
国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理。
（三）课程英文简介（Course Descriptions）
This course is an undergraduate course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in particular the study of money and banking.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help students ob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and other
important financial issues facing private citizens and policy-makers both her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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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and abroad. To aid this understanding, economic tools and concepts will be
developed to help students organize their thinking about financial assets and markets,
and about the varied roles of key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nts. Real-world events will
be heavily relied on for concrete illustration, includ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nron bankruptcy scandal and etc.
六、教学进度安排
周数
1

日期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讲授内容
第 1 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第 3 章 什么是货币
第 3 章 什么是货币
第 2 章 金融体系概览
第 2 章 金融体系概览
第 4 章 理解利率
第 5 章 利率行为
第 5 章 利率行为
第 6 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第 8 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第 10 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第 10 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第 11 章 金融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第 13 章 非银行金融机构
第 14 章 衍生金融工具
第 16 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第 17 章 货币供给过程
第 18 章 货币政策工具
第 19 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战略与策略
第 20 章 外汇市场
第 20 章 外汇市场
第 22 章 货币数量论、通货膨胀和货币需求
总复习、答疑

七、部分理论原出处索引
理论

作者

剑桥方程式

马歇尔、庇古

流动性偏好

凯恩斯

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

米什金

IS-LM 模型

希克斯，汉森

逆向选择

Akerlof

道德风险

阿罗

出处
Pigou,A.C. , “The value of mone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2,Nov.38-56,1917
Kenyes,J.M.,1936,“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rate and money”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eynes,Vol.6 London :Macmillan,1971
Minsky,H.“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a
restatement ”帕 77
J.R.Hicks,1937,《凯恩斯先生与古典经济学：一个尝试
性解释》，计量经济学年会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rterly Economics
84(3), Aug.488-500
Arrow K.J .1964,“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 Bearing.
Chicago： Ald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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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信贷
配给模型

斯蒂格利茨，韦斯

费雪效应

费雪

乘数理论

汉森

最优货币量学说

米尔顿.弗里德曼

恒久性收入

弗里德曼

鲍莫尔-托宾的存货理论

鲍莫尔、托宾

金融结构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

利率的期限结构模型

萨金特

货币中性

哈耶克

货币交易方程式

费雪

购买力平价理论

卡塞尔

一价定律

Izard

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

M－F 模型

Mundell R.A

格雷欣法则

Thomas Gresham

最优货币区理论

蒙代尔

抵补利率平价

凯恩斯

马歇尔－勒纳条件

马歇尔

汇率超调模型

多恩布什

金融抑制
金融深化

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
德华·S·肖

戴蒙德模型

戴蒙德

有弹性的通货膨胀目标

Ben Bernanke and
Mark Gertler

银行的衍生存款理论

詹姆斯.彭宁顿

Stiglitz,J. and Weiss,A.1981,“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1(3),June:393-410
Fisher, I. 1930 “The theory of Interes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Hansen,A.H.1941 “business cycles and national income”
New York: Norton
Friedman,M.,1969, “The optimal quantity of money” in
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and other essays, Chicag
Aldine
Friedman,M. 1957, “A theory of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umol, W.J. 1952 “The transactions demand for cash: an
inventory theoretic approach”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6,Nov. 545-56；Tobin, J. 1956 “The interest
–elasticity of transactions demand for cas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9, May :124-31
《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形态的
比较试验》,1955
Sargent, T. 1979, “A note 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the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of the term
structur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133-43
Hayek,F.A. von. 1931 “Prices and produc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Fisher,I.1911,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2nd
revised edn.1926; reprinted New York:Kelley,1963
Cassel,G. 1916,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Economic Journal 26,March: 62－5
Isard, p. 1979, “How far can we push the law of one
pr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Triffen,R.1960, “ Golden and dollar cris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undell R.A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under fixed exchange rate” IMF Staff Paper, 1962
1560, Thomas Gresham 1869,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London: bliss, sands and Co.
Mundell,R.A.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657-65
Keynes,J.M,1923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London:
Macmillan
Marshall,A.1923 “Money, credit and commerce” London:
Macmillan
Dornbusch, R. 1976, “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6):1161-76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与《经济发展中的金融
深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s
Diamond ,D. 1984,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1:393-414
Ben Bernanke and Mark Gertler,“Monetary policy and
asset price volatility”, in “New Challenge for Monetary
Policy”, Jackson Hole, August 26-28,1999
“Observations on the private banking establishments of the
metropolis: first memorandum to huskisson”, In Economic
writings of James pennington, ed. R.S. sayers, London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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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价和评分程序
（一）过程评价将贯穿于始终，平时成绩会占 40%，期末成绩会占到
60%。
注：平时成绩所占比例可能会根据整个教学过程的实际教学情况做微调，
最低不低于 30%，最高不超过 40%。
（二）过程评价包括课堂提问与发言、财经新闻汇报、考勤、书面作业和
课堂纪律等，戴老师或助教会全程记录。
（三）戴老师会努力记住每位同学的姓名，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让我记住你。
九、教学材料
（一）学术刊物
1.国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国内：《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
刊）》、《金融研究》
3.校内：《经济学家》、《财经科学》
（二）推荐网站
1.中国人民银行：www.pbc.gov.cn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www.cbrc.gov.cn
3.和讯网、新浪财经、凤凰财经等
（三）推荐名著
《就业、利息、货币通论》（凯恩斯）
《货币、利息与价格》（巴廷金）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
当·斯密）
《经济学原理》（马歇尔）
《价格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
《经济分析史》（约瑟夫·熊彼特）
《自由秩序原理》（F．A．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F．A．哈耶克）

《美国货币史(1867-1960)》（米尔顿·弗里德曼,
安娜·J.施瓦茨）
《金融结构与发展》（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
《经济解释》（张五常）
《佃农理论》（张五常）
《经济学方法论》（马克·布劳格）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布
热津斯基）
白银资本（贡德·弗兰克）
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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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学反馈问题
（一）第四周的问题
1.你认为本门课程的难度如何？
A.非常难 B.难 C.一般 D.容易 E.非常容易
2.你建议本门课程使用哪种语言的 PPT？
A.全英文 B.中英搭配 C.全中文 D.不用 PPT
3.你建议采取哪种教学方式？
A.完全教师讲授

B.教师讲授辅以课堂讨论 C.每次课安排一到两位学生做

一次专题讲座
4.你认为戴老师还需要在哪些地方改进？
（二）第十周的问题
1.课上到现在哪些方面对您的学习有价值？
2.如果你感到学习困难，原因是：（2 选 1）
A、课后的复习和预习不足；B、课堂上感觉听不懂
C、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针对本门课程，你课后主要做了哪些有助于学习的措施？
4.你还有什么改进教学的建议？
（三）期末前的问题
1.请评价一下这门课的教学质量。
2.如何进一步改进这门课的教学？
3.你最喜欢这门课的地方是？
4.你最不喜欢这门课的地方是？
十一、教务事宜
如有教学或成绩方面的疑问，可以给我电话或邮件，若我无法解决你们的
问题，也可以咨询下面的电话。电话或上门咨询时请一定尊重每一位老师。
（一）教务处联系方式
教务科：028-87092237
考试科：028-87093351
教学科：028-87093011
教材科：028-8709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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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学院教务办公室联系方式
电话：028-87092212
十二、参考资料来源说明
撰写本课程实施方案主要参考了以下资料：
1.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原书第 2 版），美国商学院版，机械工业出版
社
2. 殷孟波：《货币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3.米什金（美）：《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博迪（美）、莫顿（美）：《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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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安排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课程代码：Fin200
学分：4
总学时：72
授课学时：课堂学时 54 课时，课外学时 18 课时
二、任课教师、教学助理、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傅立立，博士，金融学院师资博士后
邮箱：lily_fu0601@sina.com
（二）助教：陈星宇
（三）课程资源：公共邮箱 swufejrfu@163.com，密码：jrswufe163；课件和相
关资料请从公共邮箱下载。
（四）教室：经世楼 B302
（五）上课时间：周五：上午 1-3 节
（六）课程要求
1、出勤：
（1）特殊情况外，每位同学不得缺勤。学期中讲师进行不定时考勤，考勤
成绩计入期末总成绩。
（2）特殊情况包括病假和事假。病假需在一周内提交医院证明，事假需课
前提交学院证明。否则视作缺勤。学期中事假不得超过三次。
2、课程作业：
（1）课程中将有三次个人课程作业，作业需在规定时间内提交（30%）。
（2）全班同学均分为 10 组，每组同学寻找一个我国当前金融市场的重要事
件、重大政策，用所学的金融学知识进行分析，形成 3—5 页的期末小论文
（10%）。
3、答疑：课程中如有问题，请在课后将问题向助教提出或通过邮件向教师提
出。教师汇总问题后在下一节课进行解答。
4、课堂纪律：
（1）学生严格遵守课堂纪律，不迟到、早退；
（2）除非老师允许，课堂上不得随意使用笔记本、手机等电子设备干扰其
他同学；
（3）严格遵守学校关于课堂的各项规定，不得干扰正常教学。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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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商学院版：原书第 4 版）(美) 弗雷德里克 S.米什金
（Frederic S. Mishkins）；ISBN(书号)：978-7-111-54654-8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1. 黄达：《金融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殷孟波：《货币金融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年。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1、《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学（季
刊）》《投资研究》、《经济学家》、《财经科学》
2、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官
方网站
3、货币网 （全国同业市场和公开市场网站）
4、SHIBOR（上海同业拆放利率网站）
5、人大经济论坛：www.pinggu.org
6、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www.cenet.org.cn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1、掌握有关货币的基本概念，掌握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基本结构和功
能，培养对金融市场的学习兴趣，为学习后续课程和继续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2、学会运用经济学、金融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来认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
构，解释经济社会现象，对社会热点问题有所认识。
3、通过课堂讲授、交流，提高学生独立、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二）教学内容
本课程共十六章内容：
第 1 章：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教学目标：形成货币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认识。通过对现实经济生活中
的金融经济现象的简要分析，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今后的生
活中关注货币金融市场。
第 2 章：金融体系概览
教学目标：介绍金融系统概况。了解金融市场的功能，结构，工具。了解
国际金融市场的基本结构与功能。了解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和类型。了解金融
体系的基本监管思路。本章主要目标是让学生对金融系统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第 3 章：什么是货币
教学目标：深入分析“货币”的定义和职能，以及经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
度量的。
重点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的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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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理解利率
教学目标：本章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
重点难点：理解现值的概念；掌握到期收益率的计算。掌握利率与回报率
的区别；掌握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区别。
第 5 章：利率行为
教学目标：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一国的均衡利率是如
何决定的，以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重点难点：理解利率决定理论；理解均衡利率变动推导。
第 6 章：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教学目标：理解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学会根据金融市场发布的不同的
利率收益曲线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出一定的判断。
第 7 章：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教学目标：了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掌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
方法。
第 8 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教学目标：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表外业务以及商业银行管理的基本
原则。
第 9 章 金融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教学目标：掌握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
重点与难点：金融监管的目标与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的国际准则、巴塞
尔协议等。
第 10 章 非银行金融机构
教学目标：了解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主要种类。
第 11 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教学目标：了解中央银行的历史沿革，了解联邦储备体系，理解中央银行
的独立性。
重点难点：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与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探讨。
第 12 章 货币供给过程
教学目标：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
响货币供给的因素。
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实际情况。
第 13 章 货币政策工具
教学目标：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工具。

80

重点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 14 章 外汇市场
教学目标：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
重点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
率制度的改革情况。
第 15 章 货币需求
教学目标：掌握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
币数量论的基本内容。
重点难点：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区别和各自的特点；以及
中国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需求的特点等。
第 16 章 货币与通货膨胀
教学目标:掌握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成因、了解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的根
源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
重点难点：运用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中国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
治理。.
各章节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题目

1

为什么要研究
货币、银行和
金融市场

2

金融体系概览

3

了解货币

4

理解利率

5

利率行为

6

利率的风险和
期限结构

7

金融结构的经
济学分析

8

银行业与金融
机构管理

知识点
（一）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二）总产出、总收入、物价水平和通货膨
胀的概念
（一）金融市场的功能和结构
（二）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和类型
（一）货币的含义和功能
（二）货币的计量方式
（三）支付体系的演变
（一）到期收益率的功能和计算
（二）利率与回报率的区别
（三）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区别
（一）资产需求的决定因素
（二）债券市场的供求分析方法
（三）流动性偏好理论
（一）利率风险结构的基本内容
（二）利率期限结构的主要理论
（一）世界各国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
（二）交易成本
（三）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一）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
（二）商业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
（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
（四）商业银行表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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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课堂
教授）
1

2

3

3

3

3

3

3

9

银行监管的经
济学分析

10

非银行金融机
构

11

中央银行和联
邦储备体系

12

货币供给过程

13

货币政策工具

14

外汇市场

15

货币需求

16

货币与通货膨
胀

课时总计：48 学时

（一）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
3
（二）银行监管的基本内容
（三）次贷危机对银行监管的启示
保险业、养老基金、财务公司、证券市场机
3
构、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的发展
（一）货币政策的目标
3
（二）美联储的发展历史及其结构
（三）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
（一）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
（二）多倍货币创造过程
3
（三）影响货币供给的因素
（一）公开市场操作、贴现政策、准备金要
求三项货币政策工具的特点
3
（二）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
（一）汇率的含义和决定机制
3
（二）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
（一）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内容
（二）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的主要内容及
3
其发展
（三）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理论的主要
内容
（一）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成因
3
（二）通货膨性货币政策的根源
（三）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
45（课堂讲授）+3（课程作业布置+指导+答疑）

（二）教学进度安排
周数

学时
1

1
2
2

3

3

3

4

5

课堂讲授

课堂讨论

课程介绍。第 1 章 金融体系概览(1.了解研究货
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的重要性；2.掌握总产出、总
收入、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的概念。)
第 2 章：金融体系概览（1.掌握金融市场的功能和
结构；2.掌握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和类型。）
第 3 章 什么是货币（1.掌握货币的含义和功能；2.
掌握货币的计量方式；3.了解支付体系的演变。）
第 4 章 理解利率（1.掌握到期收益率的功能和计
算；2.了解利率与回报率的区别；3.掌握名义利率
与实际利率的区别。）

3

第 5 章 利率行为（1.了解资产需求的决定因素；2.
掌握债券市场的供求分析方法；3.理解流动性偏好
理论。）

3

第 6 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1.掌握利率风险
结构的基本内容；2.掌握利率期限结构的主要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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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安排（助
教）

货币的历史
布置作业 1
学生提交分组
名单，收取作
业，助教批
改。
中国利率市场
化改革的思考

6

3

7

3

8

3

9

3

金融分业与混
业发展趋势案
例--“中国平
安”

比较各国货币
政策及实施背
景的不同。

3

第 16 章 货币与通胀（1.掌握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
成因；2.理解通货膨性货币政策的根源；3.了解治
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

分析中国不同
时期的通货膨
胀的原因及其
治理。

3

总复习+答疑

3

11

3

12

3

13

3

14

3

16

第 10 章 非银行金融机构（了解保险业、养老基
金、财务公司、证券市场机构、共同基金和对冲
基金的发展。）
第 11 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1.掌握货币政
策的目标；2.了解美联储的发展历史及其结构；3.
理解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
第 12 章 货币供给过程（1.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
数的概念；2.理解多倍货币创造过程；3.掌握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
第 13 章 货币政策工具（1.掌握公开市场操作、贴
现政策、准备金要求三项货币政策工具的特点；2.
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
第 14 章 外汇市场（1.掌握汇率的含义和决定机
制；2.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
第 15 章 货币需求（1.掌握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内
容；2.掌握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
发展；3.掌握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理论的主要
内容。）

10

15

第 7 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1.了解世界各国
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2.掌握交易成本对金融结构
的影响。3.掌握信息不对称对金融结构的影响）
第 8 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1.了解商业银行
的基本业务；2.掌握商业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3.
掌握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4.了解商业银
行表外业务。）
第 9 章 金融监管的经济学分析（1.掌握银行监管
的基本理论；2.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内容；3.了解
次贷危机对银行监管的启示。）
布置作业 2

收取作业，助
教批改。

布置作业 3
收取作业，助
教批改。
收取分组课程
论文。

答疑

注：本教学进度在开学前编写，在教学中会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反馈做出调整，以最大可能提高学生从
本课程的收获。

五、考核方式
1、课程总评成绩按照过程评价的原则，平时成绩占 40%，期末成绩
60%。
2、平时成绩评价包括书面作业、出勤、课堂表现等。
具体内容如下：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小组论文
个人作业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实践
3 次作业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论文写作，小组集体完成
课后个人独立完成，按规定及时提交

注：除作业外，平时考勤及课堂表现采用权重的方式计入平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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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10
30

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Money and Banking)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总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解川波 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419
答疑时间:星期二上午（暂定）
邮箱：x8886@swufe.edn.cn
（二）助 教： 硕士研究生 何蕊芯
（三）教 室：C206
（四）上课时间：1 至 16 周星期二上午
（五）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六）考勤与纪律
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辜缺课。
生病、或参加其他学校活动等情形，需提交假条。
每一位同学都不允许迟到。
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课堂教学时，不得干扰教师授课和同学学习；
干扰教学的情况包括下列情形：讨论与课堂无关的事情、玩手机、或进
行其他与本课程无关的事情；不能够在上课时间使用电脑。
三、教材
（一）推荐教材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原书第 4 版），美国商学院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年最新出版
殷孟波：《货币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1. 黄达：《金融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2 月。
2. 博迪（美）、莫顿（美）：《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彭建刚：《商业银行管理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4.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八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5.斯蒂格里茨（美）：《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 戴国强：《货币金融学》（第三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年。
7、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Business School
Edition, 2nd Edition) by Frederic S. Mishkins，ISBN：978-032159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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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9th Edition, 2009)
by Frederic S. Mishkins ISBN: 978-0321599797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总体目标
本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是要掌握有关货币的基本概念，掌握金融市场、金融
机构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培养对金融市场的学习兴趣，为学习其它课程和继续
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本门课程的第二层次的目标是要学会运用经济学、金融
学分析工具和方法来认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对社会的
热点问题有所认识；本门课程的第三层次目标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与教师、同学
们的交流与对话，要能够发现现实生活中需要研究的问题，提高思辨能力，有
所突破；本门课程最高层次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同学交流、师生交流，养成认
真、勤奋、努力和踏实的学习态度，达成友爱、包容、相互尊重的做人品质。
（二）课程纲目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一共二十四章（授课 16 章）：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本章的目的是要形成货币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认识，通过对现实经济生
活中的金融经济现象的简要分析，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今后
的生活中关注货币金融市场。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金融学的演化过程、以及
货币金融学的定义与框架、货币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等。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本章将深入分析“货币”的概念和功能，以及经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度量
的。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国
际货币等。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本章将介绍金融系统的概况，包括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的
基本结构和功能。本章目的在于让学生对金融系统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第四章 理解利率
本章将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介绍利率的不同种类以及之
间的关系。本章重点与难点：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利率的管制与利率的市场化
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情况等。
第五章 利率行为
本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一国的均衡利率是如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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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章的重点理解利率决定理论。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本章的重点在于理解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特别要学会根据金融市场发
布的不同的利率收益曲线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一些判断。
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在本章中，将了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掌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的方法。学完本章后，学生将对先行课程《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方面的知
识加以巩固。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本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表外业务以及商业银行
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十一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学习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分析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其
对银行监管的启示。本章重点与难点：金融监管的目标与监管的原则、金融监
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等。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实施，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
章重点与难点：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提高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探讨。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本章学习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本章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的实
际情况。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十九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战略与策略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含义和优缺点，理解中央银
行货币政策战略的演进。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及其执行、货币政策对于
经济的影响与调控。
第二十章 外汇市场
本章学习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本
章重点与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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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制度的改革情况。
第二十一章 国际金融体系
本章学习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了解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金
融体系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中间发生的多次世界性外汇危机；进一步认识固定
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操作与效果；分析外汇市场、国际收支及汇率因素如何
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
第二十二章 货币需求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
数量论的基本内容。本章重点与难点：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区
别和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需求的特点等。
（三）教学安排
周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学时（课堂教授）
讲授内容
3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助教搜集整理资料：中国金融体系概览最新数据
3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助教辅助搜集有关新货币形式的最新资料，并归纳整理。主持课程中心平
台的关于新货币形式的讨论。
3
第四章 理解利率
助教批改第二、三章作业
2
第五章 利率行为
1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助教批阅课程论文：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主持课程中心平台的关于我
国利率市场化的讨论。
1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2
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助教批阅课程论文：中美金融结构比较；批改四、五、六章作业
3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助教搜集整理资料：中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对比
1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2
第十四章 衍生金融工具
助教批改八、十章作业
2
第十四章 衍生金融工具
1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助教协助主持课程中心平台的关于如何认识衍生工具市场的讨论。
2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1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助教搜集整理关于的文献资料，主持课程中心平台的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
的讨论。批改十六章作业
1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2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助教批改十七章作业，搜集关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资料
3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助教批改课程论文：201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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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十章 外汇市场
助教批改 18、20 章作业
3
第二十二章 货币需求
助教主持课程中心平台的关于我国汇率制度的讨论。
3
助教协助进行课程论文展示
搜集整理课程中心平台上同学们对这门课程的批评及建议，批改第 20 章作
业
总复习 机动
助教辅助答疑
答疑

12
13
14

15
16

注：本教学进度在开学前编写，在教学中会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反馈作出调整，以最大可能提高学生从
本课程的收获。

部分理论原出处索引：
理论

作者

剑桥方程式

马歇尔、庇古

流动性偏好

凯恩斯

金融体系内在脆
弱性假说

米什金

IS-LM 模型

希克斯，汉森

逆向选择

Akerlof

道德风险

阿罗

不完全信息条件
下的信贷配给模
型

斯蒂格利茨，韦斯

费雪效应

费雪

乘数理论

汉森

最优货币量学说

米尔顿.弗里德曼

恒久性收入

弗里德曼

鲍莫尔-托宾的
存货理论

鲍莫尔、托宾

金融结构

雷蒙德.W.戈德史
密斯

利率的期限结构
模型

萨金特

货币中性

哈耶克

出处
Pigou,A.C. , “The value of mone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2,Nov.38-56,1917
Kenyes,J.M.,1936,“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rate and money”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eynes,Vol.6 London :Macmillan,1971
Minsky,H.“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a
restatement ”帕 77
J.R.Hicks,1937,《凯恩斯先生与古典经济学：一个尝试
性解释》，计量经济学年会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rterly Economics
84(3), Aug.488-500
Arrow K.J .1964,“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 Bearing.
Chicago： Aldine
Stiglitz,J. and Weiss,A.1981,“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1(3),June:393-410
Fisher, I. 1930 “The theory of Interes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Hansen,A.H.1941 “business cycles and national income”
New York: Norton
Friedman,M.,1969, “The optimal quantity of money” in
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and other essays, Chicag
Aldine
Friedman,M. 1957, “A theory of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umol, W.J. 1952 “The transactions demand for cash: an
inventory theoretic approach”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6,Nov. 545-56；Tobin, J. 1956 “The interest
–elasticity of transactions demand for cas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9, May :124-31
《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形态的
比较试验》,1955
Sargent, T. 1979, “A note 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the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of the term
structur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133-43
Hayek,F.A. von. 1931 “Prices and produc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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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交易方程式

费雪

购买力平价理论

卡塞尔

一价定律

Izard

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

M－F 模型

Mundell R.A

格雷欣法则

Thomas Gresham

最优货币区理论

蒙代尔

抵补利率平价

凯恩斯

马歇尔－勒纳条
件

马歇尔

汇率超调模型

多恩布什

金融抑制
金融深化

罗纳德·I·麦金农和
爱德华·S·肖

戴蒙德模型

戴蒙德

有弹性的通货膨
胀目标

Ben Bernanke and
Mark Gertler

银行的衍生存款
理论

詹姆斯.彭宁顿

Fisher,I.1911,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2nd
revised edn.1926; reprinted New York:Kelley,1963
Cassel,G. 1916,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Economic Journal 26,March: 62－5
Isard, p. 1979, “How far can we push the law of one
pr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Triffen,R.1960, “ Golden and dollar cris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undell R.A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under fixed exchange rate” IMF Staff Paper, 1962
1560, Thomas Gresham 1869,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London: bliss, sands and Co.
Mundell,R.A.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657-65
Keynes,J.M,1923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London:
Macmillan
Marshall,A.1923 “Money, credit and commerce” London:
Macmillan
Dornbusch, R. 1976, “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6):1161-76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与《经济发展中的金融
深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s
Diamond ,D. 1984,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1:393-414
Ben Bernanke and Mark Gertler,“Monetary policy and
asset price volatility”, in “New Challenge for Monetary
Policy”, Jackson Hole, August 26-28,1999
“Observations on the private banking establishments of the
metropolis: first memorandum to huskisson”, In Economic
writings of James pennington, ed. R.S. sayers, London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63

五、考核方式
（一）课程总评成绩按照过程评价的原则，平时成绩会占到 40%，期末成
绩 60%。
（二）平时成绩评价包括书面作业、出勤、课堂发言与提问、讨论、财经
小组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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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总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罗荣华，博士、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306
答疑时间：周三上午，其余时间请提前通过 E-mail 预约
电子邮件：ronghua@swufe.edu.cn
（二）助 教：无
（三）课程资源：公共邮箱 swufejrluo@126.com，密码：jrswufe126；课件和相
关资料请从公共邮箱下载。
（四）教 室：经世楼 B106
（五）上课时间：周二晚上 10、11、12 节课
（六）纪 律：1.学生严格遵守课堂纪律，不迟到、早退；
2. 除非老师允许，课堂上不得随意使用笔记本、手机等电子设
备干扰其他同学；
3、严格遵守学校关于课堂的各项规定。
三、阅读材料
（一）参考教材
（美）米什金（Frederick S. Mishkin）：美国商学院版第四版《货币金融
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机械工业出
版，蒋先铃等译，2016 年。
（二）推荐教材：
1、殷孟波： 《货币金融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黄达主编， 《货币金融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3、（英）凯恩斯，《货币论》， 商务印书馆，1997 年。
4、（英）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商务印书馆，1997 年。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6、易纲主编 ，《货币银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1、《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学（季
刊）》《投资研究》、《经济学家》、《财经科学》
2、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官
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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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货币网 （全国同业市场和公开市场网站）
4、IBOR（上海同业拆放利率网站）
5、人大经济论坛：www.pinggu.org
6、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www.cenet.org.cn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一共十八章：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本章的目的是要形成货币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认识，通过对现实经济生
活中的金融经济现象的简要分析，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今后
的生活中关注货币金融市场。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金融学的演化过程、以及
货币金融学的定义与框架、货币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等。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本章将介绍金融系统的概况，包括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的
基本结构和功能。本章目的在于让学生对金融系统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第三章 了解货币
本章将深入分析“货币”的概念和功能，以及经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度量
的。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国
际货币等。
第四章 理解利率
本章将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介绍利率的不同种类以及之
间的关系。本章重点与难点：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利率的管制与利率的市场化
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情况等。
第五章 利率行为
本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一国的均衡利率是如何决定
的，以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章的重点理解利率决定理论。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本章的重点在于理解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特别要学会根据金融市场发
布的不同的利率收益曲线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一些判断。
第七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本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表外业务以及商业银行
管理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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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学习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分析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其
对银行监管的启示。本章重点与难点：金融监管的目标与监管的原则、金融监
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等。
第九章 非银行金融机构
本章学习掌握保险业、养老基金、财务公司、证券市场机构、共同基金和
对冲基金的发展。本章重点与难点：各种金融机构的特征与功能、主要业务以
及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
第十章 金融衍生工具
本章介绍金融衍生工具。本章重点与难点：是理解金融衍生工具的的基本
概念和运作方式。
第十一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实施，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
章重点与难点：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提高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探讨。
第十二章 货币供给过程
本章学习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本章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的实
际情况。
第十三章 货币政策工具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十四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战略与策略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含义和优缺点，理解中央银
行货币政策战略的演进。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及其执行、货币政策对于
经济的影响与调控。
第十五章 外汇市场
本章学习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本
章重点与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
率制度的改革情况。
第十六章 货币需求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
数量论的基本内容。本章重点与难点：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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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和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需求的特点等。
第十七章 货币与通货膨胀
本章学习掌握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成因、了解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的根源
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本章重点与难点：运用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中
国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理。.
（二）教学内容
序号

题目

知识点

1

为什么要研究
货币、银行和
金融市场

2

金融体系概览

3

了解货币

4

理解利率

5

利率行为

6

利率的风险和
期限结构

7

银行业与金融
机构管理

8

银行监管的经
济学分析

9

非银行金融机
构

10

金融衍生工具

11

中央银行和联
邦储备体系

12

货币供给过程

13

货币政策工具

（一）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二）总产出、总收入、物价水平和通货膨
胀的概念
（一）金融市场的功能和结构
（二）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和类型
（一）货币的含义和功能
（二）货币的计量方式
（三）支付体系的演变
（一）到期收益率的功能和计算
（二）利率与回报率的区别
（三）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区别
（一）资产需求的决定因素
（二）债券市场的供求分析方法
（三）流动性偏好理论
（一）利率风险结构的基本内容
（二）利率期限结构的主要理论
（一）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
（二）商业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
（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
（四）商业银行表外业务
（一）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
（二）银行监管的基本内容
（三）次贷危机对银行监管的启示
保险业、养老基金、财务公司、证券市场机
构、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的发展
（一）远期交易的概念与特点
（二）期货、期权、互换的基本概念和运作
方式
（一）货币政策的目标
（二）美联储的发展历史及其结构
（三）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
（一）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
（二）多倍货币创造过程
（三）影响货币供给的因素
（一）公开市场操作、贴现政策、准备金要
求三项货币政策工具的特点
（二）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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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课堂教
授）
2
2
3

3

2
2

3

3
2
2

3

3

2

14

货币政策的实
施：战略与策
略

15

外汇市场

16

货币需求

17

货币与通货膨
胀

（一）货币目标制的含义和优缺点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含义和优缺点
（三）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战略的演进
（一）汇率的含义和决定机制
（二）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
（一）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内容
（二）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的主要内容及
其发展
（三）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理论的主要
内容
（一）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成因
（二）通货膨性货币政策的根源
（三）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

2
2

2

2

课时总计：48 学时

（三）课程要求
1.平时课后作业：按时规定的时间交与助教进行批改；总共提交两次个人
作业（20%）。
2.全班同学均分为 12 组，每组同学完成如下两项任务：
1）收集整理前一周金融市场的重要新闻，并加以分析，然后在课堂用约
15 分钟的时间向大家报告展示（10%）。
2）每组同学寻找一个我国当前金融市场的重要事件、重大政策，用所学的
金融学知识进行分析，形成 3—5 页的期末小论文（10%）。
（四）教学进度计划：
教
星
期

课 堂 讲 授
章 节 内 容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
银行和金融市场(1.了解研究
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的重
要性；2.掌握总产出、总收
入、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的
概念。)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1.掌
握金融市场的功能和结构；2.
掌握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和
类型。）
第三章 了解货币
（1.掌握货币的含义和功能；
2.掌握货币的计量方式；3.了
解支付体系的演变。）

学 时 数 及 内 容
课 堂 讨 论
课
题 目
时
2

课
时

金融重要性的认识
1

2

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
1

货币的历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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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实习或作业
内容及要
课时
求

第四章 理解利率
（1.掌握到期收益率的功能和
计算；2.了解利率与回报率的
区别；3.掌握名义利率与实际
利率的区别。）
第五章 利率行为
（1.了解资产需求的决定因
素；2.掌握债券市场的供求分
析方法；3.理解流动性偏好理
论。）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
构
（1.掌握利率风险结构的基本
内容；2.掌握利率期限结构的
主要理论。）
第七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
理
（1.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
务；2.掌握商业银行管理的基
本原则；3.掌握商业银行风险
管理的基本方法；4.了解商业
银行表外业务。）
第八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
析
（1.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理
论；2.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内
容；3.了解次贷危机对银行监
管的启示。）
第九章 非银行金融机构
（了解保险业、养老基金、
财务公司、证券市场机构、
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的发
展。）
第十章 金融衍生工具
（1.掌握远期交易的概念与特
点；2.掌握期货、期权、互换
的基本概念和运作方式。）
第十一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
备体系
（1.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2.
了解美联储的发展历史及其
结构；3.理解中央银行独立性
问题。）
第十二章 货币供给过程
（1.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的概念；2.理解多倍货币创造
过程；3.掌握影响货币供给的
因素。）
第十三章 货币政策工具
（1.掌握公开市场操作、贴现
政策、准备金要求三项货币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
的思考

1

3

2

2

1

3

1

3

关于分业经营和混业
经营的讨论（范围经
济）

2

次贷危机的经验和教
训

2

1

1
对冲基金的案例
（LTCM）

3

1

1
3

2

关于中国货币政策目
标选择的讨论

95

1

政策工具的特点；2.了解欧洲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
第十四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
战略与策略
（1.理解货币目标制的含义和
优缺点；2.掌握通货膨胀目标
制的含义和优缺点；3.了解中
央银行货币政策战略的演
进。）
第十五章 外汇市场
（1.掌握汇率的含义和决定机
制；2.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
要因素。）
第十六章 货币需求
（1.掌握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内
容；2.掌握凯恩斯流动性偏好
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3.
掌握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
量理论的主要内容。）
第十七章 货币与通货膨胀
（1.掌握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
成因；2.理解通货膨性货币政
策的根源；3.了解治理通货膨
胀的政策选择）

2

2

2

2

货币市场基金是否应
该纳入 M2 的范畴

1

比较各国货币政策及
实施背景的不同。

1

中国货币需求研究的
发展

分析中国不同时期的
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
治理。

1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小组论文
个人作业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实践
3 次作业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论文写作，小组集体完成
课后个人独立完成，按规定及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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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10
30

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马如静，经济学博士、副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H312
答疑辅导时间：周二下午 13:00-16:00
电子邮件：marujing@126.com
（二）助教信息：杨开艳，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联系方式：15074951160
电子邮件：1627529255@qq.com
（三）教 室：C101，H307
（四）上课时间：周二上午 1-3 节;周四下午 5-7 节
（五）课堂纪律：有特殊情况需事先交正式假条请假，不能无故缺课。
上课时，不得讨论与课堂无关的事情、玩手机等。
作业需要按时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货币金融学》(原书第 4 版) ，（美）弗雷德里克Ｓ.米什金，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16 年 9 月
（二）参考教材
1.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Business School
Edition, 2nd Edition) by Frederic S. Mishkins，ISBN：978-0321599889
2. 殷孟波 主编，《货币金融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1.黄达 主编，《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2.易纲主编，《货币银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3.甘伯，哈克斯 编，郑艳文，荆国勇 译:《货币金融学》（第九版）学习指
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博迪（美）、莫顿（美）：《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5.（英）凯恩斯，《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
6.（英）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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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货币银行学》是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虽然教学内容偏理论化，但还是
应该侧重于培养学生结合课本理论分析思考美国、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与发展
过程中现实问题的能力。因而，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一方面要求学生掌握系
统的金融基础知识，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基本经济学理论帮助学生
理解金融市场结构、外汇市场、金融机构管理以及货币政策在经济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要培养学生金融的理念和思维方式，这是实现我们人才培养目标的起
点和基础。
（二）教学内容
本课程教材内容一共分为六篇 25 章：
第一篇 导论
第 1 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本章目的是要学生形成货币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认识，通过对现实经济
生活中的金融经济现象的简要分析，认识金融市场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培养学
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今后的生活中关注货币金融市场。本章重点与
难点：货币金融学的演化过程、以及货币金融学的定义与框架、货币金融学的
研究方法等。
第 2 章 金融体系概览
本章中，我们将讨论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掌握金融体系的构成：金融市
场的功能与结构、金融工具、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与类型以及对金融体系的监
管。学完本章后，学生应当知道：金融体系的构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区
别、金融市场的分类（重点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工
具的特征、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与种类、对金融体系加强管理的原因等。
第 3 章 什么是货币
本章将深入分析“货币”的概念和功能，辨别不同类型的支付体系，介绍经
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度量的。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制度
的发展演变过程、比较 M1 和 M2 的异同。
第二章 金融市场
第 4 章 理解利率
本章将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介绍利率的不同种类以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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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掌握到期收益率的计算方法。本章重点与难点：四种类型信用市场
工具的未来现金流现值和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区分到期收益率、当期收益率、
回报率、资本利得率等概念，理解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的区别。
第 5 章 利率行为
本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均衡利率是如何决定的，以
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章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确定影响资产
需求的因素，可以从债券市场的供求均衡和货币市场的供求均衡两个角度解释
影响均衡利率的因素。
第 6 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本章将辨别并解释影响利率风险结构的三个因素，介绍并比较解释利率期限
结构的三种理论。本章的重点在于理解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特别要学会根据
金融市场发布的不同的利率收益曲线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一些判断。
第 7 章 股票市场、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
本章将介绍普通股股票价格的计算，辨别新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比较
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分析有效市场假说对金融市场的意义。本章的重点在
于掌握单期估值模型、推广的红利估值模型和戈登增长模型这几种股票估值模
型的应用，理解理性预期模型和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基础和含义。
第三篇 金融机构
第 8 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在本章中，将认识全球金融体系的八个基本特征，总结交易成本和信息不
对称如何影响金融中介。本章重点在于了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了解
其表现与特点，掌握解决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的方法。
第 9 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本章将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发，了解其主要业务与管理方法。本章的
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负债管理、资本充足性管理、信用
风险和利率风险管理、及表外业务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 10 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学习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内容、了解金融机构中政府安全网
的建立原因和形式。本章重点与难点：金融监管的措施、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
必要性与不足、不同金融监管的类型与他们如何相互作用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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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银行业：结构与竞争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了解银行体系的发展历史，以及银行业构成中商业银行
占有的份额最大，美国商业银行尤其数量众多及其原因；明确金融创新加剧了
银行业的竞争并导致了银行业构成的改变；掌握银行业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的
发展与启示。
第 12 章 金融危机
本章将介绍金融危机的定义，了解金融危机三个阶段的特质，通过对 2007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分析了解当下金融监管的缺口以及对未来的影响。本章
的重点在于掌握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掌握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和对监管
方面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第 13 章 非银行金融机构
本章学习掌握保险业、养老基金、财务公司、证券市场机构、共同基金和
对冲基金的发展。本章重点与难点：各种金融机构的特征与功能、主要业务以
及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
第 14 章 金融衍生工具
本章介绍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和特点。本章重
点与难点是理解对冲、多头、空头的含义，明确远期合约和金融期货的区别，
确定期权的不同类型，明确互换的优缺点，了解信用衍生工具的概念和特点。
第 15 章 金融行业中的利益冲突
本章将介绍金融体系中范围经济与利益冲突的关系，明确金融服务公司中
利益冲突能够产生道德困境的方式，明确与利益冲突相关的金融服务的领域与
修复利益冲突的措施。重点是掌握利益冲突的概念及其重要性、金融业内利益
冲突的种类、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措施。
第四篇 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的制定
第 16 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实施，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
章重点与难点：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提高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探讨。
第 17 章 货币供给过程
本章学习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本章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的实
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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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章 货币政策工具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 19 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战略与策略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含义和优缺点，理解中央银
行货币政策战略的演进。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及其执行、货币政策对于
经济的影响与调控。
第五篇 国际金融与货币政策
第 20 章 外汇市场
本章学习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本章
重点与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率
制度的改革情况。在掌握外汇、汇率等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深刻认识汇率的“逆
反”规律，及其对经济的重要影响；并且从金融专业化的层次上，一方面把握建
立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长期汇率决定因素，另一方面能运用本章之前所学的
现代资产市场的工具与方法，考察在短期中汇率的决定机制，进一步探索汇率
与其它宏观经济变量的联系。
第 21 章 国际金融体系
在这一章里，将学习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了解过去半个多世
纪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中间发生的多次世界性外汇危机；进一步
认识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操作与效果；分析外汇市场、国际收支及汇率
因素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学完本章后，你还会知道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战
略，即以汇率为指标的汇率目标制及其优缺点，在什么情况下汇率目标制才是
最有意义的。货币局和美元化是可以避免汇率制度崩溃的两个策略吗？IMF 应
该是国际最后贷款人吗？人民币汇率制度及特征。
第六篇 货币理论
第 22 章 货币数量论、通货膨胀和货币需求
本章学习货币数量论、货币需求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货币需求的资产选择
理论的主要内容。本章重点与难点：几种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区别
和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需求的特点等。
第 23 章 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的位移与其影响因素，理解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区别，能够分析总需求冲击和总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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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冲击导致均衡变动的情况。
第 24 章 货币政策理论
本章学习掌握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成因、了解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的根源
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本章重点与难点：运用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中
国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理。
第 25 章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本章将列出并概括货币政策影响实际经济的不同传导机制，概括提出货币
政策的四个重要启示并应用。本章重点和难点是评估实证分析的基本框架、掌
握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内容。
（三）教学安排
序号

内容

1

金融体系概述

2
3

货币概述
利率（一）

4

利率（二）

5

股票市场

6

商业银行

7

金融监管

8

金融机构（一）

9

金融机构（二）

10
12
11

中央银行与货币
政策（一）
中央银行与货币
政策（二）
中央银行与货币
政策（三）

13

国际金融

14

货币理论（一）

15

货币理论（二）

16

复习课

讲授内容
第 1 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第 2 章 金融体系概览
第 3 章 什么是货币
第 4 章 理解利率
第 5 章 利率行为
第 6 章 利率的风险与期限结构
第 7 章 股票市场、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
第 8 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第 9 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第 10 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第 11 章 银行业：结构与竞争
第 12 章 金融危机
第 13 章 非银行金融机构
第 14 章 衍生金融工具
第 15 章 金融行业中的利益冲突
第 16 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第 17 章 货币供给过程
第 17 章 货币供给过程
第 18 章 货币政策工具
第 18 章 货币政策工具
第 19 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战略与策略
第 20 章 外汇市场
第 21 章 国际金融体系
第 22 章 货币数量论、通货膨胀和货币需求第 23
章 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
第 24 章 货币政策理论
第 25 章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总复习及答疑

（四）课程要求
1.课堂小测及课后作业：需认真独立完成、写清个人信息并按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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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课下扩展阅读：课堂进行随机抽查回答与提前指定汇报结合方式。
2.案例分析讨论：以小组为单位分工协作进行案例的资料搜集与分析，并
做课堂展示。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出勤率
小测和作业
课堂展示及讨论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及配套练习
到课情况
随堂小测验和课后作业
财经新闻解读及案例分析

考察方式
闭卷统一考试
不定期点名
独立完成，及时提交
根据讨论质量评分

比例
60%
40%

五、教学反馈问题
（一）第四周的问题
1.你认为本门课程的难度如何？
A.非常难 B.难 C.一般 D.容易 E.非常容易
2.你建议本门课程使用哪种语言的 PPT？
A.全英文 B.中英搭配 C.全中文 D.不用 PPT
3.你建议采取哪种教学方式？
A.完全教师讲授

B.教师讲授辅以课堂讨论 C.每次课安排一到两位学生做

一次专题讲座
4.你认为老师还需要在哪些地方改进？
（二）第十周的问题
1.课上到现在哪些方面对您的学习有价值？
2.如果你感到学习困难，原因是：（2 选 1）
A、课后的复习和预习不足；B、课堂上感觉听不懂
C、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针对本门课程，你课后主要做了哪些有助于学习的措施？
4.你还有什么改进教学的建议？
（三）期末前的问题
1.请评价一下这门课的教学质量。
2.如何进一步改进这门课的教学？
3.你最喜欢这门课的地方是？
4.你最不喜欢这门课的地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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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务事宜
如有教学或成绩方面的疑问，可以及时联系我，若我无法解决你们的问
题，也可以咨询下面的电话。电话或上门咨询时请一定尊重每一位老师。
（一）教务处联系方式
教务科：028-87092237
考试科：028-87093351
教学科：028-87093011
教材科：028-87092279
（二）金融学院教务办公室联系方式
电话：028-8709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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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课程简介
《货币金融学》是高等财经类专业学生的核心理论课程。选用（美）米什
金（Frederick S. Mishkin） 《货币金融学》（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美国商学院第四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出
版和殷孟波、解川波主编《货币金融学》2012 年 1 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主要教材。
本课程的教学，将采用配套的课件，案例，习题。在教学理念上，本课程
将充分借鉴国外著名高等学院金融学科国际化的教学理念，让学生们体验和适
应现代化国际化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内容方面，本课程在教授这门课程的经典
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也重视向学生介绍这个领域理论前沿以及这个领域中的各
种学术争论。与此同时，本课程将在教学中增加大量运用理论来解释各类经济
现象、特别是中国在经济转型期所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的案例分析。鼓励学生
开展相关实习、社会调查或其他实践活动，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在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本课程将非常重视课堂互动，灵活运用
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发展。
本课程将会在传统教学手段中融入更多的现代因素。学生在完成传统型的
作业以外，本课程会重视培养同学们运用所学知识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鉴于
此，本课程设计了学生应该完成的学期小论文以及各类型的小项目，小讨论。
在设计这些小项目的时候，本课程将通过分组合作等方式，重视培养同学们团
队合作的能力。
在教学条件方面，本课程重视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和运用。本课程将为课程
开设专用电子邮箱和微博，利用此邮箱搭建学生和老师，以及学生之间的课后互
动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学生之间，学生老师之间可以通过网络空间
进行互动式的讨论。同时，教学老师也可以利用网络空间给同学们提供各类与本
课程相关的学习资源，提供各类课外阅读资料，包括新闻，理论文章等。
课程英文简介（Course Descriptions）：
This course is an undergraduate course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in particular the study of money and banking.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help students ob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and other
important financial issues facing private citizens and policy-makers both here in the
U.S. and abroad. To aid this understanding, economic tools and concepts will be
developed to help students organize their thinking about financial assets and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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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bout the varied roles of key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nts. Real-world events will
be heavily relied on for concrete illustration, includ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nron bankruptcy scandal and etc
三、课程目标
《货币金融学》是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课程教学
目标在于培养学对经济金融基本理论和原理的理解和掌握，为其他金融学专业
课程的学习打下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同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提高学生
对我国现实经济发展、改革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能力。同时本课程
还注意与国际接轨，培养学生在认识分析金融问题上的国际化视角和思维。因
而，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一方面要求学生掌握系统的货币金融基础知识，建
立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使学生较好地掌握和理解金融市场结构、外
汇市场、金融机构管理以及货币政策在经济中的作用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
另一方面还要着力培养学生金融的理念和思维方式，这是实现我们高端金融人
才培养目标的起点和基础。
四、任课教师：缪明杨 ,经济学博士,教授。
五、教学资源：使用教材：1（美）米什金（Frederick S. Mishkin） 著,美国商学
院版第四版《货币金融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出版。2 殷孟波、解川波 《货币金融学》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两部教材结合使用。
其他参考资料和教学资源：
1、黄达主编 《货币金融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米什金《金融市场与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3、彼得.罗斯《商业银行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
4、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三联书店出版
5、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6、李成《金融监管学》科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7、（英）凯恩斯 著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9、（美）迪恩.克罗绍《货币银行学》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8 年出版
10、阮加《中央银行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6 月出版
11、易纲主编 《货币银行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12、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一、二、三集 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版
13、《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学（季
刊）》《投资研究》、《经济学家》、《财经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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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
官方网站
15、中国货币网 （全国同业市场和公开市场网站）
16、SHIBOR（上海同业拆放利率网站）
17、人大经济论坛：www.pinggu.org
18、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www.cenet.org.cn
六、教学大纲
课程教学大纲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一共十五章：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本章的目的是要形成货币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认识，通过对现实经济生
活中的金融经济现象的简要分析，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今后
的生活中关注货币金融市场。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金融学的演化过程、以及
货币金融学的定义与框架、货币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等。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本章将介绍金融系统的概况，包括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的
基本结构和功能。本章目的在于让学生对金融系统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本章将深入分析“货币”的概念和功能，以及经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度量的。
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国际货币等。
第四章 理解利率
本章将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介绍利率的不同种类以及之
间的关系。本章重点与难点：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利率的管制与利率的市场化
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情况等。
第五章 利率行为
本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一国的均衡利率是如何决定
的，以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章的重点理解利率决定理论。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本章的重点在于理解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特别要学会根据金融市场发
布的不同的利率收益曲线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一些判断。
第七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本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表外业务以及商业银行
管理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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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学习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分析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其
对银行监管的启示。本章重点与难点：金融监管的目标与监管的原则、金融监
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等。
第九章 中央银行与联邦储备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实施，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
章重点与难点：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提高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探讨。
第十章 货币供给过程
本章学习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本章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的实
际情况。
第十一章 货币政策工具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十二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战略与策略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含义和优缺点，理解中央银
行货币政策战略的演进。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及其执行、货币政策对于
经济的影响与调控。
第十三章 外汇市场
本章学习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本
章重点与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
率制度的改革情况。
第十四章 货币数量论、通货膨胀和货币需求
本章学习掌握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成因、用货币数量论分析短期和长期内
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了解预算赤字引发通货膨胀型货币政策的条
件、概括货币需求的流动性偏好理论的三个动机。本章重点与难点：西方货币
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影响因素；中国在不同
经济体制下货币需求的特点等。
第十五章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影响实际经济的传导机制、了解治理通货膨胀的政
策选择及其传导。本章重点与难点：运用货币政策启示，分析中国中央银行不
同时期的货币政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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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安排
货币金融学教学进度计划
周次 星期 章节内容
全总
学时
期数
48

学时分配
实及
课堂 验其
讲授
讨论 实他
习
42

4

2

授课方式

课时

作业要求 任课教师 备注

每
周
时
数
3

教
星
期

课 堂 讲 授
章 节 内 容
第一章 为什么要
研究货币、银行和
金融市场
第二章 金融体系
概览

学 时 数 及 内 容
课 堂 讨 论
实验实习或作业
课
课 内容及
题 目
课时
时
时
要求

3
3

第三章 什么是货
币

3

第四章 理解利率
第五章 利率行为
第六章 利率的风
险和期限结构
第七章 银行业与
金融机构管理
第八章 银行监管
的经济学分析
第九章 中央银行
和联邦储备体系
第十章 货币供给
过程
第十一章 货币政
策工具
第十二章 货币政
策的实施：战略与
策略

3
3

第十三章 外汇市
场

3

第十四章货币数量
论、通货膨胀和货
币需求

对金融重要性的认
识

3
4
3

中国金融体系现状
中国金融市场现状

货币的历史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
革的思考
关于互联网金融的
讨论

3
中国金融监管现状
3
3

3

中国“M2／GDP 过
高之谜”
关于人民币升值问
题的思考
中国货币需求研究
的发展
分析中国不同时期
的通货膨胀的原因
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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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或
资 料

第十五章 货币政
策传导机制

2

对中国过去推行的
货币政策的评价
关于中国目前货币
政策选择的讨论

八、考核方式
本课程学生成绩记分为百分制，由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构成。
其中：平时成绩 40%；期末考试成绩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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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总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莫建明，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副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614
答疑辅导时间：周四上午 8:30-11:20
电子邮件：mojm@swufe.edu.cn
（二）助 教：
姓名： 刘凯旋
电话：15764036623
答疑辅导时间：星期日 8:30-12:00
答疑辅导地点：格致楼 614
电子邮件：903853310@qq.com
（三）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http://10.9.10.16/
（四）教 室：C303、B305、H206
实 验 室：C303、B305、H206
（五）上课时间：周二、周三
（六）纪律
教师一般不会调课，但所有因公调课都将通过教务处进行，并以恰当方式
让每一位同学知道，一旦调课，一定会补上。
每一位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课。
每一位同学都不允许迟到，若迟到，请课间休息时间再入教室。
助教可以不收迟交的作业，每次作业都将登记。同学们的每一份作业翁老
师都会亲自阅读，请认真对待。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弗雷德里克 S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商学院版第四版），机
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
（二）参考教材
1、殷孟波 《货币金融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黄达主编 《货币金融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1. 国知网(www.cnki.net)相关文献
2. （英）凯恩斯 著 《货币论》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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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马歇尔 著 《货币、信用与商业》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5. 易纲主编 《货币银行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6. 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一、二、三集 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版
7. 《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学（季刊）》
《投资研究》、《经济学家》、《财经科学》
8. 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官
方网站
9. 货币网 （全国同业市场和公开市场网站）
10. SHIBOR（上海同业拆放利率网站）
11. 人大经济论坛：www.pinggu.org
12.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www.cenet.org.cn
四、致同学们的一封信
同学，您好！
你即将开始学习一门激动人心的课程——《货币金融学》。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邓小平曾说过，“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活了，一着棋
活，全盘皆活。”这句话足可见金融的重要性。《货币金融学》作为叩开金融学
大门的基础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门课程，如果不学，如果不认真学，
如果不全程学，可能会成为学生生涯中令人遗憾的一件大事之一。
能够进入西南财经大学，表明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我们实行的是
精英教育，希望各位同学都要具备雄心大志，立志成为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的
骨干和领导者。我相信每一位同学都会富有活力、有创造性地学好本门课程，
相信每一位同学通过一学期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自发地生成对经济学的兴
趣！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一大批人成为卓越的银行家、经理人、投资大
师，更期望你们中能够有一批人能立志将金融学研究作为毕生的事业，更希望
未来的有一天站在诺贝尔经济学领奖台上就是你！
祝健康快乐，学业进步！
******
年 月 日
五、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货币金融学》是高等财经类专业学生的核心理论课程。本课程从明年开
始选用（美）米什金（Frederick S. Mishkin） 著美国商学院版第二版《货币金融
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机械工业出版
社 2011 年出版。本课程的教学，将采用配套的课件，案例，习题。
在教学理念上，本课程将充分借鉴国外著名高等学院金融学科国际化的教
学理念，让学生们体验和适应现代化国际化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内容方面，本
课程在教授这门课程的经典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也重视向学生介绍这个领域理
论前沿以及这个领域中的各种学术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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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本课程将在教学中增加大量运用理论来解释各类经济现象、特别
是中国在经济转型期所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的案例分析。鼓励学生开展相关实习、
社会调查或其他实践活动，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本课程将非常重视课堂互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
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发展。本课程将会在传统教学
手段中融入更多的现代因素。学生在完成传统型的作业以外，本课程会重视培
养同学们运用所学知识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鉴于此，本课程设计了学生应该
完成的学期小论文以及各类型的小项目，小讨论。在设计这些小项目的时候，
本课程将通过分组合作等方式，重视培养同学们团队合作的能力。
在教学条件方面，本课程重视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和运用。本课程将为课
程开设专用电子邮箱和微博，利用此邮箱搭建学生和老师，以及学生之间的课
后互动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学生之间，学生老师之间可以通过网
络空间进行互动式的讨论。同时，教学老师也可以利用网络空间给同学们提供
各类与本课程相关的学习资源，提供各类课外阅读资料，包括新闻，理论文章
等。本课程将贯彻过程评价，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平时成绩占总成
绩的 40%。过程评价包括课堂发言和提问，讨论，作业，平时项目和小论文等。
（二）教学内容
序号
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第六篇

题目

知识点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导论
金融体系概览
什么是货币
理解利率
金融市场
利率行为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金融机构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金融危机与次贷崩溃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
货币供给过程
的实施
货币政策工具
国际金融与货币政策 外汇市场
货币需求
货币理论
大作业
课时总计：
48 学时

学时（课堂教授）
9

9

12

9
3
6

（三）课程要求
1.文献与参考书阅读作业：课堂进行随机抽查回答与提前指定汇报结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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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时课后作业：按时规定的时间交与助教进行批改，隔一周上课时间助
教与授课教师进行评讲。
3.实践作业：实践作业按照“学号-姓名”方式命名，课后及时发送到指定邮箱。
4.课程设计：课程设计第 12 个教学周开始，以小组方式进行，每组由 5-6
名学生组成，设计报告以小组名义提交。要求运用本课程所学理论与方法，分
析解决现实中企业组织面临的管理决策或优化问题，第 16 周课堂进行答辩，课
程设计内容要求详见《课程设计指导书》。
（四）教学安排
课
程

讲授内容

授课
方式

1

第 1 章 为什
么要研究货
币、银行和
金融市场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2

第 2 章 金融
体系概览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3

第 3 章 了解
货币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4

第 4 章 理解
利率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5

第 5 章 利率
行为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6

第 6 章 利率
的风险和期
限结构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7

第 8 章 金融
结构的经济
学分析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作业(教材)/测验
1、练习册 P1-6
2、查询文献，分小组讨论：金融
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1、练习册 P7-15
2、查询文献，大作业：分析我国
债券市场和股权市场发展状况
3、分小组讨论我国债券市场和股
权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1、练习册 P16—23
2、小组讨论我国近现代以来货币
发展历史
1、作业： P24—32
2、查询文献，归纳我国债券种
类，分析利率与债券价格的关系；
3、小组讨论利率与债券价格间存
在什么关系，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关
系。
1、作业： P33—42
2、查询文献，归纳债券基金种
类，分析利率与债券基金收益的关
系；
3、小组讨论利率与债券基金收益
间存在什么关系，为什么存在这样
的关系。
1、作业：P43—51
2、小组讨论，分析我国利率的风
险结构的具体状况；
3、小组讨论，分析我国债券市场
发现，画出到期收益率曲线。
1、作业： P61—69
2、小组讨论，分析我国资本市场
因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引起的逆向选
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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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学习材料
1.网络资源：查询“我国商
业银行发展史”
2.金融重要性的认识

1.网络资源：中国金融体
系的现状。

1.网络资源：货币的历史
1.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
思考

1.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
思考

1、登陆网址：和讯债券中国第一债券门户
http://bond.hexun.com/，分
析债券市场发展状况。
东方财富网，查阅逆向选
择和道德风险事件。

第 9 章 金融
危机与次贷
崩溃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1、作业： P70—77
2、小组讨论，分析对比亚洲金融
危机与次贷危机演变进程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1、作业：P78—87
2、小组讨论，分析中国工商银行
资产负债表，并指出其基本业
务的盈利模式

第 11 章 银行
监管的经济
学分析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1、作业： P88—95
2、小组讨论，通过分析国际金融
监管失败事件，找出其共同特征

11

第 16 章 中
央银行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12

第 17 章 货
币供给过程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13

第 18 章 货
币政策工具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1、作业：P124—134
2、小组讨论，分别分析我国货币
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务、贴现政策
以及准备金率运用情况。

14

第 20 章 外
汇市场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15

第 22 章 货
币需求

讲授、学生演
示与讨论、
课外阅读

1、作业：P144—151
2、小组讨论，分析影响汇率的因
素对汇率影响状况，具体分析卢布
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
1、作业：P162—171
2、小组讨论，分析古典货币数量
论、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现代货
币数量论间的异同？
1、思考利率市场化如何冲击我国
商业银行？
2、我互联网金融发展情况，并进
行评价？
3、谈谈你对我国实施存款保险制
度的看法

8

9

10

16

第 10 章 银行
业与金融机
构管理

大作业：

学生演示与讨
论、
课外阅读

1、作业： P105—114
2、小组讨论，分析我国货币政策
目标；
3、小组讨论，分析央行结构与独
立性
1、作业： P115—124
2、小组讨论，分析我国货币供给
过程，讨论最近 20 年以来我国货币
乘数变化状况。

1．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和
教训
2．次贷危机的经验和教训
1．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
2．对比中国工商银行和中
国银行的基本业务
http://www.icbc.com.cn/
http://www.boc.cn/
1、查阅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http://www.pbc.gov.cn/相关
资料，熟悉我国金融监管
相关政策
1、查阅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http://www.pbc.gov.cn/相 关
资料，熟悉我国货币政策
2、我国央行结构与独立性
东方财富网，查阅我国货
币供给波动状况。
查阅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东方财富网，查阅我国货
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
务、贴现政策以及准备金
率变动情况。
查阅中国货币网--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主办，熟悉人民
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波动
情况
阅读材料：关于货币流通
速度的三个事实

1.网络资源：www.cnki. net
（中国知网） 查询“运筹
学历史、运筹学应用”
2.推荐阅读：（中国知
网）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作业
出勤率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11 次作业
到课情况

课堂讨论

回答问题，提出自己观点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课后独立完成，按规定及时提交
不定期点名，3 次不到扣 5 分
教师根据回答问题质量记录绩点，期
末根据总绩点评分

115

分值
60
20
20

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总 学 时：72
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欧阳勇，经济学博士、副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414
答疑辅导时间:周四下午15:40-17:30
电子邮件：13981865479@139.com
（二）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三）教室：H306、
（四）上课时间：周四5-7、周四10-12
（五）纪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货币金融学》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金融学》（黄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相关财经新闻及老师提供的阅读资料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1.学习并掌握金融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2.能运用所学基础知识分析实际的金融问题；
3.为后续的金融学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教学内容
序号

题目

1

金融体系概览

内容
（1）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2）金融中介机构
（3）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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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
（课堂讲授）
3

2

货币与货币统计

3

利率

4

股票市场、理性预期
和有效市场假说

5

金融危机与次贷崩溃

6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
理

7

银行业监管、竞争

8

衍生金融工具

9

货币需求

10

货币供给

11

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

12

外汇与汇率

13

通货膨胀

总计48课时

（1）货币概述
（2）货币的演进
（3）货币制度的演变
（1）认识利率
（2）利率决定
（3）利率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
（4）利率市场化
（1）股票的定价
（2）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
（1）金融危机
（2）影片：《监守自盗》
（1）商业银行业务
（2）商业银行管理
（1）银行业监管概述
（2）信息不对称与监管
（3）银行业：结构与竞争
（1）远期与期货
（2）期权
（3）互换、信用衍生产品
（1）货币需求概述
（2）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货币需求
（3）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
（4）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
（1）货币供给模型
（2）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
（3）中国的货币供给
（1）中央银行
（2）货币政策
（1）外汇概述
（2）汇率决定
（3）汇率制度
（1）通货膨胀的定义和度量
（2）通货膨胀的影响和治理
课堂讲授48

3

6

6
6
3
3

5

4

3
3
1.5
1.5

（三）课程要求
1.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知识,切忌死记硬背;
2.结合所学基础知识和金融实践，培养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安排
课程

内容

1

金融体系概览

2

货币与货币统计

3

利率

4

股票市场

方式
课堂讲授
课堂作业
课堂讲授
课堂讲授
课堂作业
课堂讲授

作业
习题集相关章节
习题集相关章节
习题集相关章节
习题集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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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学习材料
《货币金融学》
配套习题集

讲义作业
5
6
7
8
9
10
11
12

13

金融危机与次贷崩溃

课堂讲授

习题集相关章节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
理

课堂讲授

习题集相关章节

银行业：结构与竞争

课堂讲授

习题集相关章节

衍生金融工具
货币需求

课堂讲授
课堂讲授

习题集相关章节
习题集相关章节

货币供给

课堂讲授

习题集相关章节

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

课堂讲授
课堂作业

习题集相关章节

外汇与汇率

课堂讲授

习题集相关章节

通货膨胀

课堂讲授

习题集相关章节

五、考核方式
1.平时成绩：考勤+平时作业+课堂回答问题 40%
（1）平时成绩基准分 80 分；
（2）加分：
课堂回答问题：1-5 分/次
平时作业：1-5 分/次
最高不超过 100 分
（3）减分：
旷课：第一次扣 5 分；第二次扣 10 分；第三次则平时成绩基准分归零
2.期末考试（笔试）：60%
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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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阮小莉，金融学硕士、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403 电话：13658013171，
办公时间：周一下午
电子邮件：goodrxl @swufe.edu.cn。教师个人简介请参见金融学院教师主页。
（三）教 室：经世楼 C403 室
（四）上课时间;周一 10、11、12 节
（五）纪 律：
教师一般不会调课，但所有因公调课都将通过教务处进行，并以恰当方式
让每一位同学知道，一旦调课，一定会补上。
每一位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课。
每一位同学都不允许迟到，若迟到，请课间休息时间再入教室。
三、教材
《货币金融学》(原书第 4 版) ，（美）弗雷德里克Ｓ.米什金，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11 年 6 月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教学目标和主要教学内容：
《货币金融学》是高等财经类专业学生的核心理论课程。本课程从明年开
始选用（美）米什金（Frederick S. Mishkin） 著美国商学院版第二版《货币金融
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机械工业出版
社 2011 年出版。本课程的教学，将采用配套的课件，案例，习题。在教学理念
上，本课程将充分借鉴国外著名高等学院金融学科国际化的教学理念，让学生
们体验和适应现代化国际化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内容方面，本课程在教授这门
课程的经典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也重视向学生介绍这个领域理论前沿以及这个
领域中的各种学术争论。与此同时，本课程将在教学中增加大量运用理论来解
释各类经济现象、特别是中国在经济转型期所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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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生开展相关实习、社会调查或其他实践活动，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本课程将非常重视课堂互动，
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发展。本课
程将会在传统教学手段中融入更多的现代因素。学生在完成传统型的作业以外，
本课程会重视培养同学们运用所学知识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鉴于此，本课程
设计了学生应该完成的学期小论文以及各类型的小项目，小讨论。在设计这些
小项目的时候，本课程将通过分组合作等方式，重视培养同学们团队合作的能
力。在教学条件方面，本课程重视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和运用。本课程将为课
程开设专用电子邮箱和微博，利用此邮箱搭建学生和老师，以及学生之间的课
后互动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学生之间，学生老师之间可以通过网
络空间进行互动式的讨论。同时，教学老师也可以利用网络空间给同学们提供
各类与本课程相关的学习资源，提供各类课外阅读资料，包括新闻，理论文章
等。本课程将贯彻过程评价，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平时成绩占总成
绩的 40%。过程评价包括课堂发言和提问，讨论，作业，平时项目和小论文等。
（四）课程大纲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一共二十五章：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本章的目的是要形成货币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认识，通过对现实经济生
活中的金融经济现象的简要分析，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今后
的生活中关注货币金融市场。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金融学的演化过程、以及
货币金融学的定义与框架、货币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等。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本章是一个概要性章节，有关金融体系的详细内容，将在随后若干章节中
陆续展开。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讨论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掌握金融体系的构
成：金融市场的功能与结构、金融工具、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与类型以及对金
融体系的监管。学完本章后，学生应当知道：金融体系的构成、金融市场的分
类（重点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与种类、对金融体系
加强管理的原因等。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本章将深入分析“货币”的概念和功能，以及经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度量
的。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国
际货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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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理解利率
本章将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介绍利率的不同种类以及之
间的关系。本章重点与难点：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利率的管制与利率的市场化
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情况等。
第五章 利率行为
本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一国的均衡利率是如何决定
的，以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章的重点理解利率决定理论。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本章的重点在于理解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特别要学会根据金融市场发
布的不同的利率收益曲线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一些判断。
第七章 股票市场、理性预期理论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单期估值模型、推广的红利估值模型和戈登增长模型
这几种股票估值模型的应用，理解理性预期模型和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基础和
含义。
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在本章中，将了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掌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的方法。学完本章后，学生将对先行课程《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方面的知
识加以巩固。
第九章 金融危机与次贷崩溃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掌握金融危机的发生机
制、理解次贷危机。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本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表外业务以及商业银行
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十一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学习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分析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其
对银行监管的启示。本章重点与难点：金融监管的目标与监管的原则、金融监
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等。
第十二章 银行业：结构与竞争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了解银行体系的发展历史，以及银行业构成中商业银行
占有的份额最大，美国商业银行尤其数量众多及其原因；明确金融创新加剧了

121

银行业的竞争并导致了银行业构成的改变；掌握银行业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的
发展与启示。
第十三章 非银行金融机构
本章学习掌握保险业、养老基金、财务公司、证券市场机构、共同基金和
对冲基金的发展。本章重点与难点：各种金融机构的特征与功能、主要业务以
及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
第十四章 金融衍生工具
本章介绍金融衍生工具。本章重点与难点：是理解金融衍生工具的的基本
概念和运作方式。
第十五章 金融行业内的利益冲突
本章学习掌握利益冲突的概念及其重要性、金融业内利益冲突的种类、解
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措施。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实施，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
章重点与难点：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提高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探讨。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本章学习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本章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的实
际情况。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十九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战略与策略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含义和优缺点，理解中央银
行货币政策战略的演进。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及其执行、货币政策对于
经济的影响与调控。
第二十章 外汇市场
本章学习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本
章重点与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
率制度的改革情况。在掌握外汇、汇率等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深刻认识汇率的
“逆反”规律，及其对经济的重要影响；并且从金融专业化的层次上，一方面把
握建立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长期汇率决定因素，另一方面能运用本章之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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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现代资产市场的工具与方法，考察在短期中汇率的决定机制，进一步探索
汇率与其它宏观经济变量的联系。
第二十一章 国际金融体系
在这一章里，将学习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了解过去半个多
世纪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中间发生的多次世界性外汇危机；进一
步认识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操作与效果；分析外汇市场、国际收支及汇
率因素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学完本章后，你还会知道货币政策的另一个
战略，即以汇率为指标的汇率目标制及其优缺点，在什么情况下汇率目标制才
是最有意义的。货币局和美元化是可以避免汇率制度崩溃的两个策略吗？IMF
应该是国际最后贷款人吗？人民币汇率制度及特征。
第二十二章货币需求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
数量论的基本内容。本章重点与难点：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区
别和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需求的特点等。
第二十三章 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的位移与其影响因素，理解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区别，能够分析总需求冲击和总供
给冲击导致均衡变动的情况。
第二十四章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本章学习了解评估实证分析的基本框架、掌握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内容。
第二十五章 货币与通货膨胀
本章学习掌握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成因、了解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的根源
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本章重点与难点：运用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中
国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理。
（五）课程教学资源：
使用教材：（美）米什金（Frederick S. Mishkin） 著美国商学院版第二版
《货币金融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机
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参考文献：
1、殷孟波 《货币金融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黄达主编 《货币金融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英）凯恩斯 著 《货币论》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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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马歇尔 著 《货币、信用与商业》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6、易纲主编 《货币银行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7、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一、二、三、四集 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版
8、《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学（季刊）》
《投资研究》、《经济学家》、《财经科学》
9、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官
方网站
10、货币网 （全国同业市场和公开市场网站）
11、SHIBOR（上海同业拆放利率网站）
（六）教学进度与主要教学方法
周数

1

具体
日期

讲授内容

主要教学方法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
究货币、银行和金
融市场

主要教学方法：案例诱导法
侧重金融案例的引入，通过生动的、具有启发性的讲解激发
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积极性，并鼓励学生平时多了解金融知识
和事件。让学生谈谈自己对金融相关知识的了解和看法，联
系实际提出问题。课堂讨论金融重要性的认识，时间在 20 分
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角色扮演法
事前将学生分组，分别扮演金融体系中不同的组成部分，内
部再进行细分，了解各组成部分存在的意义、功能及与其他
部分的内在联系，课堂上按照各自的角色分别介绍讨论，教
师总体把握。课堂讨论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时间累计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文献研讨法
本章主要介绍货币的基本知识，可以在课前安排学生自行阅
读《货币战争》，在课堂上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课堂讨论
货币的历史，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这三章的主要教学方法：数理分析法
用数理方法具体讲授单利与复利、现值与终值以及几种典型
工具的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并当堂布置几个具有现实意义的
练习题帮助学生熟悉该方面的知识。课堂讨论中国利率市场
化改革的思考，时间为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自助式教学法、实证研讨法
侧重于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课堂讨论完
成对于本章基本内容的学习。对金融工具的风险、流动性等
进行实证讨论，比如对股票、债券价格的变动结合我国宏观
经济政策、企业业绩等来全面理解。对于学生自己较难把握
的地方，进行重点指导。计讨论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学生例举法
请学生列举出关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例子，帮助学
生复习巩固先行课程《经济学》中已学的信息不对称知识。

第二章 金融体系
概览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2
第四章 理解利率
第五章 利率行为
3

4

5

第六章 利率的风
险和期限结构
第七章 股票市场、
理性预期理论

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
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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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金融危机与
次贷崩溃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
融机构管理

6
第十一章 银行监管
的经济学分析

第十二章 银行业：
结构与竞争
7

8

9

第十三章 非银行
金融机构

第十四章 金融衍
生工具
第十五章 金融行业
内的利益冲突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
和联邦储备体系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
过程

10

11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
工具
第十九章 货币政策
的实施：战略与策
略
第二十章 外汇市场

12
第二十一章 国际金
融体系

主要教学方法：教师提问法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如何传递到中国的？
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主要教学方法：应用型教学法、网页研究法
结合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管理原则，对学生进行应用性教育。
可以利用某家典型银行的主页，对该银行的业务和管理进行
具体而生动的分析。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还可以引入历年银
行从业资格考试等真题内容，在解释的同时引发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课堂讨论关于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讨论，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辩论学习法
课前挑选两组学生各四名，以辩论的形式讨论金融监管
的利弊，并安排主席一人负责辩论过程中的引导和控制，评
论员一至两名负责在辩论结束后做出评判和总结，结束前安
排其他学生参与提问。课堂讨论时间为一节课的时间。
主要教学方法：历史演进法
从考察美国银行的产生、发展入手，分析了由于金融创新而
带来银行业激烈竞争的背景下，银行业结构的演变。
课堂讨论银行的数量是不是越多越好，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案例探讨法、比较分析法
介绍各主要国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类型和具体机构案例，
并分析其功能，找出不同国家的区别，课堂讨论时间在 20 分
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典型案例分析法
例举典型案例，如巴林银行破产案、东南亚金融危机等。
主要教学方法：调研报告写作法
结合我国实际写一篇小型调研报告。
主要教学方法：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的行为和独立性问题。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推导法、案例分析法
推导货币供给模型及不同层次货币供给模型，给学生留下直
观而深刻的印象；结合我国实际信贷体制演变的具体案例，
分析我国实际货币供给的变化；分析存贷款关系的实质。课
堂讨论中国“M2／GDP 过高之谜”，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政策分析法、分工合作法
结合次贷危机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取向和具体操作实践，深刻
理解货币政策的意义。课前将学生分为几组，分别收集国内
外各主要代表性国家的货币政策及实施背景等，制作成 PPT
课件在课堂上进行演示，比较各国的不同。课堂讨论关于中
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推导法、经济现象和案例分析法
在讲授外汇汇率等基础知识后，运用实例分析汇率的剧烈波
动及其影响，推导长期与短期汇率模型。安排学生课后收集
资料，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制作 PPT，在课
堂上图文并茂地讨论中美汇率博弈问题，共同探讨我们的应
对策略
主要教学方法：制度演变与案例分析法
本章运用 T 账户及供求分析工具讲解外汇干预，以多次世界
性外汇危机为应用实例，回顾、分析和探索汇率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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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第二十二章货币需
求

第二十三章 总需求
和总供给分析
第二十四章 货币政
策传导机制：实证
分析
第二十五章 货币与
通货膨胀

总复习

与发展，以及国际性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讨论“人民币汇
率制度与货币政策问题”， 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共同解决型教学法
师生共同学习各种现代货币需求理论，并就货币需求的客观
性和不可精确计量的特点进行共同讨论。课堂讨论中国货币
需求研究的发展，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自学法
本章介绍总需求-总供给模型这一研究货币对总产出和物价水
平影响的基本工具，而这些内容在经济学中已经学过。
主要教学方法：实证分析法
主要教学方法：实地调研法
因先行课程已经学习过相关理论。本课程采用社会调研、走
访来学习本章。可以到学校后勤或者附近菜市场等了解近年
来通货膨胀或紧缩的情况，并提交调查报告。
主要教学方法：答记者问式教学法
学生可以自由的针对拓展阅读部分内容、本学期学过的内容
及发生的金融事件，对教师提问，并对课程教学共同进行讨
论。

备注：不需要重点讲的章有：1、7、11、12、13、14、15、20、21、23、24、25。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取舍。

（七）评价和评分程序
（一）过程评价将贯穿于始终，平时成绩会占到 40%，期末成绩 60%。
（二）过程评价包括课堂发言与提问、讨论、小论文和作业等，助教会全
程记录。各部分所占的分数比例为：课堂发言、提问和讨论等，平时作业、小
论文、读书笔记。
（三）老师会努力记住每位同学的姓名，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让我记住你。
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课程总结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报告

平时作业

课程教学内容

出勤率
测验

到课情况
课程教学内容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课程报告
课后独立完成，按规
定及时提交
不定期点名
随堂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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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10
10
5
15

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申峰 办公室：格致楼 517
（二）助 教： 王润，硕士研究生 答疑辅导时间：周一下午
（三）教 室：
（四）上课时间：1 至 16 周，
（五）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http://10.9.10.16/
（六）考勤：
每一位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
课。
生病、或参加其他学校活动等情形，请交假条。
每一位同学都不允许迟到；若迟到，请课间休息时间再入教室。
课堂纪律：
课堂教学时，不得干扰教师授课和同学学习；
干扰教学的情况包括下列情形：讨论与课堂无关的事情、玩手机、或进
行其他与本课程无关的事情；
干扰教学一次，总评成绩中扣除5分。
三、教材
（一）推荐教材
货币金融学，（商学院版：原书第 2 版）(美) 弗雷德里克 S.米什金
（Frederic S. Mishkins）ISBN(书号)：978-7-111-34361-8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对应的英文原版教材，推荐英语好的同学参考使用）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Business School
Edition, 2nd Edition) by Frederic S. Mishkins，ISBN：978-0321599889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总体目标
本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是要掌握有关货币的基本概念，掌握金融市场、金融
机构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培养对金融市场的学习兴趣，为学习其它课程和继续
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本门课程的第二层次的目标是要学会运用经济学、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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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析工具和方法来认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对社会的
热点问题有所认识；本门课程的第三层次目标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与教师、同学
们的交流与对话，要能够发现现实生活中需要研究的问题，提高思辨能力，有
所突破；本门课程最高层次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同学交流、师生交流，养成认
真、勤奋、努力和踏实的学习态度，达成友爱、包容、相互尊重的做人品质。
（二）课程纲目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一共十六章：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本章的目的是要形成货币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认识，通过对现实经济生
活中的金融经济现象的简要分析，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今后
的生活中关注货币金融市场。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金融学的演化过程、以及
货币金融学的定义与框架、货币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等。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本章将介绍金融系统的概况，包括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的
基本结构和功能。本章目的在于让学生对金融系统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本章将深入分析“货币”的概念和功能，以及经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度量
的。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国
际货币等。
第四章 理解利率
本章将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介绍利率的不同种类以及之
间的关系。本章重点与难点：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利率的管制与利率的市场化
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情况等。
第五章 利率行为
本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一国的均衡利率是如何决定
的，以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章的重点理解利率决定理论。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本章的重点在于理解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特别要学会根据金融市场发
布的不同的利率收益曲线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一些判断。
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在本章中，将了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掌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的方法。学完本章后，学生将对先行课程《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方面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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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加以巩固。
第九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本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表外业务以及商业银行
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十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学习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分析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其
对银行监管的启示。本章重点与难点：金融监管的目标与监管的原则、金融监
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等。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实施，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
章重点与难点：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提高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探讨。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本章学习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本章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的实
际情况。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十九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战略与策略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含义和优缺点，理解中央银
行货币政策战略的演进。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及其执行、货币政策对于
经济的影响与调控。
第二十章 外汇市场
本章学习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本
章重点与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
率制度的改革情况。
第二十一章 国际金融体系
本章学习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了解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金
融体系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中间发生的多次世界性外汇危机；进一步认识固定
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操作与效果；分析外汇市场、国际收支及汇率因素如何
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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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货币需求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
数量论的基本内容。本章重点与难点：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区
别和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需求的特点等。
（三）教学安排
周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讲授内容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第四章 理解利率
第五章 利率行为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第九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第十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第二十章 外汇市场
第二十二章 货币需求
同学小组课堂报告
同学小组课堂报告
总复习

注：本教学进度在开学前编写，在教学中会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反馈作出调整，以最大可能提高学生从
本课程的收获。

五、考核方式
（一）课程总评成绩按照过程评价的原则，平时成绩会占到 30%，期末成
绩 70%。
（二）平时成绩评价包括出勤、课堂参与发言、课堂展示报告等。

130

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总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唐莹，博士，讲师
办公室：格致楼 418B
答疑辅导时间：周三下午 3:40-6:00，双周二下午 3:00-6:00，其他时间需提
前邮件预约
电子邮件：tangying@swufe.edu.cn
（二）助教：任一晨
答疑辅导时间:周三下午 1:00-5:00，其他时间需提前邮件预约
答疑辅导地点：格致楼 418B
电子邮件：798207769@qq.com
（三）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四）教室：B303（周三 5-7 节）、B405（周三 10-12 节）
（五）上课时间：周三 5-7 节、周三 10-12 节
（六）纪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1、殷孟波：《货币金融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黄达主编，《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英）凯恩斯，《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97 年。
4、（英）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商务印书馆，1997 年。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6、易纲主编，《货币银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二）参考教材
（美）米什金（Frederick S. Mishkin）：美国商学院版第四版《货币金融
学》（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机械工业出
版，2016 年。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1、《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学（季
刊）》、《投资研究》、《经济学家》、《财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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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官
方网站
3、经管之家论坛：http://bbs.pinggu.org/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1.理解并掌握货币金融学的基本框架和经济学的思考方式。
2.能正确对现实中的经济金融问题进行抽象，使用金融学的思维进行分析
与思考。
3.通过师生交流、同学合作，养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锻炼友爱、包
容、相互尊重的个人品质，并充分理解课程主旨思想，培养节约和优化社会资
源的社会责任感。
（二）教学内容
导论（货币、金融体系）
金融市场（利率、行为、风险）
金融机构（金融结构、银行业、金融监管）
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的制定（央行、货币政策工具）
国际金融与货币政策（外汇市场）
货币理论（货币数量、通货膨胀、货币需求）
（三）课程要求
1.参考书阅读作业：课堂进行随机抽查回答与提前指定汇报结合方式。
2.平时课后作业：每一授课章节结束后，须课后按时完成对应习题册内
容，可在答疑时间或课间进行答疑，如遇统一难点，将在上课时间进行评讲。
3．布置的平时作业需在规定时间完成并及时上交。
（四）教学安排
题目
导论
金融市场

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于货币政策制定

知识点
金融体系概览
什么是货币
理解利率
利率行为
利率的风险与期限结构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金融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中央银行于联邦储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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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
3
3
3
3
3
3
4
3
3

国际金融与货币政策
货币理论

货币供给过程
货币政策工具
外汇市场
货币数量论

3
6
3
3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出勤
课堂纪律
平时作业
课堂展示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到课情况
课堂纪律
课后作业
分组汇报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不定期点名
是否严格遵守课堂纪律
课后独立完成，按规定及时提交
根据质量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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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10
5
15
10

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总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童牧，金融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办公室：通博楼 B530
答疑辅导时间：双周四下午 2:00-5:00
电子邮件：tongm_t@swufe.edu.cn
（二）助 教：王雅敏，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答疑辅导时间：单周四下午 2:00-5:00
答疑辅导地点：通博楼 B530
电子邮件：swufefinance2018@163.com
（三）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http://10.9.10.16/
（四）教 室：B401 或 H310
（五）上课时间：每周四早 1-3 节或每周四晚 10-12 节
（六）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 4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 8 月。
（二）参考教材
1.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 9 月。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1.中国知网(www.cnki.net)相关文献
2.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全球金融时间的财经报道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1.理解并掌握货币金融学的基本概念、理论与分析方法。
2.能正确运用货币金融学相关理论与方法对现实中的金融问题和金融现象
进行分析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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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够针对现实金融现象提出问题，并根据问题收集资料数据，结合相应
理论，运用正确方法来解决或解释问题。
4.熟练以下技能：口头陈述的能力、提出金融问题和解决金融问题的能
力、文献搜索和互联网信息检索能力。
5.通过师生交流、同学合作，养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锻炼友爱、包
容、相互尊重的个人品质，并充分理解课程主旨思想。
（二）教学内容
序号

题目

1

导论

2

金融市场

3

金融机构

4

中央银行与货
币政策的制定

5

国际金融与货
币政策

6

货币理论

7
总复习
课时总计：48 学时

知识点
（一）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原因与方法
（二）金融体系概览
（三）货币的概念及其演变
（一）利率的相关概念
（二）利率行为
（三）利率的风险与期限结构
（四）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
（一）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二）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三）金融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四）银行业的结构与竞争
（五）金融危机
（六）金融衍生工具
（一）中央银行体系
（二）货币供给过程
（三）货币政策工具
（四）货币政策的实施
（一）外汇市场
（二）国际金融体系
（一）货币数量论、通货膨胀和货币需求
（二）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
（三）货币政策理论
（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全课知识点
48（课程教授）

学时（课堂
教授）
6

9

12

9

3

6
3

（三）课程要求
1. 平时课后作业：按时规定的时间交与助教进行批改，上课时间授课教师
对其中主要问题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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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安排
课
程

讲授内容

授课
方式

作业(教材)/
测验

1

1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
融市场
2 金融体系概览

讲授
课外阅读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2

3 什么是货币

3

4. 理解利率

4

5. 利率行为

5

6. 利率的风险与期限结构
7. 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

6

8.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7

9.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8

10. 金融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9

11. 银行业的结构与竞争
12. 金融危机
13. 金融衍生工具

10

14. 中央银行体系

11

15. 货币供给过程

12
13
14
15
32

16. 货币政策工具
17. 货币政策的实施
18. 外汇市场
19. 国际金融体系
20. 货币数量论、通货膨胀和货
币需求
21. 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
22. 货币政策理论
23.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课程复习与答疑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课外阅读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讲授
课外阅读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课外阅读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讲授
课外阅读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课外阅读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讲授
课外阅读

课后习题与
思考题

辅助学习材料
中国金融体系知识
外汇常识
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常用利率的计算方法
中国货币需求的变化
中国的利率期限结构
中国金融结构的变化
中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演变
美国次贷危机
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实施报告
中国外汇体制的改革
货币需求理论的比较与中国的货币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实施报告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作业
出勤率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14 次作业
到课情况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课后独立完成，按规定及时提交
不定期点名，3 次不到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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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35
5

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总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
姓名：翁舟杰
办公室：格致楼 525
电话：
电子邮件：wzj@swufe.edu.cn
答疑辅导：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交流，也可随时预约面对面交流
（二）助教
姓名：
电话：
电子邮件：
助教答疑辅导：随时电话联系预约
（三）纪律
每一位学生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等，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
课，因特殊情况需要请假时需事先提交假条，事后补交无效。
每一位学生都不允许迟到和早退。
课堂教学时，学生不得做与本课程无关的事情，不得干扰教师授课和同学
学习。
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不按规定时间提交的不予补交。
三、教材
（一）推荐教材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原书第 4 版），美国商学院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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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孟波：《货币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二）练习资料
与原书配套的相关指导和练习资料
（三）参考教材
1.黄达：《金融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博迪（美）、莫顿（美）：《金融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3.彭建刚：《商业银行管理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4.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八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5.斯蒂格里茨（美）：《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戴国强：《货币金融学》（第三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年。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总体目标
本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是要掌握金融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培养
对金融学的学习兴趣，为学习其它课程和继续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本门课程
的第二层次的目标是要学会运用金融理论解释身边的经济现象、金融现象，探
讨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本门课程的第三层次目标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与教师、同
学们的交流与对话，要能够发现现实生活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大胆创新、挑战
权威；本门课程最高层次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同学交流、师生交流，养成认
真、勤奋、努力和踏实的学习态度，达成友爱、包容、相互尊重的做人品质。
（二）课程大纲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重点讲授 16 章，其他章节酌情略讲或自行学习：
第 1 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本章的目的是要形成货币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认识，通过对现实经济生
活中的金融经济现象的简要分析，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今后
的生活中关注货币金融市场。
第 2 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本章将深入分析“货币”的概念和功能，以及经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度量
的。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国
际货币等。
第 3 章 金融体系概览
本章将介绍金融系统的概况，包括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的
基本结构和功能。本章目的在于让学生对金融系统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第 4 章 理解利率与利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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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介绍利率的不同种类以及之
间的关系。本章重点与难点：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利率的管制与利率的市场化
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情况等。
第 5 章 利率行为（利率决定理论）
本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一国的均衡利率是如何决定
的，以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章的重点和难点：理解利率
决定理论。
第 6 章 利率的风险与期限结构
本章主要学习利率的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理论。本章的重点和难点：预期
理论，市场分割理论，流动性溢价理论。
第 7 章 外汇市场与国际金融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介
绍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本章重点与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
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情况。
第 8 章 股票市场、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
本章学习掌握股票市场的相关概念，股票的定价模型，理性预期理论和有
效市场假说。
第 9 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金融体系的特征，以及形成这种特征的经济学
解释，例如：金融中介机构比证券市场更为重要的原因何在。
第 10 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本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表外业务以及商业银行
管理的基本原则。学习并掌握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资本充足性管理、信用风
险管理和利率风险管理。本章重点与难点：商业银行的业务分类以及商业银行
的经营管理。
第 11 章 金融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学习掌握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本章重点与难点：信息不
对称与银行监管，政府安全网等。
第 12 章 货币需求理论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
数量论的基本内容。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区别和
各自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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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货币供给过程
本章学习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本章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的实
际情况。
第 14 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实施，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
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目标，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第 15 章 货币政策工具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 16 章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各种传导渠道和传导机制，了解我国货币政策的
主要传导渠道和传导机制。
（三）课程英文简介（Course Descriptions）
This course is an undergraduate course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in particular the study of money and banking.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help students ob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and other
important financial issues facing private citizens and policy-makers both here in the
U.S. and abroad. To aid this understanding, economic tools and concepts will be
developed to help students organize their thinking about financial assets and markets,
and about the varied roles of key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nts. Real-world events will
be heavily relied on for concrete illustration, includ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nron bankruptcy scandal and etc.
五、教学进度安排
周数
1
2
3
4
5
6
7
8

讲授内容
第 1 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第 2 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第 2 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第 3 章 金融体系概览
第 4 章 理解利率与利率计算
第 5 章 利率行为
第 6 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第 7 章 外汇市场与国际金融体系
第 8 章 股票市场、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
第 9 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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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结合中国的金融市场
利率决定理论
利率结构理论
结合中国的汇率制度和人
民币国际化

9
10
11
12
13
14
15

第 10 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第 10 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第 11 章 金融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第 12 章 货币需求理论
第 13 章 货币供给过程
第 14 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第 15 章 货币政策工具
第 15 章 货币政策工具
第 16 章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结合中国的银行体系
结合中国的监管体系

结合中国的中央银行制度
结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

总复习

16

备注：以上教学进度安排仅包括主讲内容的大体进度安排，教师可能根据具体情况补充讲解部分非主讲
内容，或对主讲内容作部分合理化顺序调整。

六、部分理论原出处索引
理论

作者

道德风险

阿罗

费雪效应

费雪

格雷欣法则

Thomas Gresham

购买力平价理论

卡塞尔

恒久性收入

弗里德曼

货币交易方程式

费雪

货币中性

哈耶克

剑桥方程式

马歇尔、庇古

金融结构

雷蒙德.W.戈德史
密斯

逆向选择

Akerlof

流动性偏好

凯恩斯

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

信贷配给模型

斯蒂格利茨，韦斯

一价定律

Izard

最优货币量学说

米尔顿.弗里德曼

出处
Arrow K.J.,1964,“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 Bearing.
Chicago： Aldine
Fisher, I.,1930,《The theory of Interest》,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560, Thomas Gresham 1869,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London: bliss, sands and Co.
Cassel,G. 1916,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Economic Journal 26,March: 62－5
Friedman,M.,“A theory of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isher,I.1911,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2nd
revised edn.1926; reprinted New York:Kelley,1963
Hayek,F.A. von. 1931 “Prices and produc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Pigou,A.C.,“The value of mone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2,Nov.38-56,1917
《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形态的
比较试验》,1955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rterly
Economics 84(3), Aug.488-500
Kenyes,J.M.,1936,“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rate and money”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eynes,Vol.6 London :Macmillan,1971
Triffen,R.1960, “ Golden and dollar cris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tiglitz,J. and Weiss,A.,1981,“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1(3),June:393-410
Isard, p. 1979, “How far can we push the law of one
pr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Friedman,M.,1969, “The optimal quantity of money” in
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Aldine 24

七、评价和评分程序
（一）过程评价将贯穿于始终，一般情况下，平时成绩会占到 40%，期末
成绩会占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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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平时成绩所占比例可能会根据整个教学过程的实际教学情况做微调，
最低不低于 30%，最高不超过 50%。
（二）过程评价包括出勤、课堂发言与提问、讨论、作业、随堂练习、小
组报告和印象分等，教师或助教会全程记录。
（三）老师会努力记住每位同学的姓名，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让我记住你。
八、教学材料
（一）学术刊物
1.国内外经济金融类各类期刊
2.学校图书馆提供的各种数字资源，特别是“中国知网”，下载相关文献并
加以阅读。
（二）推荐网站
1.中国人民银行：www.pbc.gov.cn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www.cbrc.gov.cn
3.和讯网、新浪财经、凤凰财经等各类财经网站
（三）推荐名著
1. 《就业、利息、货币通论》（凯恩斯）
2. 《美国货币史(1867-1960)》（米尔顿·弗里德曼, 安娜·J.施瓦茨）
3. 《货币、利息与价格》（巴廷金）
4. 《金融结构与发展》（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
5.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
6. 《经济解释》（张五常）
7. 《经济学原理》（马歇尔）
8. 《价格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
9. 《经济学方法论》（马克·布劳格）
10. 《经济分析史》（约瑟夫·熊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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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2017-1018-2学期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总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杨韧，经济学硕士，讲师
办公室：格致楼 418B
电话：13551048087
坐班答疑时间：周二 11:30-17:00
电子邮件：yangren @swufe.edu.cn
（二）助 教：王国宇
（三）教 室：经世楼 B307
（四）上课时间;周二上午 1-3 节，晚 10-12 节
（五）纪 律：
1、因故缺课需提前向老师请假。
2、平时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3、勿与老师就成绩讨价还价。
三、教材
1、货币金融学，（商学院版：原书第 4 版）
(美) 弗雷德里克 S.米什金（Frederic S. Mishkins）
机械工业出版社
2、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 9 版）学习指导
甘伯，哈克斯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四、其他参考资料及资源
1、殷孟波 《货币金融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黄达主编 《货币金融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英）凯恩斯 著 《货币论》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4、（英）马歇尔 著 《货币、信用与商业》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6、易纲主编 《货币银行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7、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一、二、三、四集 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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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术期刊：《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
学（季刊）》《投资研究》、《经济学家》、《财经科学》
9、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官
方网站
10、货币网 （全国同业市场和公开市场网站）
11、SHIBOR（上海同业拆放利率网站）
五，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教学目标：
《货币金融学》是高等财经类专业学生的核心理论课程。本课程开始选用
（美）米什金（Frederick S. Mishkin） 著美国商学院版（现已经第四版）《货币
金融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机械工业
出版社 年出版。本课程的教学，将采用配套的课件，案例，习题。在教学理念
上，本课程将充分借鉴国外著名高等学院金融学科国际化的教学理念，让学生
们体验和适应现代化国际化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内容方面，本课程在教授这门课程的经典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也重
视向学生介绍这个领域理论前沿以及这个领域中的各种学术争论。与此同时，
本课程将在教学中增加大量运用理论来解释各类经济现象、特别是中国在经济
转型期所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的案例分析。鼓励学生开展相关实习、社会调查
或其他实践活动，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教学方法
与手段方面，本课程将非常重视课堂互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
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发展。
本课程将会在传统教学手段中融入更多的现代因素。学生在完成传统型的
作业以外，本课程会重视培养同学们运用所学知识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鉴于
此，本课程设计了学生应该完成的学期小论文以及各类型的小项目，小讨论。
在设计这些小项目的时候，本课程将通过分组合作等方式，重视培养同学们团
队合作的能力。在教学条件方面，本课程重视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和运用。本
课程将为课程开设专用电子邮箱和微博，利用此邮箱搭建学生和老师，以及学
生之间的课后互动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学生之间，学生老师之间
可以通过网络空间进行互动式的讨论。同时，教学老师也可以利用网络空间给
同学们提供各类与本课程相关的学习资源，提供各类课外阅读资料，包括新闻，
理论文章等。
本课程将贯彻过程评价，期末闭卷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平时成绩占
总成绩的 40%。过程评价包括考勤、课堂互动、小组报告和展示、读书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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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大纲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一共二十五章：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本章的目的是要形成货币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认识，通过对现实经济生
活中的金融经济现象的简要分析，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今后
的生活中关注货币金融市场。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金融学的演化过程、以及
货币金融学的定义与框架、货币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等。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本章是一个概要性章节，有关金融体系的详细内容，将在随后若干章节中
陆续展开。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讨论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掌握金融体系的构
成：金融市场的功能与结构、金融工具、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与类型以及对金
融体系的监管。学完本章后，学生应当知道：金融体系的构成、金融市场的分
类（重点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与种类、对金融体系
加强管理的原因等。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本章将深入分析“货币”的概念和功能，以及经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度量
的。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国
际货币等。
第四章 理解利率
本章将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介绍利率的不同种类以及之
间的关系。本章重点与难点：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利率的管制与利率的市场化
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情况等。
第五章 利率行为
本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一国的均衡利率是如何决定
的，以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章的重点理解利率决定理论。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本章的重点在于理解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特别要学会根据金融市场发
布的不同的利率收益曲线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一些判断。
第七章 股票市场、理性预期理论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单期估值模型、推广的红利估值模型和戈登增长模型
这几种股票估值模型的应用，理解理性预期模型和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基础和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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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在本章中，将了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掌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的方法。学完本章后，学生将对先行课程《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方面的知
识加以巩固。
第九章 金融危机与次贷崩溃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掌握金融危机的发生机
制、理解次贷危机。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本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表外业务以及商业银行
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十一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学习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分析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其
对银行监管的启示。本章重点与难点：金融监管的目标与监管的原则、金融监
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等。
第十二章 银行业：结构与竞争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了解银行体系的发展历史，以及银行业构成中商业银行
占有的份额最大，美国商业银行尤其数量众多及其原因；明确金融创新加剧了
银行业的竞争并导致了银行业构成的改变；掌握银行业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的
发展与启示。
第十三章 非银行金融机构
本章学习掌握保险业、养老基金、财务公司、证券市场机构、共同基金和
对冲基金的发展。本章重点与难点：各种金融机构的特征与功能、主要业务以
及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
第十四章 金融衍生工具
本章介绍金融衍生工具。本章重点与难点：是理解金融衍生工具的的基本
概念和运作方式。
第十五章 金融行业内的利益冲突
本章学习掌握利益冲突的概念及其重要性、金融业内利益冲突的种类、解
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措施。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实施，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
章重点与难点：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提高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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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本章学习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本章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的实
际情况。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十九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战略与策略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含义和优缺点，理解中央银
行货币政策战略的演进。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及其执行、货币政策对于
经济的影响与调控。
第二十章 外汇市场
本章学习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本章
重点与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率
制度的改革情况。在掌握外汇、汇率等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深刻认识汇率的“逆
反”规律，及其对经济的重要影响；并且从金融专业化的层次上，一方面把握建
立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长期汇率决定因素，另一方面能运用本章之前所学的
现代资产市场的工具与方法，考察在短期中汇率的决定机制，进一步探索汇率
与其它宏观经济变量的联系。
第二十一章 国际金融体系
在这一章里，将学习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了解过去半个多世
纪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中间发生的多次世界性外汇危机；进一步
认识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操作与效果；分析外汇市场、国际收支及汇率
因素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学完本章后，你还会知道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战
略，即以汇率为指标的汇率目标制及其优缺点，在什么情况下汇率目标制才是
最有意义的。货币局和美元化是可以避免汇率制度崩溃的两个策略吗？IMF 应
该是国际最后贷款人吗？人民币汇率制度及特征。
第二十二章货币需求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
数量论的基本内容。本章重点与难点：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区
别和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需求的特点等。
第二十三章 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的位移与其影响因素，理解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区别，能够分析总需求冲击和总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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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冲击导致均衡变动的情况。
第二十四章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本章学习了解评估实证分析的基本框架、掌握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内容。
第二十五章 货币与通货膨胀
本章学习掌握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成因、了解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的根源
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本章重点与难点：运用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中
国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理。
六、教学进度安排
周数
1

内容
第一章 为什
么要研究货
币、银行和
金融市场

第二章 金
融体系概览

2

第三章 什么
是货币

3

第四章 理解
利率（1）

4

第四章 理解
利率（2）

5

6

7

8

第五章 利
率行为
（1）
第五章 利
率行为
（2）
第六章 利
率的风险和
期限结构
第八章 金融
结构的经济
学分析

主要教学方法
案例诱导法
侧重金融案例的引入，通过生动的、具有启发性的讲解
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积极性，并鼓励学生平时多了解
金融知识和事件。让学生谈谈自己对金融相关知识的了
解和看法，联系实际提出问题。课堂讨论金融重要性的
认识，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角色扮演法
事前将学生分组，分别扮演金融体系中不同的组成部
分，内部再进行细分，了解各组成部分存在的意义、功
能及与其他部分的内在联系，课堂上按照各自的角色分
别介绍讨论，教师总体把握。课堂讨论中国金融体系的
现状，时间累计在 20 分钟左右。
文献研讨法
本章主要介绍货币的基本知识，可以在课前安排学生自
行阅读《货币战争》，在课堂上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
课堂讨论货币的历史，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数理分析法
用数理方法具体讲授单利与复利、现值与终值以及几种
典型工具的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并当堂布置几个具有现
实意义的练习题帮助学生熟悉该方面的知识。
数理分析法
数理分析法
课堂讨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考，时间为 20 分钟
左右。
数理分析法

作业提交

课堂展示

课堂展示

课堂展示
读书报告 1

数理分析法
课堂展示
学生例举法
请学生列举出关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例子，帮
助学生复习巩固先行课程《经济学》中已学的信息不对
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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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展示

第九章 银行
业与金融机
构管理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第十章 银行
监管的经济
学分析

第十四章
金融衍生工
具
第十六章 中
央银行和联
邦储备体系
第十七章 货
币供给过程

第十八章 货
币政策工具

第二十章 外
汇市场

第二十二章
货币需求
总复习

应用型教学法、网页研究法
结合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管理原则，对学生进行应用性教
育。可以利用某家典型银行的主页，对该银行的业务和
管理进行具体而生动的分析。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还可
以引入历年银行从业资格考试等真题内容，在解释的同
时引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堂讨论关于分业经营和混
业经营的讨论，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辩论学习法
课前挑选两组学生各四名，以辩论的形式讨论金融监管
的利弊，并安排主席一人负责辩论过程中的引导和控
制，评论员一至两名负责在辩论结束后做出评判和总
结，结束前安排其他学生参与提问。课堂讨论时间为一
节课的时间。
数理分析法、典型案例分析法
例举典型案例，如巴林银行破产案、东南亚金融危机
等。
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的行为和独立性问题。
演绎推导法、案例分析法
推导货币供给模型及不同层次货币供给模型，给学
生留下直观而深刻的印象；结合我国实际信贷体制演变
的具体案例，分析我国实际货币供给的变化；分析存贷
款关系的实质。课堂讨论中国“M2／GDP 过高之谜”，
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政策分析法、实证分析法
结合次贷危机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取向和具体操作实践，
深刻理解货币政策的意义。课前将学生分为几组，分别
收集国内外各主要代表性国家的货币政策及实施背景
等，制作成 PPT 课件在课堂上进行演示，比较各国的
不同。课堂讨论关于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演绎推导法、经济现象和案例分析法
在讲授外汇汇率等基础知识后，运用实例分析汇率的剧
烈波动及其影响，推导长期与短期汇率模型。安排学生
课后收集资料，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制
作 PPT，在课堂上图文并茂地讨论中美汇率博弈问题，
共同探讨我们的应对策略。
主要教学方法：共同解决型教学法
师生共同学习各种现代货币需求理论，并就货币需求的
客观性和不可精确计量的特点进行共同讨论。课堂讨论
中国货币需求研究的发展，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课堂展示

课堂展示
读书报告 2

课堂展示

课堂展示

课堂展示

课堂展示
读书报告 3

课堂展示

备注：不需要重点讲的章有：1、7、13、14、15、20、21、23、24，老师可根据情况自行取舍。

七、考核方式
（一）课程总评成绩按照过程评价的原则，平时成绩占 40%，期末闭卷考
试成绩占 60%。
（二）平时成绩评价包括考勤、课堂互动、小组报告和展示、读书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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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总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张迎春，经济学博士、教授，
办公室：学科楼 407 电话：189-8005-5593
办公时间：每周二上午 9：30-11：30,下午 2：00-5：00
电子邮件：yczhang @swufe.edu.cn。教师个人简介请参见金融学院教师主页。
（二）助 教：何瑛，156-8082-3289
（三）教 室：C305，C403
（四）上课时间：每周一 1-3 节，周一 5-7 节
（五）纪 律：
教师一般不会调课，但所有因公调课都将通过教务处进行，并以恰当方式
让每一位同学知道，一旦调课，一定会补上。
每一位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课。
每一位同学都不允许迟到，若迟到，请课间休息时间再入教室。
助教可以不收迟交的作业，每次作业都将登记。
三、教材
《货币金融学》(原书第 4 版) ，（美）弗雷德里克Ｓ.米什金著，蒋先玲等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年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教学目标和主要教学内容：
《货币金融学》是高等财经类专业学生的核心理论课程。本课程选用（美）
米什金（Frederick S. Mishkin） 著美国商学院版第二版《货币金融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出
版。本课程的教学，将采用配套的课件，案例，习题。在教学理念上，本课程将
充分借鉴国外著名高等学院金融学科国际化的教学理念，让学生们体验和适应现
代化国际化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内容方面，本课程在教授这门课程的经典基础理
论知识的同时也重视向学生介绍这个领域理论前沿以及这个领域中的各种学术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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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此同时，本课程将在教学中增加大量运用理论来解释各类经济现象、特别
是中国在经济转型期所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的案例分析。鼓励学生开展相关实习、
社会调查或其他实践活动，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教
学方法与手段方面，本课程将非常重视课堂互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发展。本课程将会在传统教学手段中融入更
多的现代因素。学生在完成传统型的作业以外，本课程会重视培养同学们运用所
学知识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鉴于此，本课程设计了学生应该完成的学期小论文
以及各类型的小项目，小讨论。在设计这些小项目的时候，本课程将通过分组合
作等方式，重视培养同学们团队合作的能力。在教学条件方面，本课程重视网络
教学资源的建设和运用。本课程将为课程开设专用电子邮箱和微博，利用此邮箱
搭建学生和老师，以及学生之间的课后互动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学
生之间，学生老师之间可以通过网络空间进行互动式的讨论。同时，教学老师也
可以利用网络空间给同学们提供各类与本课程相关的学习资源，提供各类课外阅
读资料，包括新闻，理论文章等。本课程将贯彻过程评价，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
绩的 60%，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期中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20%。过程评价
包括课堂发言和提问，讨论，作业，平时项目和小论文等。
（四）课程大纲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一共二十五章：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本章的目的是要形成货币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认识，通过对现实经济生
活中的金融经济现象的简要分析，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今后
的生活中关注货币金融市场。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金融学的演化过程、以及
货币金融学的定义与框架、货币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等。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本章是一个概要性章节，有关金融体系的详细内容，将在随后若干章节中
陆续展开。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讨论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掌握金融体系的构
成：金融市场的功能与结构、金融工具、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与类型以及对金
融体系的监管。学完本章后，学生应当知道：金融体系的构成、金融市场的分
类（重点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与种类、对金融体系
加强管理的原因等。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本章将深入分析“货币”的概念和功能，以及经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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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国
际货币等。
第四章 理解利率
本章将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介绍利率的不同种类以及之
间的关系。本章重点与难点：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利率的管制与利率的市场化
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情况等。
第五章 利率行为
本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一国的均衡利率是如何决定
的，以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章的重点理解利率决定理论。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本章的重点在于理解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特别要学会根据金融市场发
布的不同的利率收益曲线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一些判断。
第七章 股票市场、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单期估值模型、推广的红利估值模型和戈登增长模型
这几种股票估值模型的应用，理解理性预期模型和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基础和
含义。
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在本章中，将了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掌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的方法。学完本章后，学生将对先行课程《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方面的知
识加以巩固。
第九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本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表外业务以及商业银行
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十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学习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分析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其
对银行监管的启示。本章重点与难点：金融监管的目标与监管的原则、金融监
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等。
第十一章 银行业：结构与竞争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了解银行体系的发展历史，以及银行业构成中商业银行
占有的份额最大，美国商业银行尤其数量众多及其原因；明确金融创新加剧了
银行业的竞争并导致了银行业构成的改变；掌握银行业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的
发展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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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金融危机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掌握金融危机的发生机
制、理解次贷危机。
第十三章 非银行金融机构
本章学习掌握保险业、养老基金、财务公司、证券市场机构、共同基金和
对冲基金的发展。本章重点与难点：各种金融机构的特征与功能、主要业务以
及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
第十四章 金融衍生工具
本章介绍金融衍生工具。本章重点与难点：是理解金融衍生工具的的基本
概念和运作方式。
第十五章 金融行业内的利益冲突
本章学习掌握利益冲突的概念及其重要性、金融业内利益冲突的种类、解
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措施。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实施，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
章重点与难点：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提高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探讨。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本章学习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本章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的实
际情况。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十九章 货币政策的实施：战略与策略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含义和优缺点，理解中央银
行货币政策战略的演进。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及其执行、货币政策对于
经济的影响与调控。
第二十章 外汇市场
本章学习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本章
重点与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率
制度的改革情况。在掌握外汇、汇率等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深刻认识汇率的“逆
反”规律，及其对经济的重要影响；并且从金融专业化的层次上，一方面把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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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长期汇率决定因素，另一方面能运用本章之前所学的
现代资产市场的工具与方法，考察在短期中汇率的决定机制，进一步探索汇率
与其它宏观经济变量的联系。
第二十一章 国际金融体系
在这一章里，将学习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了解过去半个多世
纪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中间发生的多次世界性外汇危机；进一步
认识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操作与效果；分析外汇市场、国际收支及汇率
因素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学完本章后，你还会知道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战
略，即以汇率为指标的汇率目标制及其优缺点，在什么情况下汇率目标制才是
最有意义的。货币局和美元化是可以避免汇率制度崩溃的两个策略吗？IMF 应
该是国际最后贷款人吗？人民币汇率制度及特征。
第二十二章 货币数量论、通货膨胀与货币需求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
数量论的基本内容、掌握通货膨胀的概念及其成因、了解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
的根源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本章重点与难点：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
基本观点、主要区别和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需求的特
点等、运用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中国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理。
第二十三章 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的位移与其影响因素，理解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区别，能够分析总需求冲击和总供
给冲击导致均衡变动的情况。
第二十四章 货币政策理论
本章学习了解货币政策理论的的演变和机理等内容。
第二十五章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本章学习了解评估实证分析的基本框架、掌握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内
容。
（五）课程教学资源：
使用教材：（美）米什金（Frederick S. Mishkin） 著美国商学院版第二版
《货币金融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参考文献：
1、殷孟波 《货币金融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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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达主编 《货币金融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英）凯恩斯 著 《货币论》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4、（英）马歇尔 著 《货币、信用与商业》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6、易纲主编 《货币银行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7、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一、二、三、四集 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版
8、《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学（季
刊）》《投资研究》、《经济学家》、《财经科学》
9、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
官方网站
10、货币网 （全国同业市场和公开市场网站）
11、SHIBOR（上海同业拆放利率网站）
（六）教学进度与主要教学方法
周
数
1

具体
日期

讲授内容

主要教学方法

第一章 为什么
要研究货币、银
行和金融市场

主要教学方法：案例诱导法
侧重金融案例的引入，通过生动的、具有启发性的讲解激发学
生学习本课程的积极性，并鼓励学生平时多了解金融知识和事
件。让学生谈谈自己对金融相关知识的了解和看法，联系实际
提出问题。课堂讨论金融重要性的认识，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角色扮演法
事前将学生分组，分别扮演金融体系中不同的组成部分，内部
再进行细分，了解各组成部分存在的意义、功能及与其他部分
的内在联系，课堂上按照各自的角色分别介绍讨论，教师总体
把握。课堂讨论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时间累计在 20 分钟左
右。
主要教学方法：文献研讨法
本章主要介绍货币的基本知识，可以在课前安排学生自行阅读
《货币战争》，在课堂上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课堂讨论货币
的历史，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数理分析法
用数理方法具体讲授单利与复利、现值与终值以及几种典型工
具的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并当堂布置几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练习
题帮助学生熟悉该方面的知识。课堂讨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
的思考，时间为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自助式教学法、实证研讨法
侧重于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课堂讨论完成
对于本章基本内容的学习。对金融工具的风险、流动性等进行
实证讨论，比如对股票、债券价格的变动结合我国宏观经济政
策、企业业绩等来全面理解。对于学生自己较难把握的地方，
进行重点指导。计讨论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第二章 金融体
系概览

2

第三章 什么是
货币

3

第四章 理解利
率
第五章 利率行
为

4

第六章 利率的
风险和期限结构
第七章 股票市
场、理性预期理
论和有效市场假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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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八章 金融结
构的经济学分析

6

第九章 银行业
与金融机构管理

第十章 银行监
管的经济学分析

7

第十一章 银行
业：结构与竞争

第十二章 金融
危机
第十三章 非银
行金融机构

8

9

10

第十四章 金融
衍生工具
第十五章 金融
行业内的利益冲
突
第十六章 中央
银行和联邦储备
体系
第十七章 货币
供给过程

11

第十八章 货币
政策工具
第十九章 货币
政策的实施：战
略与策略

12

第二十章 外汇
市场

主要教学方法：学生例举法
请学生列举出关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例子，帮助学生
复习巩固先行课程《经济学》中已学的信息不对称知识。
主要教学方法：应用型教学法、网页研究法
结合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管理原则，对学生进行应用性教育。可
以利用某家典型银行的主页，对该银行的业务和管理进行具体
而生动的分析。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还可以引入历年银行从业
资格考试等真题内容，在解释的同时引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课堂讨论关于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讨论，时间在 20 分钟左
右。
主要教学方法：辩论学习法
课前挑选两组学生各四名，以辩论的形式讨论金融监管的
利弊，并安排主席一人负责辩论过程中的引导和控制，评论员
一至两名负责在辩论结束后做出评判和总结，结束前安排其他
学生参与提问。课堂讨论时间为一节课的时间。
主要教学方法：历史演进法
从考察美国银行的产生、发展入手，分析了由于金融创新而带
来银行业激烈竞争的背景下，银行业结构的演变。
课堂讨论银行的数量是不是越多越好，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教师提问法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如何传递到中国的？
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主要教学方法：案例探讨法、比较分析法
介绍各主要国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类型和具体机构案例，并
分析其功能，找出不同国家的区别，课堂讨论时间在 20 分钟左
右。
主要教学方法：典型案例分析法
例举典型案例，如巴林银行破产案、东南亚金融危机等。
主要教学方法：调研报告写作法
结合我国实际写一篇小型调研报告。
主要教学方法：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的行为和独立性问题。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推导法、案例分析法
推导货币供给模型及不同层次货币供给模型，给学生留下直
观而深刻的印象；结合我国实际信贷体制演变的具体案例，分
析我国实际货币供给的变化；分析存贷款关系的实质。课堂讨
论中国“M2／GDP 过高之谜”，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政策分析法、分工合作法
结合次贷危机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取向和具体操作实践，深刻理
解货币政策的意义。课前将学生分为几组，分别收集国内外各
主要代表性国家的货币政策及实施背景等，制作成 PPT 课件在
课堂上进行演示，比较各国的不同。课堂讨论关于中国货币政
策工具的选择，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推导法、经济现象和案例分析法
在讲授外汇汇率等基础知识后，运用实例分析汇率的剧烈波动
及其影响，推导长期与短期汇率模型。安排学生课后收集资
料，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制作 PPT，在课堂上
图文并茂地讨论中美汇率博弈问题，共同探讨我们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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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国
际金融体系
13

第二十二章货币
数量论、通货膨
胀和货币需求

14

第二十三章 总
需求和总供给分
析
第二十四章 货
币政策理论
第二十五货币政
策传导机制

15
16

总复习

主要教学方法：制度演变与案例分析法
本章运用 T 账户及供求分析工具讲解外汇干预，以多次世界性
外汇危机为应用实例，回顾、分析和探索汇率制度的演变与发
展，以及国际性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讨论“人民币汇率制度
与货币政策问题”， 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主要教学方法：共同解决型教学法、实地调研法
师生共同学习各种现代货币需求理论，并就货币需求的客观性
和不可精确计量的特点进行共同讨论。课堂讨论中国货币需求
研究的发展，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本课程采用社会调研、走访来学习本章。可以到学校后勤或者
附近菜市场等了解近年来通货膨胀或紧缩的情况，并提交调查
报告。
主要教学方法：自学法
本章介绍总需求-总供给模型这一研究货币对总产出和物价水平
影响的基本工具，而这些内容在经济学中已经学过。
主要教学方法：理论分析、逻辑推理
主要教学方法：实证分析法
主要教学方法：答记者问式教学法
学生可以自由的针对拓展阅读部分内容、本学期学过的内容及
发生的金融事件，对教师提问，并对课程教学共同进行讨论。

备注：不需要重点讲的章有：1、7、11、12、13、14、15、19、21、23、24、25。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取舍。

（七）评价和评分程序
（一）过程评价将贯穿于始终，平时成绩会占到 10%，期中成绩占 30%，
期末成绩 60%。
（二）过程评价包括课堂发言与提问、讨论、小论文和作业等，助教会全
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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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课程代码：FIN200
学 分：4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周丽晖，讲师。办公室：金融新楼 418B，答疑辅导时间：星
期四上午 联系电话：13550026872
（三）教 室：C305
（四）上课时间：1 至 16 周，
（五）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http://10.9.10.16/
（六）考勤：
每一位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课。
生病、或参加其他学校活动等情形，请交假条。
每一位同学都不允许迟到；若迟到，请课间休息时间再入教室。
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课堂纪律：
课堂教学时，不得干扰教师授课和同学学习；
干扰教学的情况包括下列情形：讨论与课堂无关的事情、玩手机、或进
行其他与本课程无关的事情；
干扰教学一次，总评成绩中扣除5分。
三、教材
（一）推荐教材（二者均可，第二本书翻译错误较少）
1、货币金融学，（商学院版：原书第 2 版）
(美) 弗雷德里克 S.米什金（Frederic S. Mishkins）
ISBN(书号)：978-7-111-34361-8 机械工业出版社
2、货币金融学，（原书第 9 版）ISBN(书号): 7300129269, 978730012926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货币金融学，殷孟波、解川波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年
（二）参考教材（对应的英文原版教材，推荐英语好的同学参考使用）
1. 黄达：《金融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2 月。
2. 戴国强：《货币金融学》（第三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年。
3、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Business School
Edition, 2nd Edition) by Frederic S. Mishkins，ISBN：978-032159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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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9th Edition, 2009)
by Frederic S. Mishkins ISBN: 978-0321599797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总体目标
本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是要掌握有关货币的基本概念，掌握金融市场、金融
机构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培养对金融市场的学习兴趣，为学习其它课程和继续
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本门课程的第二层次的目标是要学会运用经济学、金融
学分析工具和方法来认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对社会的
热点问题有所认识；本门课程的第三层次目标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与教师、同学
们的交流与对话，要能够发现现实生活中需要研究的问题，提高思辨能力，有
所突破；本门课程最高层次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同学交流、师生交流，养成认
真、勤奋、努力和踏实的学习态度，达成友爱、包容、相互尊重的做人品质。
（二）课程纲目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一共十四章：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本章将介绍金融系统的概况，包括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的
基本结构和功能。本章目的在于让学生对金融系统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本章将深入分析“货币”的概念和功能，以及经济生活中，货币是如何度量
的。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定义与职能、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国
际货币等。
第四章 理解利率
本章将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利率。介绍利率的不同种类以及之
间的关系。本章重点与难点：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利率的管制与利率的市场化
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情况等。
第五章 利率行为
本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法，理解一国的均衡利率是如何决定
的，以及均衡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章的重点理解利率决定理论。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本章的重点在于理解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特别要学会根据金融市场发
布的不同的利率收益曲线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做一些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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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在本章中，将了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掌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的方法。学完本章后，学生将对先行课程《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方面的知
识加以巩固。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本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表外业务以及商业银行
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十一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学习掌握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分析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其
对银行监管的启示。本章重点与难点：金融监管的目标与监管的原则、金融监
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等。
第十四章 衍生金融工具
本章学习和掌握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在内的四种基本衍生金融工
具的基本原理和特征。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实施，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本
章重点与难点：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提高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探讨。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本章学习掌握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概念；理解多倍存款创造过程和影响
货币供给的因素。本章重点与难点：多倍存款创造过程以及中国货币供给的实
际情况。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的特点、理解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
具。本章重点与难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机理。
第二十章 外汇市场
本章学习掌握汇率的概念和决定机制，了解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本
章重点与难点：长期和短期中决定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汇率制度以及中国汇
率制度的改革情况。
第二十二章 货币需求
本章学习掌握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
数量论的基本内容。本章重点与难点：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区
别和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需求的特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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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安排
周数
1
2
3
4
5
6
7

学时（课堂教授）
3
3
2
1
2
1
3
3

13
14
15

2
1
2
1
3
2
1
3
2
1
3
3
3

16

3

8
9
10
11
12

讲授内容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第二章 金融体系概览
第三章 什么是货币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第十七章 货币供给过程
第四章 理解利率
第四章 理解利率
第五章 利率行为
评讲作业及讨论
第六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第八章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评讲作业及讨论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第十章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
第十一章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第十四章 衍生金融工具
第十四章 衍生金融工具
第十六章 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工具
评讲作业及机动
第二十章 外汇市场
第二十二章 货币需求
答疑

注：本教学进度在开学前编写，在教学中会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反馈作出一定范围内的调整，以最大可
能提高学生从本课程的收获。

五、考核方式
（一）课程总评成绩按照过程评价的原则，平时成绩会占到 40%，期末成
绩 60%。
（二）平时成绩评价包括书面作业与课堂综合表现。其中，课堂综合表现
反映出勤、课堂发言与提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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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金融风险管理》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金融风险管理
课程代码：FEG404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潘宁宁，博士、讲师
李志勇，博士，副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418B
答疑辅导时间：周一下午
电子邮件：ningnpan@swufe.edu.cn；liz@swufe.edu.cn
（二）助 教：无
（三）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http://202.115.115.133/
（四）教 室：H201
（五）上课时间：周一 10—12 节
（六）纪 律：1、教师一般不会调课，但所有因公调课都将通过教务处进行，
并以恰当方式让每一位同学知道。
2、任课教师会亲自批改同学们的每一份作业，请认真对待。
3、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任何同学不能以任何借口
不来上课。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第 3 版)，机械工业
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菲利普·乔瑞 (Philippe Jorion) (作者), 王博等(译者)，金融风险
管理师考试手册(第 6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1. 和讯财经：http://www.hexun.com/
2. 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
3.人大经济论坛：www.pinggu.org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涉及风险量化和金融机构管理风险的方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同
学们应系统了解金融机构的特性及其监管，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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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风险的性质及风险量化，掌握风险管理的方式等。
（二）教学内容
序号

题目

1

绪论

2

市场风险

3

监管风险

4

信用风险

5

操作风险

6

其他风险

课时总计：48 学时

知识点
（一）金融风险管理概述
（二）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
（一）交易员如何管理风险暴露：希腊值
（二）市场风险模型
（三）市场风险案例分析
（一）巴塞尔协议Ⅲ
（二）2017 年银行业监管风暴
（一）信用风险理论
（二）信用风险模型
（三）信用风险案例分析
（一）操作风险理论及模型
（二）操作风险案例
（一）流动性风险
（二）模型风险
36（课程讲授）+12（实验）

学时
6
12
6
12
6
6

（三）课程要求
1、课前预习、课堂参与、课后练习
2、考核方式：上机实验及实验报告撰写、随堂测验、课堂参与等
（四）教学安排
课
程

讲授内容

授课
方式

作业(教材)/
测验

1

金融风险管理概述

课堂讲授

无

2

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

课堂讲授

无

3

市场风险理论：单个风险（希腊
值）和整体风险 VaR

课堂讲授

4

波动率与 GARCH 模型

课堂讲授

无

5

实验 1：GARCH 模型

实验

实验报告

课堂讲授

无

课堂讲授

案例分析

实验

实验报告

课堂讲授

无

6
7

风险价值度 VaR：历史模拟法
和模型构建法
巴塞尔协议：市场风险、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8

实验 2：构造投资组合，采用
VaR 方法度量市场风险

9

信用风险理论和模型

无

163

辅助学习材料
[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
(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
(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
(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
(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实验说明及要求；[美] 约翰 C.赫尔：风
险管理与金融机构(第 3 版)，机械工业
出版社
[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
(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
(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实验说明及要求；[美]约翰 C.赫尔：风
险管理与金融机构(第 3 版)，机械工业
出版社
[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
(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10

实验 2：逻辑回归模型

实验

实验报告

11

Merton 模型和信贷组合

课堂讲授

无

12

实验 3：Merton 模型

实验

实验报告

13

操作风险理论

课堂讲授

14

操作风险案例分析

课堂讲授

作业

15

流动性风险、模型风险

课堂讲授

无

16

讨论课

课堂讨论及
答疑

无

无

[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
(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
(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
(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
(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
(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
(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 约翰 C.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
(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实验（4 次）
作业或案例分析

考察内容
无
课程重难点上机应用
课程重点、难点内容

考察方式
无
实验报告撰写
根据作业正确度或案例分析深度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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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0
60
40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风险管理》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金融风险管理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课程代码：FEG404
学 分：4.0
总 学 时：54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方能胜，博士、副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526。
答疑辅导时间：周三 14:00-16:00
电子邮件： fangns@swufe.edu.cn。
教师个人简介请参见金融学院教师主页。
主要研究方向：资本市场、金融数学。
（二）助 教：待定
学习交流 QQ 群：499541041
（三）教 室：E102
（四）上课时间：周三第 1,2,3 节
（五）纪 律：教师一般不会调课，但所有因公调课都将通过教务处进行，并以
恰当方式让每一位同学知道，一旦调课，一定会补上。
每一位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课。
每一位同学都不允许迟到，若迟到，请课间休息时间再入教室。
助教可以不收迟交的作业，每次作业都将登记。同学们的每一份作业#老师
都会亲自阅读，请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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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
（一）推荐教材
约翰. 赫尔，《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原书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1. Christofferson P F. 《Elements of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2003.
2. Down K. 《Measuring market risk》.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Press,
2005.
3. 菲利普. 乔瑞 著，郑伏虎 等译. 《风险价值 VAR》.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
4. 王明涛 著. 《金融风险计量与管理》.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年 7 月.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1. Philippe Jorion. Handbook of Financial Risk Manager (5th edition). Risk
management library of GARP, 2009.
2. Kaplan Schweser. Study Notes for the FRM Exam, 2010.
3. 鼓励并辅导学生经常浏览国内外金融风险管理学习研究网页，尤其是全
球风险协会（GARP）网页上的新近信息，掌握国内外最新动态。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总体目标
本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金融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具体金融风险的管
理两个部分。涉及的知识范畴主要有：金融产品概述、交易员如何管理风险暴
露、利率风险、风险价值、波动率、相关系数与 Copula 函数、银行管理条约、
新巴塞尔协议、基于历史模拟法的市场风险测度、基于模型构建法的市场风险
测度、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等。
（二）课程纲目与学习目标
第一章 金融风险管理基础
1. 风险与金融风险
2. 金融风险管理及其发展阶段
3. 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拓展与金融风险管理
本章的目的：（1）强调现代金融风险管理更加重视不确定性环境下“潜在
损失”应对的理念；（2）建立现代风险管理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框架；（3）强调
金融机构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本章的重点在于：（1）培养学生对现代风险
管理的兴趣；（2）加深对关键概念和基本理念如“潜在损失”、资本充足率、全
面风险管理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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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融产品概论
1. 市场
2. 资产的多头头寸和空头头寸
3. 衍生产品市场
4. 最基本的衍生品
5. 保证金
6. 非传统衍生产品
7. 奇异期权和结构性产品
8. 风险管理的挑战
本章的目的：对金融风险管理过程中可以备用的各种金融产品作一概述，
描述交易产品的设立场景、交易过程以及应用方式。本章的重点在于：（1）金
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2）最基本的衍生品介绍；（3）保证金制度的起源、
操作方式及作用。
第三章 交易员如何管理风险暴露
1. Delta
2. Gamma
3. Vega
4. Theta
5. Rho
6. 希腊值的计算
7. 泰勒级数展开
8. 对冲的现实状况
9. 奇异型产品对冲
10.情景分析
本章将集中分析在金融交易中用来衡量特定风险的“希腊值”。本章的重点
在于：（1）Delta 的含义及计算方法介绍；（2）Gamma 的含义及计算方法介绍；
（3）Vega 的含义及计算方法介绍；（4）Theta 的含义及计算方法介绍；（5）
Rho 的含义及计算方法介绍。
第四章 利率风险
1. 净利息收入管理
2.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和互换利率
3. 利率久期
4. 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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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曲线的非平行移动
6. 利率敏感性
本章将首先介绍有关利率的基本知识以及计量利率的不同方法，以及关于
利率头寸的管理方式，其中还要介绍久期和曲率的概念，最后介绍管理曲线平
行移动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局部久期、计算多项 Delta 以及主因子分析法等等。
第五章 风险价值尺度
1. VaR 的定义
2. 计算例子
3. VaR 与预期亏损
4. VaR 和资本金
5. 满足一致性条件的风险度量
6. VaR 中的参数选择
7. 边际 VaR、递增 VaR 及成分 VaR
8. 回顾测试
风险价值 VaR 试图对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提供一个单一的风险度量，而这
一度量恰恰能体现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本章将解释 VaR 的概念，并对其有点
和缺点进行讨论。
第六章 波动率
1. 波动率的定义
2. 隐含波动率
3. 波动率计算模型
4. 极大似然估计
对决定投资组合价值的市场变量的波动率进行检测，这一点对于金融机构
非常重要。本章主要介绍对波动率进行检测的流程。首先，我们需要定义波动
率。然后，解释如何从期权价格中求取波动率或以历史数据来估计波动率。最
后，我们将阐述一些著名的估计波动率的方法。
第七章 相关系数与 Copula 函数
1. 相关性的定义
2. Copula 函数的定义
3. Copula 函数的应用
本章主要介绍对于相关系数如何作出一个类似检测波动率的检测方法，其
中会涉及到 Copula 函数，并通过 Copula 函数定义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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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而这种定义对于任意的概率分布均适用。Copula 函数在风险管理领域有着
不同形式的应用，利用 Copula 函数，我们可以较为便利地建立违约相关性。
第八章 银行管理条约、《新巴塞尔协议》和偿付能力法案 II
1. 1988 年的《巴塞尔协议》
2. 1996 年的《巴塞尔协议修正案》
3. 《新巴塞尔协议》
4. 《新巴塞尔协议》对于操作风险的处理
5. 偿付能力法案 II
本章首先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00 年之间银行监管制度的变化，其中将
主要解释 1988 年的《巴塞尔协议》、净额计算方法和 1996 年的修正案，随后
讨论《新巴塞尔协议》，最后学习类似于《新巴塞尔协议》并将于 2012 年在欧
盟地区实施的偿付能力法案。
第九章 市场风险：历史模拟法
1. 历史模拟法的介绍
2. VaR 的精确度
3. 极值理论及应用
本章主要介绍计算市场风险 VaR 的方法之一：历史模拟法，其中重点是对
极值理论及应用的介绍。这种方法通常为银行所用，顾名思义，该方法使用市
场变量变化的历史数据直接估计投资组合今天到明天价值变化的概率分布。
第十章 市场风险：模型构建法
1. 基本方法介绍
2. 相关矩阵
3. 线性模型及应用
4. 蒙特卡罗模拟
5. 模型构建法与历史模拟法的比较
本章主要介绍计算市场风险 VaR 的方法之一：模型构建法（或方差协方差
法）。在这一方法中，我们需要对市场变量的联合分布作出一定假设，并采用
历史数据估计模型中的参数，其中重点是线性模型及其应用。
第十一章 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
1. 如何产生分析情景
2. 压力测试监管条例
3. 如何应用压力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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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测试涉及对金融机构的产品在极端情况（但发生概率大于零）同时又
是风险价值 VaR 没有考虑的情形下进行定价。本章将主要讨论产生压力测试情
景的不同方法，其中重点是如何产生分析情景和如何应用压力测试结果。
第十二章 信用风险
1. 信用评级
2. 历史违约概率
3. 回收率
4. 信用违约互换
5. 信用溢差
6. 由信用溢差来估算违约概率
7. 违约概率的比较
8. 利用股价来估计违约概率
9. 信用风险的缓解
10. 信用风险价值度
本章主要介绍估测违约概率的不同方法，并对比分析风险中的违约概率与
真实世界违约概率的差别。同时，对于信用风险的损失、缓解和信用风险价值
度进行一定程度的综述。
第十三章 操作风险
1. 什么是操作风险
2. 计算操作风险监管资本金的方法
3. 操作风险的分类
4. 损失程度和损失频率
5. 前瞻性方法
6. 操作风险资本金的分配
7. 应用幂律分布
8.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同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相比，操作风险更加难以量化，管理难度也更大，
且操作风险注定是银行业务运作中的一部分，在操作风险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
任务就是首先对这一风险进行识别，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指定管理措施。因此这
一章的内容主要几种在操作风险分类、损失程度和损失频率、操作风险资本金
的分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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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流动性风险
1. 交易流动性风险
2. 融资流动性风险
3. 流动性黑洞
2007 年开始的次贷危机为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敲响了净重。金融
机构的流动性需求具有不定型，因此必须对流动性的最糟糕情形进行估测，并
在应该确保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仍能通过将资产转为现金，或通过外部拆借的
形式来去的现金以确保生存。本章按照两个脉络开展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讲述，
即交易流动性风险和融资流动性风险，最后介绍流动性黑洞的有关知识。
（三）进一步的学习内容
如想进一步学好本门课程，有如下选学建议：
1.定期访问中国银监会的网站，关注国内金融风险管理的动向。
2.有志于在金融风险管理师（FRM）方面有所发展的同学，建议参考“FRM
handbook”相关章节的内容。
3.概率统计相关知识是必备的，建议对有关知识进行复习；此外，能对“资
产定价”的有关知识进行了解也显得较为重要。
4.衍生金融工具与金融风险管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妨对 John Hull 的
经典名著再次进行温习。
5.全球风险协会（GARP）定期对金融风险管理行业的新近发展进行跟踪报
道，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经常关注相关网页信息。
（四）课程英文简介（Course Descriptions）：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Finance.
I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financial risk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tegrity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becomes the core
of som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other non-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is course includes
fundamental theories and technical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absorbs the newest results and methods 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ields, widens the
scope of our students, fastens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contents and methods, and
organizes the concrete teaching contents with some experiments from domestic and
overseas famous universities. The course will also be organized with some contents
about the exam of “Financial Risk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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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jor contents of this course will cover the following topics: concepts,
financial tools, interest rate risk; Value-at-Risk; volatility;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Copula function; The New Basel Accord; market risk: historical simulation and model
construction; stress testing; etc.
五、教学进度与主要教学方法
周
数
1

2

3

具体
日期
2 月 28 日

顺延

第一章
金融风险管理
基础之一
第一章
金融风险管理
基础之二

顺延
第二章
金融产品概论

4

顺延

5

顺延

第三章
交易员如何管
理风险暴露

第四章
利率风险
6

顺延
第五章
风险价值度

7

顺延

8

顺延

9

顺延

10

顺延

主要教学方法

讲授内容

第六章
波动率
第七章
相关系数与
Copula 函数
第八章 银行管
理条约、新巴
塞尔协议和偿
付能力法案 II
第九章 市场风
险：历史模拟
法

主要教学方法：实例归纳、案例分析
通过实例归纳现代风险管理“风险”的“潜在损失”定义，
使用案例说明金融风险管理对中国金融机构海外拓展的重要
性。
主要教学方法：观点烹调法
侧重通过对金融风险管理的起源、定义、分类、过程以
及挑战等基础概念的不同于教科书的理解来激发同学们思考
和辩论。
主要教学方法：对比分析
结合行业发展实践，对比分析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
历史与金融风险管理的发展历史，用数据等说明前者对后者
的影响
主要教学方法：理论讲解、案例分析
对 Delta、Gamma、Vega、Theta、Rho 等风险测度的含
义、计算方式进行理论讲解，并通过分析企业对冲决策等案
例使学生对理论内容有直观印象。
主要教学方法：类比分析
与前一章介绍的 Delta、Gamma 等风险测度进行类比
分析，介绍利率曲线平行移动的久期、曲率等概念，同时运
用美国金融机构的破产费用计算等案例进行分析，增加学生
的直观印象。
主要教学方法：数理演绎法、实践说明法
基于正态分布假设，使用数理演绎的方法来推导绝对 VaR
和相对 VaR 的计算公式，结合业界实践说明 VaR 参数选择
的重要性。要求学生提前进行预习。
主要教学方法：归纳法、数理演绎法
对金融理论中用于计算波动率的方法进行归纳分类，并
通过数理演绎分别介绍几种不同的波动率计算模型。
主要教学方法：理论讲解、实践应用演示
对 Copula 函数的代数表达形式、尾部相关性、多远
Copula 函数以及因子 Copula 模型进行理论讲解，然后演示
将 Copula 函数应用于贷款组合的方法。
主要教学方法：比较分析法、归纳法
对巴塞尔新旧资本协议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对巴塞尔
新资本协议的“全面风险管理”思想进行归纳，同时对偿付能
力法案 II 进行介绍。
主要教学方法：数理演绎法、仿真试验
对基于极值理论等历史模拟法的 VaR 计算方法进行数
理演绎推理，然后从 CSAMR 等数据库或股票行情软件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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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顺延
第十章 市场风
险：模型构建
法

12

顺延

13

顺延

第十一章
情景分析和压
力测试
第十二章
信用风险

14

顺延
第十三章
操作风险

15

顺延
第十四章
流动性风险

16

顺延
总复习

载数据，运用基于历史模拟法特别是极值理论方法来计算单
种资产的 VaR。
主要教学方法：数理演绎法、案例教学、仿真试验
对模型构建法中的 Cornish-Fisher 展开、蒙特卡罗模拟
等技术进行数理演绎，介绍这些方法的基本思想及主要缺
陷，并从 CSAMR 等数据库或股票行情软件中下载数据，运
用上述方法计算投资组合的 VaR。
主要教学方法：对比分析法、案例教学法
（1）压力测试的基本原理；（2）对比分析历史情境分
析法和经济原理外推情境缝隙法；（3）中国银行业针对房
地产价格的压力测试实践分析。
主要教学方法：社会调研、对比分析法
课前请同学们去调研现实生活中违约事件的各种鲜活案
例，并由此开始讨论估测违约概率的不同方法，并对比分析
风险中的违约概率与真实世界违约概率的差别。
主要教学方法：社会调研、数理演绎法
课前请同学们查阅一些由操作失误引起巨大损失的著名
事件，并由此引入操作风险的定义、分类和计算操作风险监
管资本金的方法和分配方案，其中涉及幂律分布的知识运用
数理演绎方法讲授。
主要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比较分析法
通过引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流动性风险的典型案例，提
出流动性风险的典型特征及其可能后果，并比较分析交易流
动性风险和融资流动性风险，最后对流动性黑洞进行简述。
主要教学方法：对话教学法、归谬法
总复习前要求每位同学根据本学期所学内容，形成相应
的框架图，并做成 PPT 课，每个专业的同学我会选择两位
上来讲解，然后由我来点评和归纳可能理解错误的地方。

六、评价和评分程序
（一）过程评价将贯穿于始终，成绩占比 50%，论文成绩 50%。
（二）过程评价包括课堂发言与提问、讨论、课后作业等，助教会全程记
录。各部分所占的分数比例为：考勤、课堂发言、提问和讨论等（20%），平
时作业（30%）。
七、教学材料
（一）学术刊物
1.国外：Journal of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国内：《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投资研究》
（二）推荐网站
1.人大经济论坛：www.pinggu.org
2.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www.cenet.org.cn
3.中国银监会：www.cbrc.gov.cn/chinese/home/jsp/index.jsp

173

4.全球风险协会：www.GARP.com
八、教务事宜
（一）教务处联系方式
教务科：028-8709 2237
考试科：028-8709 3351
教学科：028-8709 3011
教材科：028-8709 2279
地址：腾骧楼一楼进正门左手边
（二）金融学院教学秘书联系方式
电话：028-87092269
地址：格致楼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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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金融风险管理》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金融风险管理
课程代码：(2017-2018-2)-FEG404-20150400-2
(2017-2018-2)-FEG404-20150400-1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48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温晓倩，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博士、副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612
答疑辅导时间：周一下午
电子邮件： wenxiaoqian@icfs.swufe.edu.cn
（二）助 教：无
（三）课程资源：自行创建公共邮箱
（四）教 室：C502 （周一）C204 （周一）
实 验 室：
（五）上课时间：每周一第 5-7 节 ,每周一 10-12 节
（六）纪 律: 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平时课堂任务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Elements of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2nd edition)》
Peter Christorffersen
（二）参考教材
《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第二版）》约翰 赫尔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 (8th edition)》 John C. Hull
《期权、期货及其它衍生产品 （第八版）》约翰 赫尔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通过学习，使学生们熟悉风险的种类、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典型性事实；熟
悉现代流行的金融风险管理技术，具体掌握如何测度和管理风险，并会分析实
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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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
序
号

题目

1

Chapter 1
Risk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returns

2

Chapter 1
&
Chapter 2 Historical
simulation, Value-atRisk and Expected
Shortfall

3

Chapter 2
&
Chapter 3
A primer on financial
time series analysis

4

Empirical Exercise

5

Chapter 4 Volatility
modeling using daily
data

6

Chapter4
&
Chapter 5
Volatility modeling
using intraday data

7

Chapter 5
&
Chapter 6
Non-normal
Distributions

8

Empirical Exercise

9

Chapter 7 Covariance
and correlation
models

知识点
1.1 Chapter outline
1.2 Learning objects
1.3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firm
1.4 A brief taxonomy of risks
1.5 Asset returns definitions
1.6 Stylized facts of asset returns
1.7 A generic model of assets returns
1.8 From asset returns to portfolio returns
1.9 Introducing the Value-at-Risk measure
Summary
2.1 Chapter overview
2.2 Historical simulation
2.3 Weighted historical simulation
2.4 Evidence from the 2008-2009 crisis
2.5 The true probability of breaching the HS VaR
2.6 VaR with extreme coverage rates
2.7 Expected shortfall
Summary
3.4 Univariate time series models
3.5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models
Summary
Asset returns
RiskMetrics Model
VaR calculation (HS, variance-covariance method)
ARMA model
4.1 Chapter overview
4.2 Simple variance forecasting
4.3 The GARCH variance model
4.4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4.5 Extensions to the GARCH model
4.6 Variance model evaluation
Summary
5.1 Chapter overview
5.2 Realized variance: four stylized facts
5.3 Forecasting realized variance
5.4 Realized variance construction
5.5 Data issues
5.6 Range-based volatility modeling
5.7 GARCH variance forecast evaluation revisited
Summary
6.3 Visualizing non-normality using QQ plots
6.8 Extreme Value Theory (EVT)
Summary
GARCH modeling
RV modeling
HAR modeling
7.1 Chapter overview
7.2 Portfolio variance and co-variance
7.3 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DCC)
7.4 Estimating daily covariance from intraday data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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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课
堂教授）

3

3

3

3

3

3

3

3

3

10

11

12

Chapter 8
Simulating the term
structure of risk
Chapter 9
Distributions and
copulas for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Chapter 9
Distributions and
copulas for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13

Empirical Exercise

14

Chapter 10
Option risk
management

15

Chapter 10
&
Chapter 13
Backtesting and
stress testing

16 复习、答疑
课时总计：48 学时

8.1 Chapter overview
8.2 The risk term structure in univariate models
8.3 The risk term structure with constant correlations
8.4 The risk term structure with dynamic correlations
Summary
9.1 Chapter overview
9.2 Threshold correlations
9.3 Multivariate distributions
9.4 The copula modeling approach (basic concepts)

3

3

9.4 The copula modeling approach (extensions)
9.5 Risk management using copula models
Summary

3

Copula modeling technique:
Dependence structure modeling
Portfolio management (Monte Carlo simulation/ Variance
reduction, VaR and ES reduction)
10.1 Chapter overview
10.2 Basic definitions
10.3 Option pricing using binominal trees
10.4 Option pricing under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10.5 Allowing for skewness and kurtosis
10.6 Allowing for dynamic volatility
10.7 Implied volatility function models
Summary
13.2 Backtesting VaRs
13.4 Backtesting Expected shortfall
13.6 Stress testing
Summary
复习、答疑
48（课程教授与案例分析）

3

3

3

3

（三）课程要求
1.参考书阅读作业：课堂进行随机抽查回答与提前指定汇报结合方式。
2.平时课后作业： 课上一起操作并讲解； 小组研究报告：实证分析的形式。
3.期末考试紧密结合平时上课所讲内容。
（四）教学安排
课程
1

2

3
4

讲授内容
Chapter 1
Risk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returns
Chapter 1&
Chapter 2 Historical
simulation, Value-at-Risk and
Expected Shortfall
Chapter 2 &
Chapter 3
A primer on financial time
series analysis
Empirical Exercise

授课
方式

作业(教材)/测验

辅助学习材料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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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Chapter 4
Volatility modeling using
daily data
Chapter 4 &
Chapter 5
Volatility modeling using
intraday data
Chapter 5 &
Chapter 6
Non-normal Distributions
Empirical Exercise
Chapter 7
Covariance and correlation
models
Chapter 8
Simulating the term structure
of risk
Chapter 9
Distributions and copulas for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Chapter 9
Distributions and copulas for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Empirical Exercise
Chapter 10
Option risk management
Chapter 10 &
Chapter 13
Backtesting and stress testing
复习、答疑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讲授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讲授

备考

课后习题和案例分析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平时作业
出勤率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课后习题
（课上演练，不提交）
小组研究报告
（提交）
到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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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方式
试卷考试

分值
50

小组研究报告（实证分析形式）

40

不定期点名

10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工程案例》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金融工程案例
课程代码：(2017-2018-2)-FEG510-20130248-1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48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 都科，金融学博士、副教授
办公室：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204室
答疑辅导时间：周一中午 11:30-12:30
电子邮件： duke20072009@yahoo.com
（二）课程资源： http://ifs.swufe.edu.cn/
（三）教 室： E103
（四）上课时间：每周五 5-7 节。
（五）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也不能迟到早退。
2、课堂上不允许玩手机以及干与课程教学无关的事情。
3、务必参与每次平时测试，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美）约翰.霍尔（John C Hull）《期货、期权和其它衍生产品》
（Option ,Future and other Derivatives），（第 9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1、《金融衍生产品:衍生金融工具理论与应用》 郭瑜骏、黄丽清、汤振
宇 清华大学 (2007-09 出版)
2、《衍生金融工具实验教程》 彭红枫、彭红枫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出版)
3、《衍生金融工具》，王晋忠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出版）
4、《金融工程案例》，王晋忠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出版）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衍生工具》 罗伯特 E.惠利、胡金焱、王起、李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出版)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本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对《衍生金融工具》系统地学习，掌握衍生金
融工具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定价方法，能够熟悉运用套期保值、投机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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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基本技能，能够掌握和运用无套利定价、风险中性定价和分解组合原理，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优化思维、发散思维和风险思维；本门课程的第二层次
的目标是要学会运用金融工程分析工具和方法来创造性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探讨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本门课程的第三层次目标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与教师、
同学们的交流与对话，要能够发现现实生活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大胆创新、挑
战权威；本门课程最高层次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同学交流、师生交流，养成认
真、勤奋、努力和踏实的学习态度，形成严谨、开拓、创新的素质。
（二）教学内容
序号

题目

1

本课程导论

2

期货与远期工具

3

期货与远期定价

4

利率期货

5

互换

6

期权的市场机制

7

股票期权价格的
性质

8

期权交易策略

9

二叉树模型
布莱克-斯科尔斯
模型
课时总计：48 学时

10

知识点
（一）本课程的框架
（二）金融工程的发展
（三）衍生金融工具引论
（一）期货市场机制
（二）期货套期权保值
（一）各种利率
（二）远期与期货 的定价
（三）应用举例与案例分析
（一）利率期货
（二）利率期货市场观察与讨论
（一）互换的基本类型
（二）互换的运用与创新
（三）应用举例与案例分析
（一） 期权的市场机制
（二） 期权市场在中国的发展
（一） 期权的上下限及边界
（二） 看涨看跌期权的关系
（一） 价差期权
（二） 组合期权
（三） 复合期权
（一） 单步二叉树
（二） 风险中性定价
（三） 两步二叉树
（四） 美式期权定价
（一）维纳过程与伊藤引理
（二）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
48（课程教授与案例分析）

学时（课堂教
授）
6
6
9
3
6
3
3
3

6

3

（三）课程要求
1.学生要成为学习的主体，课前必须认真预习，课堂教学以重点讲解与讨
论问答的方式进行。
2.本课程需要学生高度关注并研究相应市场的实践发展与前沿研究，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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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课堂讨论与专题讲解的形式推进。
3.本课程注重学习过程与过程管理，将通过课堂讨论、课外练习来深化学
习过程并考核学习状态。
4.平时课后练习：按规定的时间与授课教师进行选择性讨论。
5.期末开卷考试
（四）教学安排
课
程
1

2

3

4

5

6

讲授内容
金融工程与衍生金融工具
1.金融工程的发展
2.金融衍生工具的作用
第 1 章 绪论
1．场内场外交易市场
2．主要的四类衍生金融工具
3．交易者类型
第 2 章 期货市场的机制
1． 期货的发展历史
2． 期货合约
3． 期货价格收敛于现货价格
4． 保证金账户的动作
5． 交易行情
6． 交割
7． 交易者类型
8． 远期合约与期货合约
9． 期货模拟交易
第 3 章 利用期货套期保值策略
1．基本原理
2．对冲的讨论
3．基差风险
4．交叉对冲
5．股票指数期货
6．向前延展的套期保值
7．我国股票指数期货的讨论
第 4 章 各种利率
1． 利率的种类
2． 利率的度量
3． 零息率
4． 债券的定价
5． 零息票利率曲线的确定
6． 远期利率
7． 远期利率协议
8． 久期
9． 凸性
10． 期限结构理论
第 4 章 各种利率
11、中国债券市场

授课
方式

作业(教材)/测验

辅助学习材料

讲授
/讨论

思考题：现代金融与
金融工程的特征与发
展趋势

寻找金融工程案
例进行学习

讲授
/讨论

章节练习 1、6、7、
10、12、13、14、
15、16、24、25

世界各大衍生工
具交易所网站

章节练习4、5、9、
10、12、13、17、
19、24、25、27、28

中国金融期货交
易所网站；熟悉
期货交易系统

章节练习 6、8、
10、13、15、16、
1824、25、26；寻找
期货交易的典型案例
并分析

中国股指期货的
发展

章节练习 4、6、
11、12、15、17、
19、24、25

人民银行网站，
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网站。

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
构的构建

中国债券市场网
站

讲授

讲授
案例分析

讲授

讲授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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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3

第 5 章 远期和期货价格的决定
1．投资资产与消费资产
2．卖空
3．假设与符号
4．投资资产的远期价格
5．已知证券的现金收益
6．已知收益率的证券
7．远期合约的定价
第 5 章 远期和期货价格的决定
8．远期价格和期货价格的关系
9．股指期货的期货价格
10.货币的远期合约和期货合约
11.商品期货
12.持有成本
13.交割选择权
第 6 章 利率期货
1． 日算惯例
2． 长期国债的报价
3． 长期国债期货
4． 欧洲美元期货
5． 基于久期的套期保值
6． 资产负债组合的套期保值
7．期货远期案例
第 7 章 互换
1． 利率素描机制
2． 日算习惯
3． 确认书
4． 比较优势观点
5． 互换率的性质
6． LIBOR/互换息票率的确定
7． 利率互换的估值
8． 货币互换
9． 货币互换的估值
10． 信用风险
第 8 章 期权市场的机制
1． 期权类型
2． 期权头寸
3． 标的资产
4． 股票期权的性质
5． 行情
第 8 章 期权市场的机制
6． 交易
7． 佣金
8． 保证金
9． 期权清算公司
10． 法规/税法
11． 权证、管理者期权和可转换债券
12．我国权证市场发展分析
第 9 章 股票期权价格的性质
1． 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5、6、
11、12、14、15

套利交易与量化
交易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17、18、
19、21、23、25

套利交易与量化
交易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2、4、5、
7、8、14、、16、
23、24

中国金融期货交
易所的国债期货

讲授
讨论

章节练习 2、4、6、
7、8、9、、12、
13、15、17、21、22

我国央行与国外
央行的货币互换

讲授
讨论

章节练习 1、3、5、
8、11、14、16

我国期权市场的
发展历史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18、19、
20、21、22
期权在我国金融市场
发展中的作用。

美国和韩国期权
市场的发展现状

讲授
讨论

章节练习 3、4、6、
8、9、14、15、17、
21

国际股票期权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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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2． 基本假设
3． 期权的上下限
4． 看涨期权看跌期权的平价关系
5． 提前执行：不付红利的看涨期权
6． 提前执行：不付红利的看跌期权
7． 红利的影响
第 10 章 期权的交易策略
1． 股票和期权的组合
2． 价差期权
3． 组合期权
4． 其它复合期权
5．期权在理财产品中的运用
第 11 章 二叉树模型介绍
1． 单步二叉树模型
2． 风险中性估值
3． 两步二叉树
4． 看跌期权的例子
5． 美式期权
6． Dalta 值
7． 用 u 和 d 计算波动率
8． 增加树图中的步数
9． 其它资产的期权
第 12、13 章维纳过程与 B-S 模型
1. 维纳过程与股票价格过程
2. 伊藤引理
3. 股票价格的对数正态分布性质
4. B-S 微分方程的推导
5. 风险中性定价
6. B-S 定价公式
考试

股票期权的案例分析

讲授讨论

章节练习 6、7、9、
12、14、16、18、
20、22

我国商业银行的
结构化理财产品

讲授
练习

章节练习 4、6、8、
9、、10、13、15、
17、18、20

二叉树的计算软
件与运用

讲授/讨论

章节练习 5、13、14
章节练习 2、4、7、
8、13、、14、15、
16、19

中国期权市场的
发展现状与存在
的问题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平时作业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考察方式
开卷考试
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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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40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计量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金融计量学
课程代码：FEG403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徐秋华，数量经济学博士，讲师
办公室：格致楼 418A
答疑辅导时间：周三下午 1:30-4:30
电子邮件： xuqh@swufe.edu.cn
（二）助 教：张宇、金融工程硕士研究生
答疑辅导时间：双周星期一下午 2：00-5:00
答疑辅导地点：格致楼 428
电子邮件：849499068@qq.com
（三）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http://202.115.115.133/webapps/portal/frameset.jsp
（四）教 室：E203
（五）上课时间：每周一 10-12 节
（六）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An Introduction to Analysis of Financial Data with R, Ruey S.
Tsay, Wiley, 2013. (RT2013)
（二）参考教材
1. Time Series Analysis, James D. Hamilton, Princeton, 1994. (JH994)
2. The Elements of Financial Econometrics, Jianqing Fan & Qiwei Yao, Science
Press, 2015. (FY2015)
3.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for Financial Engineering, 2nd, David Ruppert &
David S. Matteson, Springer, 2015. (RM015)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1. 精通 R 语言—用于量化金融（影印版），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 月.
2. 主动投资组合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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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1. 理解并掌握金融计量学各个模型的产生动机和相关理论。
2. 能正确应用金融计量的各个模型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金融问题。例如，波
动率的预测，在险价值（VaR）的计算等。
3. 能够基本上读懂国内外金融学期刊上有关金融计量实证应用类的文章。
4. 熟练应用 R 软件进行金融计量模型的估计、检验和预测。
5. 精通以下技能：分析金融数据的能力、口头陈述的能力、用 Latex 制作
演示文稿和动态报告的能力、文献及数据搜索和互联网信息检索能力。
6. 通过师生交流、同学合作，养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二）教学内容
序号

题目

1

绪论

2

资产收益率和
金融数据的特
征

3

金融时间序列
的线性模型

4

资产波动率和
波动率模型

5

极值理论、分
位数和在险价
值

6

知识点
（一）金融计量学的研究对象
（二）金融实证分析的常用计量方法
（三）R 语言简介
（一）资产收益率
（二）常用金融数据库介绍
（三）R 中金融数据下载实现
（四）收益率数据的特征
（五）非参数密度函数的估计
（六）应用举例
（一）平稳性和 ACF
（二）移动平均过程（MA）
（三）自回归过程（AR）
（四）MA 和 AR 模型阶数的确定
（五）ARMA 模型及其阶数的确定
（六）ARMA 模型的估计及诊断
（七）非平稳和季节性
（八）ARIMA 模型的预测
（一）波动率的定义及其特征
（二）波动率模型的构建过程
（三）检验 ARCH 效应
（四）ARCH 和 GARCH 模型
（五）GARCH 扩展模型
（一）风险测度和一致性
（二）在险价值 VaR
（三）RiskMetrics
（四）VaR 预测的计量方法
（五）分位数估计
（六）极值理论
（一）弱平稳和交叉相关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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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课堂教
授）
6

6

9

9

9

6

多元时间序列
分析
课时总计：54 学时

（二）向量自回归模型
（三）协整
（四）配对交易
45（课程教授）+ 3 (答疑)
+ 6（课程知识复习）

（三）课程要求
1.预备知识：计量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教材、参考书和文献阅读作业：课堂进行随机抽查回答与提前指定汇报
结合的方式。
3.平时课后作业：按规定的时间提交作业到课程中心，作业提交一周后由
助教与授课教师在课上进行讲评。
4.期末考试：闭卷考试，要求熟练掌握本课程的理论推导，并运用本课程
所学的理论模型与方法分析实际问题。
（四）教学安排
课
程
1

2

3

4

5

6

7

讲授内容

授课
方式

作业(教材)/测验

辅助学习材料
1. 推荐阅读：

绪论：
1 金融计量学的研究对象；
2 金融实证分析的常用计量方法

讲授
课外阅读

R 语言入门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查询、阅读

讲授
课外阅读

教材及参考书阅读

RT2013—Chapter 1, P1-20
FY2015—Chapter 1, P1-7

讲授
课外阅读

作业 1

RT2013—Chapter 1, P20-35
FY2015—Chapter 1, P7-30

讲授
课外阅读

教材及参考书阅读

RT2013—Chapter 1, P39-79
FY2015—Chapter 2
JH994—Chapter 1-3

讲授
课外阅读

教材及参考书阅读

RT2013—Chapter 1, P79-86
FY2015—Chapter 2
JH994—Chapter 5

讲授

教材及参考书阅读

RT2013—Chapter 1, P86-125

第一章 资产收益率和金融数据的
特征
1 各种资产收益率的定义
2 金融数据库介绍
3 金融数据下载的 R 语言实现
第一章 资产收益率和金融数据的
特征
4 收益率数据的特征
5 非参数密度函数的估计
第二章 金融时间序列的线性模型
1 平稳性的定义及其重要性
2 自相关函数（ACF）
3 移动平均过程（MA）
4 自回归过程（AR）
第二章 金融时间序列的线性模型
5 MA 和 AR 模型阶数的确定
6 ARMA 模型及其阶数的确定
7 极大似然估计简介
8 ARMA 模型的估计及诊断
第二章 金融时间序列的线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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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查询、阅读

Jianqing Fan, An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econometrics, 2004
1. 推荐阅读：
Notes on R: A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for
Data
Analysis and Graphics, 2016

8

9
10

9 非平稳性和 ARIMA 模型
10 季节性
11 ARIMA 模型的预测
第三章 资产波动率和波动率模型
1 波动率的定义及其特征
2 波动率模型的构建步骤
3 检验 ARCH 效应
第三章 资产波动率和波动率模型
4 ARCH 和 GARCH 模型
第三章 资产波动率和波动率模型
5 GARCH 扩展模型

课外阅读

（第二章交作业）

讲授
课外阅读

教材及参考书阅读
第二章小测验（30
分钟）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课外阅读

教材及参考书阅读
教材及参考书阅读
作业 2

FY2015—Chapter 2
JH994—Chapter 4

RT2013—Chapter 4, P176-185
FY2015—Chapter 3
RT2013—Chapter 4, P185-210
FY2015—Chapter 3
RT2013—Chapter 4, P211-226
FY2015—Chapter 3
RT2013—Chapter 7, P327-336
推荐阅读：
Handbook
of
Financial
Econometrics, V1, Chapter 10,
Value at Risk.
RT2013—Chapter 7, P337-352
推荐阅读：
Handbook
of
Financial
Econometrics, V1, Chapter 10,
Value at Risk.

11

第四章 极值理论、分位数和在险
价值
1 风险测度和一致性
2 在险价值 VaR

讲授
课外阅读

教材及参考书阅读
第三章小测验（30
分钟）

12

第四章 极值理论、分位数和在险
价值
3 RiskMetrics
4 VaR 预测的计量方法

讲授
课外阅读

教材及参考书阅读
（第三章交作业）

讲授
课外阅读

教材及参考书阅读
作业 3

RT2013—Chapter 7, P352-372

讲授
课外阅读

教材及参考书阅读
课程论文开题

FY2015—Chapter 4

讲授
课外阅读
自主案例分析
讲授和答疑

教材及参考书阅读
第四章交作业
作业 4

FY2015—Chapter 4

13

14

15
16
17

第四章 极值理论、分位数和在险
价值
5 分位数估计
6 极值理论
第五章 多元时间序列分析
1 弱平稳
2 交叉相关矩阵
3 向量自回归模型
第五章 多元时间序列分析
4 协整
5 配对交易
课程内容复习
课程答疑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作业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4 次作业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课后独立完成，按规定及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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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40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计量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金融计量学
课程代码：FEG403
选课课号：(2017-2018-2)-FEG403-20170261-2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教学助理、教室等情况
（一） 任课教师：杨自营，金融工程系讲师
办公室：格致楼 518
答疑辅导时间：周五上午 8:30-11:30
电子邮件：yziying1988@gmail.com; yangzy@swufe.edu.cn
（二） 教学助理：黄维萍，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答疑辅导时间和地点：通过邮件预约
电子邮件：18728439235@163.com
（三） 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http://jwc.swufe.edu.cn/xsfw.htm
（四） 教 室：经世楼 C403
（五） 上课时间：周四下午午 5-7 节
（六） 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1. An Introduction to Analysis of Financial Data with R, Tsay, R., 2012, John
Wiley & Sons, Inc.
2. 蔡瑞胸（作者），李洪成，尚秀芬，郝瑞丽（译者），2013.金融数据分
析导论：基于 R 语言.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1. The Elements of Financial Econometrics, Jianqing Fan, Qiwei Yao, Science
Press, Beijing
2. Analysis of Financial Time Series (3rd Edition), Tsay, R., 2010, John Wiley &
Sons, Inc.
3. The Econometrics of Financial Markets, John Y. Campbell, Andrew Lo, Craig
MacKinlay, 199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Jeffrey M.Wooldridge, 3rd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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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 课程目标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期望能达到以下几个目标：
（1） 对金融计量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2） 可以运用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解读数据后面的经济、金融含义
（3） 能够估计计量模型和比较模型的优缺点
（4） 能够对实证的结果进行解读
（二） 教学内容及时间安排
序号

题目
计量经济学回顾

1
金融数据及其特征
2
金融时间序列的线
性模型
3

4

线性时间序列分析
案例学习

5

资产波动率及其模
型
波动率模型的应用

6
高频金融数据
7
极值理论、分位数
估计与 VaR
8

知识点
1. 线性模型
2. 最小二乘法估计
3. 最大似然估计
4. GLS 估计
5. 假设检验
1. 资产收益率
2. 收益率的分布特征
3. R 语言的展示
1. 平稳性
2. 相关系数和自相关函数
3. 白噪声和线性时间序列
4. 简单自回归模型
5. 简单移动平均模型
6. 简单 ARMA 模型
7. 单位根非平稳性
1. 每周普通汽油价格
2. 全球温度异常值
3. 美国月失业率
1. 波动率的特征
2. ARCH 模型及其效应的检验
3. GARCH 模型
1. GARCH 波动率期限结构
2. 期权定价和对冲
3. 随时间变化的协方差和 β 值
4. 最小方差投资组合
5. 预测
1. 交易数据的经验特征
2. 价格变化模型
3. 持续期模型
4. 实际波动率
1. 风险测度和一致性
2. 计算风险度量的注记
3. 风险度量制
4. VaR 计算的计量经济学方法
5. 分位数估计
6. 极值理论
7. 极值在 VaR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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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安排
第一周

第二周至第三周

第四周至第六周

第七周
第八周至第十周

第十一周

第十二周至第十
四周

第十五周至第十
六周

五、课程考核方式及要求
（一） 平时作业
1. 分值：40
2. 共 4 次作业，每次作业 10 分
3. 编程的问题需要提交代码和数据
4. 编程的软件为 R 语言
5. 独立完成，规定及时提交，不允许抄袭，作弊的作业以 0 分计算
（二） 期末考试
1. 分值：60
2. 闭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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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经济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金融经济学
课程代码：(2017-2018-2)-FEG405-20170192-1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48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 都科，金融学博士、副教授
办公室：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204室
答疑辅导时间：周一中午 11:30-12:30
电子邮件： duke20072009@yahoo.com
（二）课程资源： http://ifs.swufe.edu.cn/
（三）教 室： C501
（四）上课时间：每周一 5-7 节。
（五）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也不能迟到早退。
2、课堂上不允许玩手机以及干与课程教学无关的事情。
3、务必参与每次平时测试，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金融经济学》（王江）
（二）参考教材
（美）《Asset Pricing》 John H. Cochrane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使学生了解金融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框架，了解前沿的相关理论
和国内、国外的最新研究动态；介绍资本市场的基本理论与模型：马科维茨投
资组合模型、最优投资消费模型、公司的最优预算法则、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套利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二叉树方法、Black-Scholes 模型）以及期权的
套期保值策略、远期与期货市场以及期货的套期保值策略、MM 模型、有效市
场假说等；从经济学和金融学角度了解金融商品相对于一般实际商品的特殊
性，以及金融市场均衡的形成过程，掌握金融市场均衡机制相对于一般商品市

191

场的均衡机制的共性差异。掌握金融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金融商品的未来
回报的不确定性的刻划方法、处理风险和收益之间关系的定量方法、证券投资
组合方法、资本资产定价的原理和无套利均衡方法、期权与期货的定价方法与
套期保值方法等。
本门课程的更深层次目标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与教师、同学们的交流与对
话，要能够发现现实生活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大胆创新、挑战权威；本门课程
最高层次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同学交流、师生交流，养成认真、勤奋、努力和
踏实的学习态度，形成严谨、开拓、创新的素质。
（二）教学内容
序号

题目

1

本课程导论

2

基本框架

3

Arrow-Debreu 经济

4

套利和资产定价

5

期权

6

期望效用函数

7

风险厌恶

8

组合选择

9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10

套利定价理论
课时总计：48 学时

知识点

学时（课堂教
授）

（一）本课程的框架
（二）金融经济学的发展
（一）基本经济模型
（二）市场均衡
（一）Arrow-Debreu 证券市场
（二）状态价格
（三）市场均衡
（一）无套利原理
（二）风险中性定价
（一）期权的性质和界
（二）完全市场中的期权定价
（三）期权与市场完全化
（三） 期望效用函数
（四） 拓展
（三） 风险厌恶的度量
（四） 一阶风险厌恶
（四） 随机占优
（五） 组合分离
（六） 共同基金分离和风险投资
（五） 市场组合
（六） 市场均衡
（七） CAPM 给出的资产定价关系
（八） 作为均衡结果的 CAPM
（三）因子模型
（四）套利与均衡
48（课程教授与案例分析）

6
6
9
3
6
3
3
3

6

3

（三）课程要求
1.学生要成为学习的主体，课前必须认真预习，课堂教学以重点讲解与讨
论问答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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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课程需要学生高度关注并研究相应市场的实践发展与前沿研究，并通
过课堂讨论与专题讲解的形式推进。
3.本课程注重学习过程与过程管理，将通过课堂讨论、课外练习来深化学
习过程并考核学习状态。
4.平时课后练习：按规定的时间与授课教师进行选择性讨论。
5.期末开卷考试
（四）教学安排
课程
1

2

3

4

5

6

7

8

9

讲授内容
本课程导论
基本框架
1 基本经济模型
2 市场均衡
Arrow-Debreu 经济
10． Arrow-Debreu 证券市场
11． 状态价格
12． 市场均衡
套利和资产定价
1 无套利原理
2 风险中性定价
期权：一个套利定价的例子
11． 期权的性质和界
12． 美式期权
13． 完全市场
14． 期权与市场完全化
期望效用函数
1 期望效用函数
2 拓展
3 附加假设
4 Epstin Zin 效用函数
风险厌恶
1．边际效用递减
2．风险厌恶的定义
3．风险厌恶的度量
4．例子
5．风险厌恶的比较
6．一阶风险厌恶
组合选择（一）
1．解的存在性及其特征
2．投资组合的选择
3. 最优组合的性质
组合选择（二）
7． 随机占优
8． 组合分离
9． 共同基金的分离和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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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
方式

作业(教材)/测验

辅助学习材料

讲授
/讨论

思考题：现代金融与
金融经济学的特征与
发展趋势

寻找金融经济学
案例进行学习

讲授
/讨论

教材章节练习 2.8

学习使用 Latex

讲授

教材章节练习3.7

中国金融期货交
易所网站；熟悉
期货交易系统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4.7；寻找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
典型案例并分析

中国股指期货的
发展

讲授

章节练习 5.7

学习用 vba，用二
叉树的方法计算
美式期权价格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6.5

学习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utility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7.8

风险厌恶案例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8.4,8.5

Excel 练习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9.5

Excel 练习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完全市场中的资源配置与资产价格
11． 完全市场中的均衡
12． 最优配置和风险分担
13． 代表性参与者
14． 加总
15． 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不完全市场中的资源配置与资产价格
12． 约束下的最优配置
13． 实质完全市场
在均值方差偏好下的投资组合选择
1 均值方差偏好
2 均值方差前沿组合
3 性质
4 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形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8． 市场组合
9． 市场均衡
10． CAPM
11． 作为均衡结果的 capm
套利定价理论
5． 因子模型
6． 极限套利和均衡
7． 作为均衡结果的 APT
完全市场下的公司财务
10． 存在生产机会的 AD 经济
11． 公司的投资决策
12． 融资决策
13． 基本框架外的公司财务
连续时间模型
7. B-S 模型
8. 莫顿问题与 HJB 方程
考试

讲授
讨论

章节练习 10.7

Excel 练习

讲授
讨论

章节练习 11.5

学习鞅分解定理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12.6

Excel 练习

讲授
讨论

章节练习 13.7

Excel 练习

讲授讨论

章节练习 14.7

Excel 练习

讲授
练习

章节练习 15.6

案例教学

讲授/讨论

练习使用 matlab 计
算 bs 价格

中国期权市场的
发展现状与存在
的问题

六、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平时作业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考察方式
开卷考试
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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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40

西南财经大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英)》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英） Commercial Bank Management
课程代码：FIN802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 韩琪，金融学博士、讲师
办公室：格致楼 518 室，
答疑辅导时间：[星期二上午 9:30-11:30]
电子邮件：qhan@swufe.edu.cn
（二）助 教： [刘慧聪，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电子邮件：liuhuicong0812@foxmail.com
（三）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Peter S. Rose, Sylvia C. Hudgins (RH), “Bank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Services”, 9th edition
（二）参考教材
Anthony Saunders, M.M. Cornett (SC),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A
Risk Management Approach”, 9th Edition, McGraw Hill/Irwin (2017)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Journal of Financ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是金融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
习，为学生们打下较好的关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与运作方面的基础。
商业银行是一国金融体系中的骨干，也是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商业银行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由
于我国银行的商业经营时间短，还没有完全按照商业银行原则经营，因此，学
习这门课对金融专业的学生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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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要让学生们了解商业银行的重要性、明确有关的基本概念、了解商
业银行的基本特征和基本业务、学习如何管理商业银行并了解日益变化着的国
际商业银行业的新业务。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管理学的基本的理论和工具，
了解商业银行中高层管理者应该和必须关心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
启迪学生创新的解决银行乃至金融问题的思路，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银行家所
必需的基本理论水平和管理技能。
（二）教学内容
Chapter 1. An Overview of Banks and the Financial-Services Sector
The goal of this chapter is to learn about the many roles banks and their financial
service competitors play in the economy today. You will examine how and why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the financial services marketplace as a whole is rapidly changing,
becoming new and different as we move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Chapter 2.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Policy and Regulation on Banking and
the Financial-Services Industry
This chapter is devoted to a study of the complex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created for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service firms
in an effort to safeguard the public’s savings, bring stability to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prevent abuse of financial-service customers.
Chapter 3.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Banks and Their Principal
Competitors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to acquaint the reader with the content, structure and
purpose of bank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to help managers understand how information
from bank financial statements can be used as tools to reveal how well their banks are
performing.
Chapter 4. Measuring and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Banks and Their
Principal Competitors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to discover what analytical tools can be applied to a
bank’s financial statements so that management and the public can identify the most
critical problems inside each bank and develop ways to deal with those problems.
Chapter 5. Asset-Liability Management:

Determining and Measuring

Interest Rates and Controlling Interest-Sensitive and Duration Gaps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to explore the options bankers have today for dealing
with risk – especially the risk of loss due to changing interest rates – and to see how a
bank’s management can coordinate the management of its assets with the management
of its liabil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nstitution’s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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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Risk Management Using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Sales,
Credit Standbys, and Credit Derivatives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to learn about some of the newer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at bankers and managers of their competitors have used in recent years
to help reduce the risk exposure of their institutions and, in some cases, to aid in
generating new sources of fee income and in raising new funds to make loans and
investments.
Chapter 8. The Investment Function in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Manage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to discover the types of securities tha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quire for their investment portfolio an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a
manager should consider in determining what securities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should
buy or sell.
Chapter 9. Liquidity and Reserv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wh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ften face heavy demands for immediately spendable funds (liquidity) and learn about
the methods they can use to prepare for meeting their cash needs.
Chapter 10. Managing and Pricing Deposit Services
This chapter has multiple goal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learn abou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deposits banks and their competitors offer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manager, to discover which types of deposits are among the most profitable to offer
their customers. We also want to explore how an institution’s cost of funding can be
determined and examine the different methods open to institutions to price the deposits
and deposit-related services they sell to the public.
Chapter 11. Managing Nondeposit Liabilities and Other Sources of Borrowed
Funds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to learn about the principal nondeposit sources of
funds tha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n borrow to help finance their activities and to see
how managers choose among the various nondeposit funds sources currently available
to them.
Chapter 12: Investment Banking, Insurance, and Other Sources of Fee
Income.
This chapter discusses the ongoing search for fee income. It introduces the
investment banking services, mutual funds and other investment products, trust services
and insurance products. It discusses the benefits of product-line divers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It also discusses the concerns over
information flow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consumer 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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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3. The Management of Capital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to learn about the functions of capital, key risks and
defenses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types of capital, and

the Basel

Agreement on international capital standards.
Chapter 14. Lending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to learn why sound lending policies are important
to banks and other lenders and the public they serve and how to spot and deal with
problem loans when they appear in an institution’s portfolio.
Chapter 15. Lending to Business Firms and Pricing Business Loans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to explore how bankers can respond to a business
customer seeking a loan and to reveal the factors they must consider in evaluating a
business loan request. In addition, we explore the different methods used today to price
business loans and to evaluate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se pricing methods
for achieving a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oals.
Chapter 16. Acquisitions and Mergers in Financial-Services Management
This Chapter starts with analyzing the merger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explain the motives for such a trend, provide guidance on selection of merger
partners, explain the rules of merg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 discuss the
principles of making a successful merger, and summarize research on merger motives
and outcomes.
Chapter 17.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the Future of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This chapter describes various types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organizations, how
international banks are described, activities of foreign b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banks operate abroad. It also discusses services provided by
international banks, how these banks manage currency risk exposure, what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banks face in foreign markets. By the end it explores the possibl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of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三）课程要求
1.出勤率与课堂表现：不定期点名，课堂积极发言，踊跃与教师互动。
2.平时课后作业：课前交与教学助理进行批改，隔一周上课时间教学助理
与授课教师进行评讲。
3.小组演讲：积极参与，合理分工，完成相应的作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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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安排
Wee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讲授内容

Teaching Method

Course
Material

An Overview of Banks and the FinancialCourse Introduction &
Chapter 1
Services Sector
Lectur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Policy and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2
Regulation on Bank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Analysis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3
TA: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consulting the problems
Measuring and Evaluating the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4
Performance of Banks
TA: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consulting the problems
Asset-Liability Management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5
TA: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consulting the problems
Risk Management Using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Sales, Credit Standbys,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7
and Credit Derivatives
TA: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consulting the problems
The Investment Function in Banking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8
Management
TA: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consulting the problems
Liquidity and Reserve Management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9
TA: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consulting the problems
Managing and Pricing Deposit Services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10
TA: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consulting the problems
Managing Non-deposit Liabilities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11
TA: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consulting the problems
Investment Banking, insurance, and other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12
new services.
TA: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consulting the problems
The Management of Capital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13
TA: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consulting the problems
Lending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14
TA: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consulting the problems
Lending to Business Firms and Pricing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Chapter 15
Business Loans
TA: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consulting the problems
Consolid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Chapter 16&
Lecture and Calculation
Banking.
17
TA: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consulting the problems
Summarize the whole
Review class
course
TA: collecting and marking the assignments, consulting the problems, helping to prepare
the final exams for students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出勤和课堂表现
个人作业
小组展示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到课情况
课后习题
学术文章展示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不定期点名，根据课堂表现评分
11 次，课前交给助教
幻灯片制作，演讲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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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50
5
15
30

西南财经大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BANK MANAGEMENT ﹠ FINANCIAL SERVICE》
课程代码：FIN302
学 分：4
总 学 时：3 学时/课，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罗军，副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517 室，电话：13541009133
答疑辅导时间：每周四下午。
电子邮件： ljcd@swufe.edu.cn。教师个人简介请参见金融学院教师主页。
（二）助教：电话：
（三）教 室：C201
（四）上课时间：每周 4,1-3 节、10-12 节（两个班级，每个班每周三学时）
（五）纪 律：教师一般不会调课，但所有因公调课都将通过教务处进行，并以
恰当方式让每一位同学知道，一旦调课，通常会补上。
每一位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课。
特别强调和规定几点：
1）认真听讲，认真做好笔记；每次课都将组织学习课外资料和讨论；
2）理论联系实际，对于上课所讲的案例要深入分析、细心体会并能举一反
三；
3）复习所学的金融专业基础课程、补充相关金融知识；
4）结合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具体案例自己要认真总结；
5）不准迟到早退、不准无故不来上课、凡违反，学期总成绩扣分；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本课程选用（美）彼得 S.罗斯（Peter S.Rose）西尔维亚 C.赫金斯（Sylvia
C.Hudgins） 著原书第 9 版《商业银行管理》 （BANK MANAGEMENT ﹠
FINANCIAL SERVICE）， 机械工业出版社 。
（二）参考教材及重要资料
1，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曾康霖 西南财大出版
2， 《银行管理学》 黄宪 武汉大学出版社
3，《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殷孟波 人大出版社
4，《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张桥云 西南财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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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及银监会的相关
监管办法及指引
(三） 进一步阅读资料
1、《中国银行家》杂志
2、《金融研究》实务版
3、《金融时报》实务版新华网
4、新浪网财经时评和银行动态
5、各银行的网站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本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是要掌握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经营管理商业银行业
务的基本原理，培养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学习兴趣，为学习其它课程和继
续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本门课程的第二层次的目标是要学会运用商业银行经
营管理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中的各种问题，探索提升我国银
行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对策建议；本门课程的第三层次目标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与
教师、同学们的交流与对话，要能够发现我国商业银行业中需要研究的问题，
大胆创新、挑战权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商业银行体系与体制献计献策；本
门课程最高层次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同学交流、师生交流，养成认真、勤奋、
努力和踏实的学习态度，达成友爱、包容、相互尊重的做人品质和高素质银行
家的基本潜质。
（二）教学内容
鉴于多年来的上课经验的积累，本课程将打破教材的架构，按照概述、报
表及绩效评估、业务经营及各类管理的逻辑展开学习，主要包括以下几讲：
第一讲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概述
第二讲 商业银行财务报表及绩效评估
第三讲 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管理
第四讲 商业银行资金运用管理
第五讲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
第六讲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管理
第七讲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进一步的学习内容
如果想进一步学好本门课程，老师有如下选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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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一本你最感兴趣的商业银行研究的名著来作读书笔记，最好是看一
本商业银行产生发展尤其是中国商业银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方面的书。
2.在教材方面除选用的教材之外，还可补充看黄宪老师的《银行管理
学》、曾康霖老师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等著作和文献，这是为有志于
进一步深造的同学准备的。
3.金融、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动态咨询是必备的，建议同学们随时关注国
际、国内银行业的最新动态和最新经营管理案例；
4，金融意识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素质的提升是日积月累的、是潜移默化
的；不是靠简单地死记硬背几个概念或原理就能养成的。所以希望和建议各位
同学一定要充分利用好第二课堂、利用好网络、利用好报刊杂志、利用好同学
之间、老师与同学之间、同学与助教之间的交流和讨论机会：关注动态、天天
总结、举一反三、融通应用。
（三）课程要求
1）认真听讲，认真做好笔记；每次课都将组织学习课外资料和讨论；
2）理论联系实际，对于上课所讲的案例要深入分析、细心体会并能举一反
三；
3）复习所学的金融专业基础课程、补充相关金融知识；
4）结合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具体案例自己要认真总结；
5）不准迟到早退、不准无故不来上课、凡违反，学期总成绩扣分；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是一门金融专业的重要专业主干课程。这门课程是
在学习了货币金融学的基础上，专门对银行这一特殊金融机构进行专门学习和
研究的课程；这门课程是经济金融理论和金融银行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学好
这门课程，要求同学们要全面复习已经学过的金融专业基础课程、要理论联系
实际地去思考银行改革和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要认真听讲、广泛阅读、勤于思
考、完成各项课内外的学习活动。
如果你将来想选择一份好的工作尤其是想进入各类银行金融机构工作，那
么这门课程将会给你一个选择的参照系，告诉你将如何选择；如果你想继续深
造，这门课程是金融学专业必考的课程；更为重要的是，本门课程是金融专业
的几门专业主干课程之一。这门课程，如果不学，如果不认真学，如果不全程
学，可能会成为学生生涯中令人遗憾的一件大事之一。
相信每一位同学都会富有活力、有创造性地学好本门课程，相信每一位同
学通过一学期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自发地生成对金融业、对银行业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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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我相信，同学们当中一定会有一大批人成为卓越的银行行长和金融高管，
更期望同学们中能够有一批人能立志将经济学、金融学研究作为毕生的事业！
（四）教学安排
1、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先行课程

教
学
目
标
和
主
要
内
容

050674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课程代码
双语（否） 多媒体（是/）
学分：4
学分与学时
新课（否） 精品课（否）
学时：3
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货币金融学、财务管理学等
《商业银行管经营理》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畴，是金融专业教育中的专业主干业务
课，是一门实务学科。它侧重于研究银行内部的人、才、物和责、权、利的关系以及怎
样营运资金、防范风险、谋求效益，基于此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于讲解和传授现代银行
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国内外银行经营管理的改革实践和金融创新，为我国培养
适应２１世纪金融业发展需要的合格的金融人才及银行家。
作为专门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的营运机制及业务发展规律的科学，该课程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因此，内容的安排也尽量在保证前沿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计划讲授：
第 1 章、 变化中的金融服务部门概览；
第 2 章、政府政策及监管对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影响；
第 3 章、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的组织与结构；
第 4 章、设立银行、分支机构、自动柜员机以及开通电话银行服务和网上银行业务；
第 5 章、银行及其主要竞争者的财务报表
第 6 章、银行及其主要竞争对手绩效的测量与评估；
第 7 章、变动利率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和久期技术；
第 8 章、金融期货、期权、互换和其他风险规避工具在资产负债管理中的应用；
第 9 章、使用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出售、备用信用证与信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管理
第 10 章、银行的投资功能与金融服务管理
第 11 章、流动性与准备金管理策略及政策
第 12 章、存款服务的管理和定价
第 13 章、非存款负债的管理；
第 14 章、投资银行业务、保险及其它费用收入来源；
第 15 章、资本管理
第 16 章、贷款政策与程序
第 17 章、企业贷款与定价
第 18 章、消费信贷、信用卡和房地产贷款
第 19 章、金融服务业中的收购与兼并
第 20 章、国际银行和银行金融服务的未来
注：因学时较少，因此在讲课过程中老师会对各章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和删减，授课也
不会完全按照章节的顺序进行，通常第 19、20 章不在课堂上专门讲授。
鉴于多年来的上课经验的积累，本课程将打破教材的架构，按照概述、报表及绩效评
估、业务经营及各类管理的逻辑展开学习，主要包括以下几讲：
第一讲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概述
第二讲 商业银行财务报表及绩效评估
第三讲 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管理
第四讲 商业银行资金运用管理
第五讲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
第六讲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管理
第七讲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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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姓名
主要
研究方向
主要
承担课程
（近三年、
含研究生）

罗军

职称

副教授

商业银行管理、金融营销管理；农村金融

货币金融学、商业银行管理、金融营销管理、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等

2、教学大纲
教
学
目
标

(

主
要
教分
章
学节
内
容
)

教
学
资
源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于讲解和传授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国内外银行经
营管理的改革实践和金融创新，为我国培养适应２１世纪金融业发展需要的合格的金融
人才及银行家。
第 1 章、 变化中的金融服务部门概览；
第 2 章、政府政策及监管对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影响；
第 3 章、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的组织与结构；
第 4 章、设立银行、分支机构、自动柜员机以及开通电话银行服务和网上银行业务；
第 5 章、银行及其主要竞争者的财务报表
第 6 章、银行及其主要竞争对手绩效的测量与评估；
第 7 章、变动利率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和久期技术；
第 8 章、金融期货、期权、互换和其他风险规避工具在资产负债管理中的应用；
第 9 章、使用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出售、备用信用证与信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管理
第 10 章、银行的投资功能与金融服务管理
第 11 章、流动性与准备金管理策略及政策
第 12 章、存款服务的管理和定价
第 13 章、非存款负债的管理；
第 14 章、投资银行业务、保险及其它费用收入来源；
第 15 章、资本管理
第 16 章、贷款政策与程序
第 17 章、企业贷款与定价
第 18 章、消费信贷、信用卡和房地产贷款
第 19 章、金融服务业中的收购与兼并
第 20 章、国际银行和银行金融服务的未来
鉴于多年来的上课经验的积累，本课程将打破教材的架构，按照概述、报表及绩效评
估、业务经营及各类管理的逻辑展开学习，主要包括以下几讲：
第一讲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概述
第二讲 商业银行财务报表及绩效评估
第三讲 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管理
第四讲 商业银行资金运用管理
第五讲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
第六讲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管理
第七讲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多媒体、课件
《商业银行管理》 [美]彼得·罗斯 机械工业出版社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殷孟波 人大出版社
《商业银行管理学》俞乔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庄毓敏 人大出版社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戴相龙 中国金融出版社
《银行管理学》黄宪等 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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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进度计划
学时分配
每
实及
周
课堂 验其
时
讲授
讨论 实他
数
习
54
42
6
6
3
教 学 时 数 及 内 容
课 堂 讲 授
课 堂 讨 论
课
课
章 节 内 容
题 目
时
时
第 1 章变化中的金融
服务部门概览；
2
1
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发
（了解银行的概
生了哪些主要的变
念；掌握竞争性金
化？对商业银行有哪
融机构的内涵；熟
些影响？
悉银行能够提供的
服务内容；把握金
融机构的发展趋
势。）
第 2 章、政府政策
及监管对银行业和金
2
融服务业的影响；
1
（熟悉银行监管的
主要内容；了解主要
的银行法规；了解非
银行金融机构监管的
3
主要内容；了解中央
银行体系对银行业的
作用和影响。）
金融控股公司的特点
第 3 章、银行及金
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1
融服务业的组织与结
构；
（了解商业银行业
的组织与结构；熟悉
3
银行业组织结构和类
型；熟悉金融控股公
司和银行；掌握兼并
和收购对银行业的影
1
响。）
第 4 章、设立银
行、分支机构、自动
柜员机以及开通电话
银行服务和网上银行
业务；
（了解美国特许设
立新型金融机构的程
2
序；了解特许机构重
点要求银行创建者必
须回答的主要问题；

全总
学时
期数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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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实习或作业
内容及要
课时
求

主要参考书
目或
资 料

了解新设金融机构的
服务特点；熟悉未来
新设金融设施的特
点。）
第 5 章、银行及其
主要竞争者的财务报
表
（了解银行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熟悉
资产负债表；熟悉利
润表的构成；掌握财
务报表的主要特
点。）
第 6 章、银行及其
主要竞争对手绩效的
测量与评估；
（了解银行绩效评
估内容；熟悉银行主
要竞争对手的绩效指
标；掌握规模对绩效
的影响。）
第 7 章、变动利率
风险管理：资产负债
管理和久期技术；
（了解资产-负债管
理策略；熟悉利率风
险规避的目标；掌握
如何利用久期规避利
率风险；了解久期缺
口管理的局限性。）
第 8 章、金融期
货、期权、互换和其
他风险规避工具在资
产负债管理中的应
用；
（了解衍生合同的
使用方法；掌握金融
期货合约的实际运用
原理；掌握利率期权
的运用原理；了解银
行期货和期权交易的
规定与会计准则；熟
悉利率互换原理；熟
悉利率上下限的实际
运用方法。）
第 9 章、使用资产
支持证券、贷款出
售、备用信用证与信
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
管理

如何评价银行的绩效

2

1

3
利率风险管理的方法

1
3

2
资产证券化的好处

1

2

3

如何加强商业银行流
动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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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贷款及其他
资产的证券化发展趋
势；掌握销售贷款以
筹集资金降低风险的
方法；掌握如何利用
备用信用证降低不支
付或不履约风险；掌
握如何运用信用衍生
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
方法。）
第 10 章、银行的投
资功能与金融服务管
理
（了解常见的货币
市场投资工具；了解
常见的资本市场投资
工具；了解影响投资
证券选择的因素；熟
悉投资期限策略；熟
悉期限管理工具。）
第 11 章、流动性与
准备金管理策略及政
策
（了解流动性需求和
供给关系；熟悉流动
性管理策略；掌握如
何预测流动性需求；
熟悉法定准备金和货
币头寸管理原理；了
解选择准备金来源的
影响因素。）
第 12 章、存款服务
的管理和定价
（了解银行及其他
存款机构提供的服务
类型；了解不同类型
存款的利率；掌握存
款相关服务的定价方
法；掌握存款的成本
加利润定价法原理；
熟悉如何采用边际成
本确定存款利率；熟
悉有条件的存款定价
法。）
第 13 章、非存款负
债的管理；
（了解负债管理和
客户关系原则；掌握
可利用的各种非存款
资金来源；掌握其他

3
1

如何完成存款任务指
标？
2

1

2

比较各种非存款资金
来源

1
2

2
如何提高银行的资本
充足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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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存款资金来源的选
择。）
第 14 章、投资银行
业务、保险及其它费
用收入来源；
（了解投资银行业
务内容；熟悉如何进
行投资产品销售；熟
悉信托服务内容；熟
悉保险相关产品的销
售方法；了解金融服
务多元化的好处。）
第 15 章、资本管理
（了解资本的职
能；了解资本和风险
的关系；熟悉资本的
类型；熟悉巴塞尔协
议的主要内容；了解
如何满足资本要求的
基本原理。）
第 16 章、贷款政策
与程序
（了解贷款的种
类；了解信贷监管原
则；了解信贷监管程
序；熟悉贷款程序；
掌握评定优良贷款的
要素；掌握贷款审查
方法；掌握问题贷款
的处理方法。）
第 17 章、企业贷款
与定价
(了解企业贷款的种
类；熟悉短期企业贷
款；熟悉长期企业贷
款；掌握如何对企业
贷款申请进行分析；
掌握客户财务报表的
财务比率分析方法；
掌握客户绩效和行业
绩效比较方法。)
第 18 章、消费信
贷、信用卡和房地产
贷款
(了解个人和家庭贷
款的种类；熟悉消费
信贷的特点；熟悉消
费信贷申请评估程
序；掌握对消费信贷
的信用进行评分的方

2

2

如何形成优良的贷
款？如何化解不良贷
款？

1

6
6
9
6
3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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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熟悉房地产贷款
种类。)
第一讲 商业银行经
营管理概述
第二讲 商业银行财
务报表及绩效评估
第三讲 商业银行资
金来源管理
第四讲 商业银行资
金运用管理
第五讲 商业银行资
产负债管理
第六讲 商业银行中
间业务管理
第七讲 商业银行风险
管理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平时作业

部分章节内容

课堂讨论或展示

部分章节内容

实验课

到课情况及课堂情
况
实验教学内容

课程小论文

课程相关问题

出勤情况

考察方式
开卷方式
课后完成，按规定
及时提交
回答或展示情况老
师评分
不定期点名，老师
检查
实验情况
提交论文（不少于
2000 字）

分值
60
10
10
5
5
10

把同学分为若干组，根据情况请同学来谈对商业银行管理有关部分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罗军
201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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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课程代码：FIN302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王博，讲师
办公室：格致楼 518
答疑辅导时间：周四下午
电子邮件：wangbo0503@foxmail.com
（二）助 教：无
（三）课程资源：课件、教材
（四）教 室：B205
（五）上课时间：周二第 1,2 节{第 1-16 周};周二第 3 节{第 1-16 周}
（六）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商业银行管理》第 9 版 彼得 S.罗斯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银行管理学》第 2 版 黄宪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1.中国知网(www.cnki.net)相关文献。
2.Sciencedirect（http://www.sciencedirect.com/）相关文献。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本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是要掌握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经营管理商业银行业
务的基本原理，培养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学习兴趣，为学习其它课程和继
续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本门课程的第二层次的目标是要学会运用商业银行经
营管理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中的各种问题，探索提升我国银
行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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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
《商业银行管理》是金融专业教育中的专业主干业务课，是一门实务学
科。它侧重于研究银行内部的人、才、物和责、权、利的关系以及怎样营运资
金、防范风险、谋求最佳效益，基于此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于讲解和传授现代
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国内外银行经营管理的改革实践和金融创
新，为我国培养适应 21 世纪金融业发展需要的合格的金融人才及银行家。
作为专门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的营运机制及业务发展规律的科
学，该课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因此，内容的安排也尽量在保证前沿
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计划讲授：
第 1 章、变化中的金融服务概览；
第 2 章、政府政策及监管对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影响；
第 3 章、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的组织与结构；
第 4 章、设立银行、分支机构、自动柜员机以及开通电话银行服务和网上银
行业务；
第 5 章、银行及其主要竞争者的财务报表
第 6 章、银行及其主要竞争对手绩效的测量与评估；
第 7 章、变动利率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和久期技术；
第 8 章、金融期货、期权、互换和其他风险规避工具在资产负债管理中的应用；
第 9 章、使用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出售、备用信用证与信用衍生工具进行风
险管理
第 10 章、银行的投资功能与金融服务管理
第 11 章、流动性与准备金管理策略及政策
第 12 章、存款服务的管理和定价
第 13 章、非存款负债的管理；
第 14 章、投资银行业务、保险及其它费用收入来源；
第 15 章、资本管理
第 16 章、贷款政策与程序
第 17 章、企业贷款与定价
第 18 章、消费信贷、信用卡和房地产贷款
第 19 章、金融服务业中的收购与兼并
第 20 章、国际银行和银行金融服务的未来
注：因学时较少，因此在讲课过程中老师会对各章内容进行适当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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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安排
教
星
期

课 堂 讲 授
章 节 内 容
第 1 章变化中的金融服务
部门概览；
（了解银行的概念；掌
握竞争性金融机构的内
涵；熟悉银行能够提供
的服务内容；把握金融
机构的发展趋势。）
第 2 章、政府政策及监
管对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
的影响；
（熟悉银行监管的主要
内容；了解主要的银行法
规；了解非银行金融机构
监管的主要内容；了解中
央银行体系对银行业的作
用和影响。）
第 3 章、银行及金融服
务业的组织与结构；
（了解商业银行业的组
织与结构；熟悉银行业组
织结构和类型；熟悉金融
控股公司和银行；掌握兼
并和收购对银行业的影
响。）
第 4 章、设立银行、分
支机构、自动柜员机以及
开通电话银行服务和网上
银行业务；
（了解美国特许设立新
型金融机构的程序；了解
特许机构重点要求银行创
建者必须回答的主要问
题；了解新设金融机构的
服务特点；熟悉未来新设
金融设施的特点。）
第 5 章、银行及其主要
竞争者的财务报表
（了解银行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熟悉资产负债
表；熟悉利润表的构成；
掌握财务报表的主要特
点。）

课
时

2

学 时 数 及 内 容
课 堂 讨 论
题

目

课
时

商业银行与竞争性
金融机构之间的异同

1

2
中国金融监管体系

1

金融控股公司的特点
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1

2

2

网络银行、电话银行
业务的特点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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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实习或作业
内容及要
课时
求

主要参考书
目或
资 料

第 6 章、银行及其主要
竞争对手绩效的测量与评
估；
（了解银行绩效评估内
容；熟悉银行主要竞争对
手的绩效指标；掌握规模
对绩效的影响。）
第 7 章、变动利率风险
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和久
期技术；
（了解资产-负债管理策
略；熟悉利率风险规避的
目标；掌握如何利用久期
规避利率风险；了解久期
缺口管理的局限性。）
第 8 章、金融期货、期
权、互换和其他风险规避
工具在资产负债管理中的
应用；
（了解衍生合同的使用
方法；掌握金融期货合约
的实际运用原理；掌握利
率期权的运用原理；了解
银行期货和期权交易的规
定与会计准则；熟悉利率
互换原理；熟悉利率上下
限的实际运用方法。）
第 9 章、使用资产支持
证券、贷款出售、备用信
用证与信用衍生工具进行
风险管理
（了解贷款及其他资产
的证券化发展趋势；掌握
销售贷款以筹集资金降低
风险的方法；掌握如何利
用备用信用证降低不支付
或不履约风险；掌握如何
运用信用衍生工具进行风
险管理的方法。）
第 10 章、银行的投资功
能与金融服务管理
（了解常见的货币市场
投资工具；了解常见的资
本市场投资工具；了解影
响投资证券选择的因素；
熟悉投资期限策略；熟悉
期限管理工具。）
第 11 章、流动性与准备
金管理策略及政策
（了解流动性需求和供给
关系；熟悉流动性管理策

如何评价银行的绩效

2

利率风险管理的方法
1
2

2
美国次贷危机与资产
证券化

1

2

2

如何加强商业银行流
动性管理？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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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掌握如何预测流动性
需求；熟悉法定准备金和
货币头寸管理原理；了解
选择准备金来源的影响因
素。）
第 12 章、存款服务的管
理和定价
（了解银行及其他存款
机构提供的服务类型；了
解不同类型存款的利率；
掌握存款相关服务的定价
方法；掌握存款的成本加
利润定价法原理；熟悉如
何采用边际成本确定存款
利率；熟悉有条件的存款
定价法。）
第 13 章、非存款负债的
管理；
（了解负债管理和客户
关系原则；掌握可利用的
各种非存款资金来源；掌
握其他非存款资金来源的
选择。）
第 14 章、投资银行业
务、保险及其它费用收入
来源；
（了解投资银行业务内
容；熟悉如何进行投资产
品销售；熟悉信托服务内
容；熟悉保险相关产品的
销售方法；了解金融服务
多元化的好处。）
第 15 章、资本管理
（了解资本的职能；了
解资本和风险的关系；熟
悉资本的类型；熟悉巴塞
尔协议的主要内容；了解
如何满足资本要求的基本
原理。）
第 16 章、贷款政策与程
序
（了解贷款的种类；了
解信贷监管原则；了解信
贷监管程序；熟悉贷款程
序；掌握评定优良贷款的
要素；掌握贷款审查方
法；掌握问题贷款的处理
方法。）
第 17 章、企业贷款与定
价

如何完成存款任务指
标？

2

1
比较各种非存款资金
来源
2

1
2

如何提高银行的资本
充足率？
2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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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企业贷款的种类；
熟悉短期企业贷款；熟悉
长期企业贷款；掌握如何
对企业贷款申请进行分
析；掌握客户财务报表的
财务比率分析方法；掌握
客户绩效和行业绩效比较
方法。)
第 18 章、消费信贷、信
用卡和房地产贷款
(了解个人和家庭贷款的
种类；熟悉消费信贷的特
点；熟悉消费信贷申请评
估程序；掌握对消费信贷
的信用进行评分的方法；
熟悉房地产贷款种类。)
第 19 章、金融服务业中
的收购与兼并
(了解金融服务业兼并迅
速发展的动因；熟悉如何
选择合适的兼并对象的方
法；熟悉完成兼并交易的
方式；掌握如何成功兼并
的方法。)
第 20 章、国际银行和银
行金融服务的未来
(了解国际银行的组织形
式；熟悉国际银行监管；
熟悉国际银行未来面临的
问题；把握银行和金融服
务业的未来。)

如何形成优良的贷
款？如何化解不良贷
款？

2

1

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
势

1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作业
出勤率

考察内容
知识运用
课程内容
到课情况

考察方式
考试
平时作业 3 次、展示 1 次
5 次，缺席一次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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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30
10

西南财经大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课程代码：FIN302
学分：4
学时：3 学时/课 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教学助理、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翟立宏，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办公室：格致楼 406
答疑辅导时间：周二上午 9:00—12:00
电子邮箱：zhailh@swufe.edu.cn
（二）教学助理：
（三）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四）教室：C303
（五）上课时间：周一下午第 5--7 节
（六）纪律： 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原书第 9 版）彼得 S.罗斯，西尔维
娅 C.赫金斯 著，刘园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年 9 月
（二）参考教材：《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曾康霖 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银行管理学》，黄宪 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三）进一步阅读资料：
1.《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及银监
会的相关监管办法及指引
2.中国知网(www.cnki.net)相关文献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如何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的基本知识
和原理，主要包括银行业务及金融服务管理、金融机构的业绩和财务报表分析、
资产负债管理技术与风险规避、银行及其主要竞争者的投资组合与流动性头寸
管理、银行及其主要竞争者对资金来源的管理、如何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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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未来金融业的全球管理等七个部分的内容（根据课时安排和与相关课程衔
接可有调整）。
2.学生应从多个方面掌握商业银行管理的理论知识和业务知识。不仅要了
解当今银行业发展的最新前沿，而且要掌握商业银行如何提高经营效率、控制
金融风险的实用方法；不仅要理解掌握其在先进成熟市场环境下的实践运行，
而且要了解其在我国转型经济金融环境下的现实运行情况。
3.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学会运用所学概念、理论、技术和方法，思考、
分析、研究商业银行管理领域的相关理论和实务问题，以综合论述、小论文或
课程论文等方式对商业银行管理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阐述、分析与研究。
4.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学会以团队合作形式完成一些具体的训练和研究
任务。以商业银行管理领域的具体问题为导向，学习如何在方案制定、资料收
集、实地调研、数据处理、文案撰写、展示提交等环节进行沟通交流、合作共
事，在团队中发挥相应的专业作用。
（二）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银行业务及金融服务管理简介
第 1 章 变化中的金融服务部门概览
第 2 章 政府政策及监管对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影响
第 3 章 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的组织与结构
第 4 章 设立银行、分支机构、自动柜员机以及开通电话银行服务和网上银
行业务
第二部分 金融机构的业绩和财务报表
第 5 章 银行及其主要竞争者的财务报表
第 6 章 银行及其主要竞争者绩效的测量与评估
第三部分 资产—负债管理技术与风险规避
第 7 章 变动利率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和久期技术
第 8 章 金融期货、期权、互换和其他风险规避工具在资产—负债管理中的
运用
第 9 章 使用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出售、备用信用证与信用衍生工具进行风
险管理
第四部分 银行及其主要竞争者的投资组合与流动性头寸管理
第 10 章 银行的投资功能与金融服务管理
第 11 章 流动性与准备金管理策略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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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银行及其主要竞争者对资金来源的管理
第 12 章 存款服务的管理和定价
第 13 章 非存款负债的管理
第 14 章 投资银行业务、保险及其他费用收入来源
第 15 章 资本管理
第六部分 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贷款
第 16 章 贷款政策与程序
第 17 章 企业贷款和定价
第 18 章 消费信贷、信用卡和房地产贷款
第七部分 未来金融业的全球管理（略讲）
第 19 章 金融服务业中的收购与兼并
第 20 章 国际银行和银行金融服务业的未来
（三）课程要求
1.本课程的学习以教学大纲为基本依据，以指定教材和相应的教学课件为
基本素材，按板块架构，分章讲授，要求学生按照教学进度研读教材，熟悉课
件，提前预习，及时复习。
2.从第三周开始，在课堂讲授的同时，本课程安排随堂专题讨论。全班分
为 12 个小组（依人数多少可调整），讨论分组进行，题目依上一周讲授内容提
前布置，由两组同时准备，分别展示，由授课教师和其他组同学当场打分并说
明评分主要依据。此评分记为各组同学平时成绩。
3.第十二周时，提前布置期末课程论文选题范围，原则上按照教学内容的
板块架构确定选题方向。同时会明确期末课程论文的写作要求和评分依据。
4.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要多关注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现实信息，在课
堂上与授课教师积极互动。课堂讨论后应将本组展示课件及时发到课程指定的
公共邮箱中。
（四）教学安排
第一讲 银行业务及金融服务管理简介（上）
主要内容：金融系统以及竞争性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向公众提供的服务，
影响所有金融机构的主要趋势：危机、变革、转变，银行监管，主要的银行法
规，中央银行体系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决策和政策的影响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外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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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3 课时
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1、2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相关课件
第二讲 银行业务及金融服务管理简介（下）
主要内容：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的组织与结构，规模与效率：大型金融机构
能以更低的成本经营吗，金融机构的目标及其对经营成本、效率和业绩的影响，
设立银行、分支机构、自动柜员机以及开通电话银行服务和网上银行业务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外阅读
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3 课时
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3、4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相关课件
课后问题：搜集整理与我国商业银行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以最有效的
方式介绍展示。
第三讲 金融机构的业绩和财务报表
主要内容：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概述，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主要构
成，主要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主要特点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课外阅读
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5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第 5 章课件
课后问题：展示并介绍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并比较其与非金
融机构财务报表的异同。
第四讲 银行及其主要竞争者绩效的测量与评估
主要内容：银行绩效评估，银行主要竞争对手的绩效指标，规模对绩效的
影响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课外阅读
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学时
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6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第 6 章课件
课后问题：以案例分析我国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第五讲 变动利率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和久期技术
主要内容：资产—负债管理策略，利率风险：最严峻的管理挑战之一，利
率风险规避的目标之一，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久期概念，利用久期规避利率风
险，久期缺口管理的局限性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课外阅读
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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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7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第 7 章课件
课后问题：以案例说明久期技术的应用
第六讲 金融期货、期权、互换和其他风险规避工具在资产—负债管理中的
运用
主要内容：衍生合同的使用，金融期货合约：以事先确定的价格在未来进
行证券交易，利率期权，银行期货和期权交易的规定与会计准则，利率互换，
利率上限、利率下限与利率上下限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课外阅读
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8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第 8 章课件
课后问题：以案例说明金融期货、期权、互换和其他风险规避工具在资产
—负债管理中的运用
第七讲 使用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出售、备用信用证与信用衍生工具进行风
险管理
主要内容：贷款及其他资产的证券化，出售贷款用以筹集资金和降低风险，
备用信用证可降低不支付或不履约的风险，信用衍生工具：降低资产负债表上
信用风险敞口的合约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课外阅读
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9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第 9 章课件
课后问题：以案例说明如何使用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出售、备用信用证与
信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管理
第八讲 银行的投资功能与金融服务管理
主要内容：金融机构可以利用的投资工具，常见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投
资工具，近年来出现的投资工具，银行实际持有的投资证券，影响投资证券选
择的因素，投资期限策略，期限管理工具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课外阅读
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10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第 10 章课件
课后问题：介绍我国商业银行持有的主要证券并分析其构成变化的原因
第九讲 流动性与准备金管理策略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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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流动性的需求和供给，为什么金融机构要经常面对重大的流动
性问题，流动性管理策略，预测流动性需求，法定准备金和货币头寸管理，选
择准本金来源的影响因素，全球央行的准本金要求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课外阅读
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11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第 11 章课件
课后问题：我国银行业主要的流动性管理需求和供给有哪些因素和渠道？
第十讲 存款服务的管理和定价
主要内容：存款机构提供的存款服务类型，不同类型存款的利率，存款相
关服务的定价，存款的成本加利润定价法，采用边际成本确定存款利率，有条
件的存款定价（价格表定价）法，基于与客户整体关系的存款定价法，基本
（生命线）银行服务：对低收入客户的重要服务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课外阅读
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12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第 12 章课件
课后问题：展示并介绍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存款利率及其主要定价方法
第十一讲 非存款负债的管理、投资银行业务、保险及其他费用收入来源
主要内容：负债管理和客户关系原则，可利用的各种非存款资金来源，其
他非存款资金来源的选择，投资银行业务，投资产品销售，费用收入来源之一：
信托服务，保险相关类产品的销售，金融服务多元化的好处，金融机构内部的
信息流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课外阅读
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13、14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相关课件
课后问题：展示并介绍我国银行业非存款负债的管理、投资银行业务、及
其他费用收入来源的情况
第十二讲 资本管理
主要内容：资本的职能，资本和风险，资本的类型，银行史上的一个重大
问题：究竟需要多少资本，关于国际资本标准的《巴塞尔协议》：发达国家之
间不断发展的历史性协议，如何满足资本要求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课外阅读
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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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15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第 15 章课件
课后问题：展示并介绍我国银行业目前的资本构成及充足率情况
第十三讲 贷款政策与程序
主要内容：贷款的种类，信贷监管，贷款的程序，信用分析：优良贷款的
决定因素，贷款客户的信息来源，典型贷款协议的构成，贷款审查，问题贷款
处理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题讨论、课外阅读
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16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第 16 章课件
第十四讲 企业贷款和定价、消费信贷、信用卡和房地产贷款
主要内容：企业贷款的种类，企业贷款申请分析，企业贷款定价，消费贷
款的种类，消费贷款申请评估，房地产贷款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外阅读
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3 课时
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17、18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相关课件
课后问题：介绍并分析我国银行业各类贷款的情况及变化
第十五讲 未来银行业的全球管理
主要内容：金融服务业中的收购与兼并，国际银行和银行服务业的未来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课外阅读
课时安排：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教学资料：指定教材第 19、20 章，公共邮箱内下载相关课件
第十六讲 最后一次课堂自由讨论 1 课时，另外 2 课时集中复习或机动安排
五、考核方式
期末成绩：开卷考试，占总成绩 60%
平时成绩：课堂展示，占总成绩 40%，评分标准（课堂当场打分，由同学
分组评分和老师评分综合决定）
考勤成绩：不定期点名，无故旷课 1 次平时成绩扣 10 分，旷课 2 次平时成
绩扣 20 分，旷课 3 次（含）以上平时成绩记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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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投资学》（英）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投资学
课程代码： FIN904
学 分：4
学 时：4 学时/课，共 48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徐若冉，博士、副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702
答疑辅导时间：周二上午 11：05-12:00
电子邮件： xuruoran@swufe.edu.cn
（三）课程资源：课程 PPT,辅助阅读材料
（四）教 室：B206
（五）上课时间：每周二 1-3 节
（六）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1. “Investments (10th ed)”. Bodie, Kane, and Marcus. McGraw-Hill. 2014
（二）参考教材
1.《投资学》(第九版). 博迪，凯恩，马库斯.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1. 本课程旨在讲解投资学的基础学科知识，重点章节包含马科维茨资产组
合理论、单指数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市场有效性假说等。
2. 通过学习，学生将具备金融投资所需要的基本知识，了解投资者在投资
决策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并能用所学理论构建资产组合模型。

223

（二）教学内容
序号

题目

1

课程基础知识

2

资产组合理论
与实践

3

资本市场均衡

学时（课堂教
授）

知识点
1.投资环境综述
2.资产的类别与金融工具
3.证券交易的方式
1.风险收益与历史回顾
2.风险资产配置
3.风险资产最优化
4.指数模型
1.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2.套利定价模型与多因子模型
3.市场有效性假说
4. 行为经济学与技术分析
5.证券市场收益实证

9

15

24

（三）课程要求
1.阅读辅助教材与课件
2.课堂进行随机抽查回答
3.平时课后作业：独立完成并在规定时间前提交
（四）教学安排
课
程
1

2

3

4

5

6

讲授内容
1. 投资的定义
2. 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
3. 风险与收益的关系
1. 货币市场投资工具
2. 资本市场投资工具
3. 股票指数
1. 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
2. 证券交易指令与交易机制
3. 保证金交易制度
1. 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2. EAR 和 APR
3. 风险、风险溢价、夏普比率
4. 偏离正态分布和风险度量
1． 风险厌恶
2． 投资者效用函数
3． 风险与收益的权衡
4． 投资者无差异曲线
5． 单一风险资产与单一无风险资产
的配置
6． 资产配置线（CAL）与资本市场
线（CML）
1. 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

授课
方式

作业

讲授
课外阅读

第一次作业

辅助学习材料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1

讲授
课外阅读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2

讲授
课外阅读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3

讲授
课外阅读

第二次作业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5

讲授
课外阅读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6

讲授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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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险分散与资产组合原理
3. 两个风险资产最优化原理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 马科维茨资产组合最优化模型
2. 风险分散化的力量
3. 多个风险资产最优化原理
1. 单因子模型
2. 单指数模型
3. 单指数模型下的风险分散化
4. 单指数模型下的资产组合最优化
1. 单指数模型参数的估计 （STATA
实践操作）
2. 单指数模型下资产组合协方差矩阵
的计算 (EXCEL 实践操作）
3. 单指数模型下的资产组合最优化
（EXCEL 实践操作）
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2. 资本市场均衡
3. 证券市场线（SML）
1. 证券市场的因子模型
2. 套利定价模型
3. 单因子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
关系
4. 多因子模型
1. 小组展示：每个小组在中国资本市
场里选择股票构建资产组合，刻画出
其资产组合的有效前沿，并对资产组
合进行最优化。
1. 股价波动的随机游走理论
2. 市场有效性假说
3. 事件分析法
4. 市场有效性测试
1. 行为金融学
2. 来自行为学派的批评
3. 技术分析与行为金融
1. 证券收益实证
2. 对 CAPM 和 APT 的检验
3. 对多因子模型的检验
课程总结与答疑

课外阅读
讲授
EXCEL
实践
课外阅读

7

第三次作业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EXCEL、
STATA
实践
课外阅读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8

第四次作业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课外阅读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7
2. EXCEL 帮助文件规划求解相关命
令的学习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8
2. STATA 帮助文件回归分析的学习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9

第五次作业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10

同学展示
教师点评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8,9,10
2. 学习使用金融数据库如 WIND,
CSMAR

讲授
课外阅读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11

讲授
课外阅读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12

讲授
课外阅读

1. “Investments (10th ed)”， Chapter 13

讲授
学生提问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作业
小组展示
出勤与课堂参与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五次平时作业
用中国证券市场数据构建
资产组合
到课情况回与答提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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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课后独立完成，按规定及时提交

分值
60
10

课堂陈述

20

不定期点名加课上提问

10

西南财经大学《投资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投资学 INVESTMENTS
课程代码：FIN304
学 分：4
总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贺金凌, 答疑辅导请提前电子邮件预约：
jeffrey@swufe.edu.cn。
（二）上课时间与地点
上课时间
周三第 5 节{第 1-16 周};周三第 6 节{第 1-16 周};周三第
7 节{第 1-16 周}
周三第 10 节{第 1-16 周};周三第 11 节{第 1-16 周};周三
第 12 节{第 1-16 周}

上课地点
C406
C405

（三）纪律：教师一般不会调课，但所有因公调课都将通过教务处进行，并以
恰当方式让每一位同学知道，一旦调课，一定会补上。
每一位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课。
每一位同学都不允许迟到，若迟到，请课间休息时间再入教室。
三、教材
博迪:《投资学》中文原书第 9 或 10 版
参考原书第 9 或 10 版英文版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总体目标
本课程教学的总体目标在于让学生掌握投资学的基本知识和原理，主要包
括投资组合理论与实践、资本市场均衡、固定收益证券、证券分析、期权期货
与其他衍生证券，以及应用投资组合管理七个部分，要求学生从多个方面掌握
投资的相关知识。本课程不仅全面介绍了投资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而且介绍了
其最新发展情况，从而使学生在掌握与投资相关的基本理论的同时，了解其最
新的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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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纲要及学习内容
第一部分 绪论
1. 投资环境
2. 资产类别与金融工具
3. 证券是如何交易的
4. 共同基金与其他投资公司
对金融环境做系统性的介绍。主要讨论金融市场中的主要参与者，对在市
场中交易的证券种类做概览式的介绍，并解释证券是如何、在何处进行交易
的。我们同时也深入讨论共同基金以及其他投资公司的角色，而这些公司在我
们个人投资者中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投资渠道。此外，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
们还将讨论金融市场如何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各个方面。
第二部分 投资组合理论与实践
1. 风险与收益入门及历史回顾
2. 风险厌恶与风险资产配置
3. 最优风险资产组合
4. 指数模型
投资过程主要由两部分工作组成。一部分工作是证券与市场的分析，在这
一部分我们对投资者可能选择的所有投资工具的风险及预期收益的特性进行评
估，介绍历史收益从长期来看遵循风险和收益的权衡原则以及股票收益分布的
相关内容， 考察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及其在资产配置过程中的表现。第二部分工
作是对资产进行最优的资产组合的构建，讨论组合最优化以及利用指数模型来
实施组合最优化的过程，它涉及在可行的资产组合中决定最佳风险-收益机会，
从可行的资产组合中选择最好的资产组合。我们从第二部分正式开始投资分析，
这一分析也称作资产组合理论。我们将在以后的各章中完成证券分析的任务。
第三部分 资本市场均衡
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2. 套利定价理论与风险收益多因素模型
3. 有效市场假说
4. 行为金融与技术分析
5. 证券收益的实证依据
进一步探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风险资产期望收益的均衡结构，讲授资本资
产定价模型、多因素风险以及套利定价理论，讨论有效市场假说理论以及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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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有效市场假说的实证证据，介绍行为金融学对市场理性的挑战。最后以证券
收益的实证依据做总结，该部分包括风险收益关系以及流动性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第四部分 固定收益证券
1. 债券的价格与收益
2. 利率的期限结构
3. 债券资产组合管理
介绍证券估值相关内容，包括固定收益证券的价格与收益、违约风险与债
券定价、收益率曲线、凸性、利率的期限结构、利率风险管理以及债券资产组
合管理。
第五部分 证券分析
1. 宏观经济分析与行业分析
2. 权益估值模型
3. 财务报表分析
介绍包括全球经济、国内宏观经济、需求与供给波动、联邦政府的政策、经
济周期等宏观经济分析与行业分析；探讨权益估值模型与市盈率、自由现金流估
值方法等；讲授财务报表分析、赢利能力度量、各种比率与经济增加值分析。
第六部分 期货、期权与其他衍生证券
1. 期权市场介绍
2. 期权定价
3. 期货市场
4. 期货、互换与风险管理
介绍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包括期货期权定价理论与模型、
期货市场交易机制、期权期货策略、互换与风险管理以及金融工程相关内容。
第七部分 应用投资组合管理
1. 投资组合业绩评价
2. 投资的国际分散化
3. 对冲基金
4. 积极型投资组合管理理论
5. 投资政策与注册金融分析师协会结构
介绍对投资组合经理来说较为重要的几个论题，包括业绩评价、国际分散
化投资、积极管理以及在投资组合管理过程中的协议等实际问题。该部分还包
括有关对冲基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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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进度与主要教学方法
周
数
1

2

3

讲授内容
第1章
投资环境
第2章
资产类别与金融工具
第3章
证券是如何交易的
第4章
共同基金与其他投资公司
第5章
风险与收益入门及历史回顾
第6章
风险厌恶与风险资产配置

4

第7章
最优风险资产组合

5

第8章
指数模型
第9章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6

第 10 章
套利定价理论与风险收益多
因素模型
第 11 章
有效市场假说
第 12 章
行为金融与技术分析
第 13 章
证券收益的实证依据

7

8

9

10

11

第 14 章
债券的价格与收益
第 15 章
利率的期限结构
第 16 章
债券资产组合管理
第 17 章
宏观经济分析与行业分析
第 18 章
权益估值模型
第 19 章
财务报表分析
第 20 章
期权市场介绍
第 21 章

学习要点
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金融资产，金融市场与经济，投资过
程，市场参与者，2008 年的金融危机。
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权益证券，股票市场指数与债券市场
指数，衍生工具市场
公司如何发行证券，证券如何交易，美国证券市场，交易成
本，以保证金购买，卖空，证券市场监管。
投资公司，投资公司的类型，共同基金及其投资成本与所得
税，交易所交易基金。
利率水平的决定因素，比较不同持有期的收益率，风险与风
险溢价，历史收益率的时间序列分析，正态分布，偏离正态
分布和风险度量，风险组合的历史收益。
风险与风险厌恶，无风险资产，资本配置，投资组合，风险
容忍度与资产配置，被动策略：资本市场线。
分散化与组合风险，两个风险资产的组合，股票、长期债
券、短期债券的资产配置，马科维茨资产组合选择模型，风
险集合、风险共享与长期投资风险。
单因素证券市场，单指数模型，估计单指数模型，组合构造
与单指数模型，指数模型在组合管理中的实际应用。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指数模型，计量经济学与期望收益-贝塔
关系，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扩展形式，流动性与资本资产定
价模型。
多因素模型，套利定价理论，单项资产与套利定价理论，多
因素套利定价理论，我们在哪里寻找风险因素，多因素资本
资产定价模型与套利定价理论。
随机漫步与有效市场假说，有效市场假说的含义，事件研
究，共同基金与分析业绩。
来自行为学派的批评，技术分析与行为金融，证券收益的实
证依据。
指数模型与单因素套利定价模型，多因素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与无套利理论的检验，法玛-弗伦奇三因素模型，流动性与资
产定价。
债券的特征与定价，债券收益率，违约风险与债券定价。
收益率曲线，远期利率，期限结构理论，作为远期合约的远
期利率。
利率风险，凸性，消极债券管理，积极债券管理。
全球经济，国内宏观经济，需求与供给波动，联邦政府的政
策，经济周期，行业分析。
比较估值，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股利贴现模型，市盈率，
自由现金流估值方法。
主要的财务报表，会计利润与经济利润，赢利能力度量，比
率分析，经济增加值，格雷厄姆技术。
期权合约，期权策略，看跌-看涨期权平价关系，金融工程，
奇异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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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定价
12

13

14

第 22 章
期货市场
第 23 章
期货、互换与风险管理
第 24 章
投资组合业绩评价
第 25 章
投资的国际分散化
第 26 章
对冲基金
第 27 章
积极型投资组合管理理论

15

第 28 章
投资政策与注册金融分析师
协会结构

16

总复习

期权定价，二项式期权定价，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期
权定价的经验证据。
期货合约，期货市场的交易机制，期货市场策略，期货价格
的决定，期货价格与预期将来的现货价格。
外汇期货，股票指数期货，利率期货，互换，商品期货定
价。
传统的业绩评价理论，对冲基金的业绩评估，投资组合构成
变化时的业绩评估指标，市场择时，业绩贡献分析程序。
全球股票市场，国际化投资的风险因素，国际分散化潜力评
估，国际化投资及业绩归因。
对冲基金与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策略，可携阿尔法，对冲基
金的风格分析，对冲基金的业绩评估和费用结构
最优投资组合与 α 值，特雷纳-布莱克模型与预测精度，布莱
克-利特曼模型，特雷纳-布莱克模型与布莱克-利特曼模型：
互补而非替代，积极型管理的价值。
投资决策过程，策略说明书，资产分配，管理个人投资者的
投资组合，养老基金，长期投资。

重点回顾，难点解答，自由提问，课堂讨论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作业
平时成绩
出勤率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5 次(包括随堂测验)
课程教学内容
到课情况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按规定方式与时间提交
课堂提问及讨论发言
随机不定期点名，3 次不到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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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20
10
10

西南财经大学《投资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投资学
课程代码：FIN304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夏滢焱，金融学博士、副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417 室
答疑辅导时间：周三上午 9:00-12:00
电子邮件： xiahy@swufe.edu.cn
（二）助 教：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答疑辅导时间：单周星期二下午 2：00-5:00
答疑辅导地点：格致楼 417 室
电子邮件：
（三）课程资源：公共邮箱 investments2000@163.com
（四）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博迪等，《投资学（第 10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1. 陈永生，《投资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 博迪等，《投资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卢恩伯格，《投资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夏普等，《投资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三）进一步阅读材料
1.中国知网(www.cnki.net)相关文献
2.本课程经典文献：
（1）.Markowitz, H., 1952, Portfolio selection, Journal of Finance, 77-91.
（2）.Sharpe, W., 1964, Capital asset prices: 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 Journal of Finance, 19:425-442.
（3）.Lintner, J., 1965, The valuation of risk assets and the selection of risky
investments in stock portfolios and capital budge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7:13-37.
（4）.Mossin, J., 1966, Equilibrium in a capital asset market, Econometrica, 34:
768-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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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ama, E. F., 1965, Random walks in stock market prices,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September/October.
（6）.Fama, E. F., 1970,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 Journal of Finance, 25: 383-417.
（7）.Black, F., and M. Scholes, 1973, 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637-654.
（8）.Merton, R., 1973, The theory of rational option pricing,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4: 141-183.
（9）.Ross, S. A., 1976, The arbitrage theory of capital asset pricing,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3: 341-360.
（10）.Ross, S. A., 1978, A simple approach to the valuation of risky streams,
Journal of Business, 51: 453-475..
3.相关网络资源：
（1）.中国证监会 http://www.csrc.gov.cn/；
（2）.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3）.深圳证券交易所 http://www.szse.cn/；
（4）.美国证监会 http://www.sec.gov/；
（5）.纽约交易所 http://www.nyse.com/；
（6）.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7）.中国人民银行 www.pbc.gov.cn/；
（8）.中证网、新浪财经网等著名财经网站提供的财经信息；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投资环境，认识金融投资的本质是收益风险权衡；在理解金融资产价格决定机制的基础上，把握证券投资决策过程与
分析方法，学习收集、处理并理解各种信息来进行投资分析和决策；最终较为
系统地掌握证券市场与资产定价的理论知识，并且培养运用金融理论来指导金
融投资实践的能力。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掌握证券市场与投资
的经验知识，形成对证券市场与投资的较为全局的观念；二、分析的工具，这
些工具包括既定量精确的，也有定性模糊的，体现了丰富多样的投资思想，本
课程的目标之一就是理解各种分析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限制及
需要修正的方向；三、量化的技能，即现代金融投资理论是建立在数量化的基
础上，最优化、动态规划、概率理论及统计分析等数学工具在理论模型推导以
及转化为实际运用中都是十分重要的，本课程将会较多涉及到这些量化的观念，
也预期通过学习可以获得运用这些方法来确定资产配置、证券选择及绩效评价
技能。

232

（二）教学内容
序号

题目

1

导论

2

固定收益证券：
估值及原理

3

权益证券：估值
及原理

4

投资组合理论与
实践

5

资本市场均衡

衍生金融工具
投资组合绩效评
7
价
课时总计：45 学时
6

学时（课堂教
授）

知识点
（一）投资思想的发展；
（二）投资环境：机构、工具、市场
（一）债券价格与收益率
（二）利率期限结构
（三）债券投资管理
（一）权益估值模型
（二）宏观与行业分析
（三）财务报表分析
（一）收益与风险的测度与历史
（二）风险厌恶与风险资产配置
（三）最优风险资产组合
（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二）指数模型
（三）套利定价理论
（四）有效市场假说
期货与期权交易的基本原理
绩效评价指标及其运用

6
9

9

9

9
2
1

课程讲授

（三）课程要求
1.平时课后作业：按时规定的时间交与助教进行批改，根据完成情况进行
课堂评讲。
2.课程设计：课程设计以小组方式进行，每组由 5-6 名学生组成，设计报告
以小组名义提交。要求从老师提供的题目中选做一个，时间许可的情况下进行
课堂答辩。
3．积极参与课程微信平台的交流与讨论。
（四）教学安排
课
程

授课
方式

作业(教材)/
测验

1

第一章 导论
1 投资思想的发展；
2 资产类别与金融工具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查询、
阅读

2

第一章 导论
3 证券是如何交易的
4 基金与投资公司

讲授
课外阅读

作业： P60
6、7、11

3

第二章 固定收益证券
1 固定收益证券概述
2 固定收益证券的价格

讲授
课外阅读

作业：P309
6、8、9、10

讲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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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学习材料
1.网络资源：MBA 智库或百度百科查询
81、90、97 及 13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传略
2.第一章课外阅读材料：公共邮箱
1.观看视频资料：纪录片《华尔街》
2. 第一章课外阅读材料：课程中心
3．新浪财经专题：聚焦股票发行注册
制、光大证券乌龙事件
1．中国债券网：查询债券价格、市场
分析报告
2.第二章课外阅读材料：见公共邮箱

4

第二章 固定收益证券
2 债券的收益率
3 利率期限结构：几种利率、
解释

讲授
课外阅读

5

第二章 固定收益证券
4 债券投资管理：久期与凸度

讲授
课外阅读

第三章 权益证券估值与原理
1 权益估值模型
第三章 权益证券估值与原理
2 股票投资的基本分析：宏观、
行业及财务分析

讲授
课外阅读

6
7

讲授
课外阅读

作业：P326
10-12
作业：P351
9、12、14、
16
作业：P401
5-7、18
作业：P425
4-7

8

第四章 投资组合理论与实践
1 收益与风险的测度与历史
2 风险厌恶与投资者效用函数

讲授
课外阅读

作业：P105
4、7、9、10
P121
5-8

9

第四章 投资组合理论与实践
3 马可维茨资产组合选择模型
半期测验

讲授
课外阅读

作业： P145
14-18

10

第四章 投资组合理论与实践
4 资产配置与最优风险资产组合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课外阅读

12

第五章 资本市场均衡
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第五章 资本市场均衡
2 指数模型

作业：P145
4-10
P121
23-26
作业：P203
9，23

讲授
课外阅读

作业：P177
5-8

13

第五章 资本市场均衡
3 套利定价理论

11

14

15
16

讲授
课外阅读

第五章 资本市场均衡
4 有效市场假说与经验证据
第六章 衍生金融工具
第六章 投资组合绩效评价
1 组合绩效评价指标
2 绩效归因
复习答疑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课外阅读

作业：P219
8、9
P245
8
作业：P458
6-8
P509
7、8、13
作业：P561
6-8

1．中国债券网：收益率曲线编制及使
用说明
2．中国债券网：利率分析报告
1.学习 EXCEL 相关技术
2.《高级金融风险管理》第 9 章
1.阅读券商公司研究报告
2.新浪财经：公司上市专题
1.券商宏观策略分析报告、行业分析报
告、公司年度报告
2.查看证券交易软件相关工具
1.查询存款、国债、股票的收益率情况
2. 《股市长线法宝》：第 1 章
3.《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第 8、9
章
1.《投资革命》相关章节
2.课外阅读材料：经典论文
1. 《股市长线法宝》第 2 章
2. 《财务金融建模》学习 EXCEL 相关
技术
1.托宾、马可维茨、夏普、布莱克传略
2.阅读材料：经典文献
1. 《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第 7 章
2.EXCEL 相关技术
1、查询资本市场相关证券价格的关
系，如 A 股与 H 股；股价指数与指数
期货价格
1.《非理性繁荣》相关章节
2. 知网查询与阅读：中国证券市场有效
性相关论文
1.查询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1.天天基金网：基金排名
2. 知网查询与阅读：基金绩效评估问题
研究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平时
期末考试

考察内容
态度与专业
课程教学内容

考察方式
出勤、作业、课堂测验等
闭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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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40
60

Course Syllabus
Course Name: Investments
Course Name(CN): 投资学
Credits: 4
Teaching Language: Chinese & English
Courseware Language: English
Course Logistics
Instructor: Chengbo XIE
Office: Gezhi 518
Email: xiecb@swufe.edu.cn
Office Hour: Friday 10:00-12:00 am or by appointment
Blackboard: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basic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investments in
financial assets. It provides you with major issues currently of concern to all investors,
including the fundamentals of asset pricing theory and its recent development, as well
as practical tools to implement those theories in real world situations. This course is
highly recommended for those who plan become an investment professional, or simply
a sophisticated individual investor.
By the end of this course, you will be able to:
Identify different types of securities and their primary/secondary markets;
Calculate expected retur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individual security as well
as portfolios;
Underst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risk and return;
Know about basics of investing mechanism, including buying securities on
margin, short selling, etc.;
Understand basic asset pricing theories: Portfolio Theory,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and use them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securities;
Develop empirical knowledge of financial markets;
Describe the concepts of financial market efficiencies and active investment
management;
Have elementary ideas of behavioral finance.
Course Materials
Textbook: Bodie, Zvi, Alex Kane, and Alan J. Marcus. 2014. Investments. Ten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Education.
Other materials: Lecture notes, handouts, journal articles and papers…
Course Grading
Class participation (10%): Attendance, In-class quizzes and discussions;
Problem sets (20%): Four problem sets;
Group Assignments (20%): Two group assignments;
Final Exam (50%): Close-book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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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Schedule
Week

Date

1

2018-3-1

2

2018-3-8

3

2018-3-15

4
5

2018-3-22
2018-3-29

6

2018-4-5

7

2018-4-12

8

2018-4-19

9

2018-4-26

10

2018-5-3

11

2018-5-10

12

2018-5-17

13
14
15
16

2018-5-24
2018-5-31
2018-6-7
2018-6-14

Content
1. Course description
2.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assets and
markets
3. Trading mechanism
1. Measurement of return and risk
2. Historical record of return and risk
1. Risk aversion and utility
2. Capital allocation to risky assets
Optimal risky portfolios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1.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2. Multifactor Models
1.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2. Behavioral finance
Fixed-income securities I: bond
prices and yields
Fixed-income securities II: Term
structure
Fixed-income securities III:
Managing bond portfolios
Security analysis I: Macroeconomic
and industry analysis
Security analysis II: Equity valuation
models
Derivatives
Applied portfolio management
Presentations
Presentations and 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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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book Reading

Assignments

Chapter 1&2&3

Chapter 5&13
Chapter 6
Chapter 7&8
Chapter 9

1

Chapter 10
Chapter 11&12
Chapter 14

2

Chapter 15
Chapter 16
Chapter 17
Chapter 18

3

Chapter 20-23
Chapter 24-27
4

西南财经大学《投资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投资学
课程代码：FIN304
学 分：4
学 时：课堂学时 54，课外学时 18，总学时 72
二、任课教师、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张璟，经济学博士、教授
办公室：学科楼 312
电子邮件： libyzhang@163.com
（二）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http://10.9.10.16/
（三）教 室：B103
（四）上课时间：每周三下午 5-7 节；晚上 10-12 节
（五）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博迪等，《投资学（第 9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1. 陈永生，《投资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 博迪等，《投资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埃尔顿等，《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和投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卢恩伯格，《投资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 夏普等，《投资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三）进一步阅读资料
1.中国证监会 http://www.csrc.gov.cn/；
2.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3.深圳证券交易所 http://www.szse.cn/；
4.美国证监会 http://www.sec.gov/；
5.纽约交易所 http://www.nyse.com/；
6.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7.中国人民银行 www.pbc.gov.cn/；
8.中证网、新浪财经网等著名财经网站提供的财经信息；
9.证券分析软件与系统平台提供的实时行情数据；
10.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学术期刊与数据库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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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大金融学科群相关专业的本科生能够在整体认识金
融市场的基础上，掌握金融工具的风险和收益的度量方法；理解投资组合理论
的基本思想，并运用其进行投资组合构建；理解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
和套利定价理论（APT）的基本思想，并运用其进行投资管理。系统而扼要地
学习基本金融工具（固定收益证券、权益证券、金融衍生工具）的原理、估价
方法及投资分析；掌握投资绩效评价的基本方法。从而为未来从事投资实务分
析和投资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教学内容
序号

题目

1

引言

2

固定收益证券

3

证券分析

4

期权、期货与
其他衍生品

5

资产组合理论
与实践

6

资本市场均衡

课时总计：48 学时

知识点

学时（课堂教
授）

（一）金融学及学科体系
（二）金融市场与投资概述
（一）债券的价格与收益
（二）利率的期限结构
（三）债券资产组合管理
（一）宏观经济分析与行业分析
（二）权益估值模型
（三）财务报表分析
（一）期权市场介绍
（二）期权定价
（三）期货市场
（一）风险与收益入门及历史回顾
（二）风险厌恶与风险资产配置
（三）最优风险资产组合
（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二）套利定价理论与风险收益的多因素模
型
（三）资本结构理论
42（课程教授）+6（复习、答疑）

3
9

6

6

9

9

（三）课程要求
1.课程预习与复习：课堂进行随机抽查回答与提前指定汇报结合方式。
2.平时课后作业：按时规定的时间交与助教进行批改，作业批改后由授课
教师进行评讲。

238

（四）教学安排
课
程

讲授内容

1

引言

授课
方式
讲授；课堂提问
与讨论
讲授；课堂提问
与讨论
讲授；课堂提问
与讨论
讲授；课堂提问
与讨论；固定收
益证券习题课

作业(教材)/测验

辅助学习材料

教材阅读

1.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案例

教材阅读；第 14
章课后习题
教材阅读；第 15
章课后习题
教材阅读；第 16
章课后习题；阶
段性习题课

1.《投资学》习题集
2.财政部国债发行公告
1.《投资学》习题集
2.上交所固定收益交易平台

1.《投资学》习题集
2.格雷厄姆，《证券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1.《投资学》习题集
2.亚洲金融危机案例
3.美林证券投资报告
4.格雷厄姆，《证券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1.《投资学》习题集
2.赫尔，《期权期货与其他衍生品》，机械工
业出版社
3.巴林银行案例
1.《投资学》习题集
2.赫尔，《期权期货与其他衍生品》，机械工
业出版社
3.Black,F.,and M. Scholes,1973, 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637-654.
1.《投资学》习题集
2. EXCEL 运用 5：均值方差协方差与相关系数
3.Markowitz, H., 1952, Portfolio selection,
Journal of Finance, 77-91.
1.《投资学》习题集
2. Markowitz, H., 1952, Portfolio selection,
Journal of Finance, 77-91.
1.《投资学》习题集
2. Markowitz, H., 1952, Portfolio selection,
Journal of Finance, 77-91.
1.《投资学》习题集
2.Sharpe, W., 1964, Capital asset prices: 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
Journal of Finance, 19:425-442.
1.《投资学》习题集
2. Ross, S. A., 1976, The arbitrage theory of
capital asset pricing,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3: 341-360.

3

固定收益证券
（一）
固定收益证券
（二）

4

固定收益证券
（三）

5

证券分析（一）

讲授；课堂提问
与讨论

教材阅读；第 18
章课后习题

6

证券分析（二）

讲授；课堂提问
与讨论

教材阅读；第
17、19 章
课后习题

7

期权、期货与其
他衍生品（一）

讲授；课堂提问
与讨论

教材阅读；第 20
章课后习题

8

期权、期货与其
他衍生品（二）

讲授；课堂提问
与讨论

教材阅读；第 21
章课后习题；阶
段性习题课

9

资产组合理论与
实践（一）

讲授；课堂提问
与讨论

教材阅读；第 5
章课后习题

10

资产组合理论与
实践（二）

讲授；课堂提问
与讨论

教材阅读；第 6
章课后习题

11

资产组合理论与
实践（三）

讲授；课堂提问
与讨论

教材阅读；第 7
章课后习题

12

资本市场均衡
（一）

讲授；课堂提问
与讨论

教材阅读；第 9
章课后习题

13

资本市场均衡
（二）

讲授；课堂提问
与讨论

教材阅读；第 10
章
课后习题

14

资本市场均衡
（三）

讲授；课堂提问
与讨论；阶段性
习题课

教材阅读

15

复习

讲授

由学生进行自主
课程总结

16

课程答疑

讲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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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学》习题集
2.上交所固定收益交易平台

1.《投资学》习题集
2.罗斯，《公司金融》，机械工业出版社。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作业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2-3 次作业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课后独立完成，按规定及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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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40

西南财经大学《投资银行学》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投资银行学
课程代码：SFS404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申宇，金融学博士、副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415
答疑辅导时间：周二下午 1:00-5:00
电子邮件： shenyu2071@163.com
（二）助 教：无
（三）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http://10.9.10.16/
（四）教 室：E303
（五）上课时间：每周二上午 1-3 节
（六）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兹维博迪:《投资学》第 9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年。
（二）参考教材
1. 王江，《金融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9 月。
2.金怀德,《投资银行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年。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1.中国知网(www.cnki.net)相关文献
2.美国 SSRN 相关文献
3. John.H.Cochrane.“Asset Prici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4.历史教材《美国投资银行史》。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1.理解并掌握运筹学系统优化与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
2.能正确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抽象，在统筹规划基础上使用运筹学模型进
行实际问题的模型构建与求解。
3.能够逻辑清晰地论证他人提出的运筹学模型，并进行评价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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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熟练应用运筹优化的软件进行计算机求解。
6.精通以下技能：口头陈述的能力、撰写案例研究报告的能力、满足运筹
优化应用与学术所需的计算机技能、文献搜索和互联网信息检索能力。
6.通过师生交流、同学合作，养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锻炼友爱、包
容、相互尊重的个人品质，并充分理解课程主旨思想，培养节约和优化社会资
源的社会责任感。
（二）教学内容
序号

题目

1

导论

2

投资银行历史

3

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

4

企业上市

5

基金管理

6

风险投资

7

并购与重组

8

债券分析

课时总计：48 学时

知识点
（一）投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二）投资银行概述
（三）投资银行业务
（一）美国投资银行史
（二）中国投资银行历史
（三）投资银行发展方向
（一）证券发行方式、定价方式
（二）证券承销：成本、收益与发展
（一）IPO 选择
（二）IPO 财务报表分析
（三）IPO 的市场反应
（四）IPO 造假与腐败案例
（一）基金公司分类
（二）基金公司组织管理
（三）基金投资策略
（四）基金资金与基金营销
（五）基金投资收益分析
（六）应用举例与案例分析
（一）风险投资组织管理形式
（二）风险投资投资策略
（三）风险投资发展方向
（四）应用举例与案例分析
（一）美国兼并重组浪潮
（二）企业并购的主要估价方法
（三）中国兼并重组案例
（一）债券定价分析
（二）债券案例分析
48（课程教授）

学时（课堂教授）
3

6
3

6

9

9

6
6

（三）课程要求
1.文献与参考书阅读作业：课堂进行随机抽查回答与提前指定汇报结合方式。
2.平时课后作业：按时规定的时间交与助教进行批改，隔一周上课时间助
教与授课教师进行评讲。
3.课程设计：课程设计第 9 个教学周开始，以小组方式进行，每组由 2-3 名
学生组成，设计报告以小组名义提交。要求运用本课程所学理论与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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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现实投资银行的问题，第 16 周课堂进行答辩，课程设计内容要求详见《课
程设计指导书》。
（四）教学安排
课程

1

2-3

4-5

6-7

8-10

11-12

13-15

16

讲授内容
绪论：
（一）投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二）投资银行概述
（三）投资银行业务
第一章 投资银行历史
1 美国历史
2.中国历史
第二章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1 证券发行方法
2 证券发行案例
3 证券定价
4.承销成本分析
5.承销收益
6.承销竞争案例分析
第三章 企业 IPO
1 IPO 选择：美国、中国、香港
2.IPO 定价与 IPO 溢价
3.IPO 财务造假
4.IPO 与中国经济

第四章 基金投资
1.基金公司分类
2.基金公司组织管理
3.基金投资策略
4.基金资金与基金营销
5.基金投资收益分析

第五章 风险投资
1 风险投资分类
2 美国风险投资案例分析
3 中国风险投资现状
4 中国风险投资案例分析
第六章 兼并重组
1.兼并重组历史
2.兼并重组定价
3.兼并重组案例
第七章 债券分析
1.债券定价分析
2.债券投资案例

授课
方式

作业(教材)/
测验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查询、
阅读

辅助学习材料
兹维博迪《投资学》

讲授
课外阅读

阅读

1. 《摩根传》
2. 《伟大的博弈》
3.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讲授
课外阅读

选择中国一
家上市公司
IPO 分析

证券从业资格证：《证券承销与发行》

讲授
课外阅读

作业： 选择
一家 IPO 公
司招股说明
书分析

讲授
课外阅读

作业：
选取基金公
司年报分
析、基金资
金流动分
析；
交第一次作
业

讲授
课外阅读

案例分析

学生演示
与讨论
实践操作

交第二次作
业

上机实践

实验作业 1
课堂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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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公司 IPO 案例
中国知网：IPO 溢价分析

1.申宇、赵静梅、何欣，2013，《未公
开的交易：基金隐形交易与投资业
绩》，《管理世界》第 8 期，55-66；
2.许闲、申宇，2013，《求人还是靠
己：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效率研究》，
《金融研究》第 9 期，193-206；
3.山立威，申宇，2013，《基金营销与
资金流动：来自中国开放式基金的经验
证据》，《金融研究》第 1 期，192204； 4.赵静梅、申宇，2011，《投资
者认知风险被市场定价了吗？》，《财
贸经济》第 10 期，55-62；
5.申宇，吴玮，2011，《明星基金溢价
效应：高技术还是好运气？》，《投资
研究》第 9 期，116-125；
申宇，2013：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
风险投资与企业生产效率。

1.MS—ch4 Linear Programming
Applications in Marketing, Finance,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预习《运筹学》实验指导手册实验 1
1.MS—2.An Introduction to Linear
Programming 2.4
2. 知网查询与阅读：李士森，裴俊
红.MATLAB 在运筹学(单纯形法)教学
中的应用[J].2009,3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研究论文
课程设计
测验
作业
出勤率
课堂讨论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报告
3 次章节测试
3 次作业+2 次实验作业
到课情况
自主案例分析

考察方式
提交高水平的投资银行论文或报告
课程答辩与课程报告
闭卷考试
课后独立完成，按规定及时提交
不定期点名，3 次不到扣 5 分
教师根据案例质量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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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40
25
15
10
5
5

西南财经大学《信用评级》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信用评级 Credit Rating
课程代码：CRM303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刘春波，副教授
办公室：光华校区金融研究院 206
答疑辅导时间：周四下午
电子邮件：liucb@swufe.edu.cn
王博，讲师
办公室：格致楼 518
答疑辅导时间：周四下午 2:00——5:00
电子邮件：wangbo0503@foxmail.com
（二）助 教：无
（三）课程资源：课件、教材
（四）教 室：H207
（五）上课时间：周三第 10,11,12 节{第 1-16 周}
（六）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1. 刘定平 钟用：《信用评级》，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2．吴晶妹 林钧跃：《信用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二）参考教材
1. 吴晶妹 韩家平，《信用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1.中国知网(www.cnki.net)相关文献。
2.Sciencedirect（http://www.sciencedirect.com/）相关文献。
3.大公国际、中诚信、穆迪等信用评级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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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1.理解并掌握信用评级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2.能正确对现实中的信用评级问题进行抽象，使用数量和统计方法进行实
际问题的模型构建与求解。
3.能够逻辑清晰地评价和完善信用评级过程。
4.熟悉和了解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过程以及监管的演进。
6.精通以下技能：口头陈述的能力、撰写案例研究报告的能力、满足运筹
优化应用与学术所需的计算机技能、文献搜索和互联网信息检索能力。
（二）教学内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题目
信用评级概述
信用评级程序及结果
信用评级方法
主权信用评级
工商企业信用评级
金融机构信用评级
债项信用评级
个人信用评级
信用评级方法论 1
信用评级方法论 2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案例）
企业债券、公司债券（案例）
金融机构债（案例）
地方政府债（案例）
主权信用评级（案例）
答疑
课时总计：48 学时

学时（课堂教授）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48（课程教授）

（三）课程要求
1. 平时课后作业：按规定的时间交与助教进行批改。
2. 课程设计：要求运用本课程所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案例分析。课程设计
内容要求详见《课程设计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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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安排
课
程

讲授内容

授课
方式

作业(教材)/
测验

1

信用评级概述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2

信用评级程序及
结果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3

信用评级方法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4

主权信用评级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5

工商企业信用评
级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6

金融机构信用评
级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7

债项信用评级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8

个人信用评级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9

信用评级方法论
1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10

信用评级方法论
2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11

短期融资券、中
期票据（案例）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12

企业债券、公司
债券（案例）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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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学习材料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13

金融机构债（案
例）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14

地方政府债（案
例）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15

主权信用评级
（案例）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16

答疑

答疑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作业
出勤率

考察内容
知识运用
课程内容
到课情况

考察方式
期末课程论文
平时作业 3 次、展示 1 次
5 次，缺席一次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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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50
40
10

西南财经大学《信用评级》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信用评级 Credit Rating
课程代码：CRM303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刘春波，副教授
办公室：光华校区金融研究院 206
答疑辅导时间：周四下午
电子邮件：liucb@swufe.edu.cn
王博，讲师
办公室：格致楼 518
答疑辅导时间：周四下午 2:00——5:00
电子邮件：wangbo0503@foxmail.com
（二）助 教：无
（三）课程资源：课件、教材
（四）教 室：H207
（五）上课时间：周三第 10,11,12 节{第 1-16 周}
（六）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1. 刘定平 钟用：《信用评级》，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2．吴晶妹 林钧跃：《信用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二）参考教材
1. 吴晶妹 韩家平，《信用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1.中国知网(www.cnki.net)相关文献。
2.Sciencedirect（http://www.sciencedirect.com/）相关文献。
3.大公国际、中诚信、穆迪等信用评级网站。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1.理解并掌握信用评级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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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正确对现实中的信用评级问题进行抽象，使用数量和统计方法进行实
际问题的模型构建与求解。
3.能够逻辑清晰地评价和完善信用评级过程。
4.熟悉和了解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过程以及监管的演进。
6.精通以下技能：口头陈述的能力、撰写案例研究报告的能力、满足运筹
优化应用与学术所需的计算机技能、文献搜索和互联网信息检索能力。
（二）教学内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题目
信用评级概述
信用评级程序及结果
信用评级方法
主权信用评级
工商企业信用评级
金融机构信用评级
债项信用评级
个人信用评级
信用评级方法论 1
信用评级方法论 2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案例）
企业债券、公司债券（案例）
金融机构债（案例）
地方政府债（案例）
主权信用评级（案例）
答疑
课时总计：48 学时

学时（课堂教授）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48（课程教授）

（三）课程要求
1. 平时课后作业：按规定的时间交与助教进行批改。
2. 课程设计：要求运用本课程所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案例分析。课程设计
内容要求详见《课程设计指导书》。
（四）教学安排
课
程

讲授内容

授课
方式

作业(教材)/
测验

1

信用评级概述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2

信用评级程序及
结果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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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学习材料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3

信用评级方法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4

主权信用评级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5

工商企业信用评
级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6

金融机构信用评
级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7

债项信用评级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8

个人信用评级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9

信用评级方法论
1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10

信用评级方法论
2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11

短期融资券、中
期票据（案例）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12

企业债券、公司
债券（案例）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13

金融机构债（案
例）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14

地方政府债（案
例）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15

主权信用评级
（案例）

讲授
课外阅读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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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16

答疑

答疑

文献报告查
询、阅读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
《信用经济学》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穆迪、大公国际、中诚信等评级报告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作业
出勤率

考察内容
知识运用
课程内容
到课情况

考察方式
期末课程论文
平时作业 3 次、展示 1 次
5 次，缺席一次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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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50
40
10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衍生工具》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衍生金融工具
课程代码：(2017-2018-2)-FEG401-20130248-1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48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 都科，金融学博士、副教授
办公室：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204室
答疑辅导时间：周五中午 11:30-12:30
电子邮件： duke20072009@yahoo.com
（二）课程资源： http://ifs.swufe.edu.cn/
（三）教 室： C304
（四）上课时间：每周五 1-3 节。
（五）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也不能迟到早退。
2、课堂上不允许玩手机以及干与课程教学无关的事情。
3、务必参与每次平时测试，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美）约翰.霍尔（John C Hull）《期货、期权和其它衍生产品》
（Option ,Future and other Derivatives），（第 9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1、《金融衍生产品:衍生金融工具理论与应用》 郭瑜骏、黄丽清、汤振
宇 清华大学 (2007-09 出版)
2、《衍生金融工具实验教程》 彭红枫、彭红枫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出
版)
3、《衍生金融工具》，王晋忠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出版）
4、《金融工程案例》，王晋忠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出版）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衍生工具》 罗伯特 E.惠利、胡金焱、王起、李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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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本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对《衍生金融工具》系统地学习，掌握衍生金
融工具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定价方法，能够熟悉运用套期保值、投机和套
利的基本技能，能够掌握和运用无套利定价、风险中性定价和分解组合原理，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优化思维、发散思维和风险思维；本门课程的第二层次
的目标是要学会运用金融工程分析工具和方法来创造性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探讨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本门课程的第三层次目标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与教师、
同学们的交流与对话，要能够发现现实生活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大胆创新、挑
战权威；本门课程最高层次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同学交流、师生交流，养成认
真、勤奋、努力和踏实的学习态度，形成严谨、开拓、创新的素质。
（二）教学内容
序号

题目

1

本课程导论

2

期货与远期工
具

3

期货与远期定
价

4

利率期货

5

互换

6
7

期权的市场机
制
股票期权价格
的性质

8

期权交易策略

9

二叉树模型

布莱克-斯科
尔斯模型
课时总计：48 学时
10

知识点
（一）本课程的框架
（二）金融工程的发展
（三）衍生金融工具引论
（一）期货市场机制
（二）期货套期权保值
（一）各种利率
（二）远期与期货 的定价
（三）应用举例与案例分析
（一）利率期货
（二）利率期货市场观察与讨论
（一）互换的基本类型
（二）互换的运用与创新
（三）应用举例与案例分析
（五） 期权的市场机制
（六） 期权市场在中国的发展
（五） 期权的上下限及边界
（六） 看涨看跌期权的关系
（七） 价差期权
（八） 组合期权
（九） 复合期权
（九） 单步二叉树
（十） 风险中性定价
（十一） 两步二叉树
（十二） 美式期权定价
（五）维纳过程与伊藤引理
（六）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
48（课程教授与案例分析）

254

学时（课堂教
授）
6
6
9
3
6
3
3
3

6

3

（三）课程要求
1.学生要成为学习的主体，课前必须认真预习，课堂教学以重点讲解与讨
论问答的方式进行。
2.本课程需要学生高度关注并研究相应市场的实践发展与前沿研究，并通
过课堂讨论与专题讲解的形式推进。
3.本课程注重学习过程与过程管理，将通过课堂讨论、课外练习来深化学
习过程并考核学习状态。
4.平时课后练习：按规定的时间交与助教进行批改，上课时间助教与授课
教师进行选择性评讲。部分作业将安排助教课外择时讲解。
4.期末闭卷考试
（四）教学安排
课
程
1

2

3

4

5

讲授内容
金融工程与衍生金融工具
1.金融工程的发展
2.金融衍生工具的作用
第 1 章 绪论
1．场内场外交易市场
2．主要的四类衍生金融工具
3．交易者类型
第 3 章 期货市场的机制
13． 期货的发展历史
14． 期货合约
15． 期货价格收敛于现货价格
16． 保证金账户的动作
17． 交易行情
18． 交割
19． 交易者类型
20． 远期合约与期货合约
21． 期货模拟交易
第 3 章 利用期货套期保值策略
1．基本原理
2．对冲的讨论
3．基差风险
4．交叉对冲
5．股票指数期货
6．向前延展的套期保值
7．我国股票指数期货的讨论
第 4 章 各种利率
15． 利率的种类
16． 利率的度量
17． 零息率
18． 债券的定价

授课
方式
讲授
/讨论
讲授
/讨论

讲授

作业(教材)/测验

辅助学习材料

思考题：现代金融
与金融工程的特征
与发展趋势
章节练习 1、6、
7、10、12、13、
14、15、16、24、
25

寻找金融工程
案例进行学习

章节练习4、5、
9、10、12、13、
17、19、24、25、
27、28

中国金融期货
交易所网站；
熟悉期货交易
系统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6、8、
10、13、15、16、
1824、25、26；寻
找期货交易的典型
案例并分析

讲授

章节练习 4、6、
11、12、15、17、
19、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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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衍生
工具交易所网
站

中国股指期货
的发展

人民银行网
站，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
网站。

6

7

8

9

10

11

19． 零息票利率曲线的确定
20． 远期利率
21． 远期利率协议
22． 久期
23． 凸性
24． 期限结构理论
小测验
第 4 章 各种利率
11、中国债券市场
第 5 章 远期和期货价格的决定
1．投资资产与消费资产
2．卖空
3．假设与符号
4．投资资产的远期价格
5．已知证券的现金收益
6．已知收益率的证券
7．远期合约的定价
第 5 章 远期和期货价格的决定
8．远期价格和期货价格的关系
9．股指期货的期货价格
10.货币的远期合约和期货合约
11.商品期货
12.持有成本
13.交割选择权
第 6 章 利率期货
10． 日算惯例
11． 长期国债的报价
12． 长期国债期货
13． 欧洲美元期货
14． 基于久期的套期保值
15． 资产负债组合的套期保值
7．期货远期案例
第 9 章 互换
16． 利率素描机制
17． 日算习惯
18． 确认书
19． 比较优势观点
20． 互换率的性质
21． LIBOR/互换息票率的确定
22． 利率互换的估值
23． 货币互换
24． 货币互换的估值
25． 信用风险
第 10 章 期权市场的机制
14． 期权类型
15． 期权头寸
16． 标的资产
17． 股票期权的性质
18． 行情

讲授
案例分析

债券市场利率期限
结构的构建

中国债券市场
网站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5、6、
11、12、14、15

套利交易与量
化交易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17、18、
19、21、23、25

套利交易与量
化交易

中国金融期货
交易所的国债
期货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2、4、
5、7、8、14、、
16、23、24

讲授
讨论

章节练习 2、4、
6、7、8、9、、
12、13、15、17、
21、22

我国央行与国
外央行的货币
互换

讲授
讨论

章节练习 1、3、
5、8、11、14、16

我国期权市场
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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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第 10 章 期权市场的机制
19． 交易
20． 佣金
21． 保证金
22． 期权清算公司
23． 法规/税法
24． 权证、管理者期权和可转换债券
12．我国权证市场发展分析
第 11 章 股票期权价格的性质
12． 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
13． 基本假设
14． 期权的上下限
15． 看涨期权看跌期权的平价关系
16． 提前执行：不付红利的看涨期权
17． 提前执行：不付红利的看跌期权
18． 红利的影响
第 10 章 期权的交易策略
8． 股票和期权的组合
9． 价差期权
10． 组合期权
11． 其它复合期权
5．期权在理财产品中的运用
第 11 章 二叉树模型介绍
14． 单步二叉树模型
15． 风险中性估值
16． 两步二叉树
17． 看跌期权的例子
18． 美式期权
19． Dalta 值
20． 用 u 和 d 计算波动率
21． 增加树图中的步数
22． 其它资产的期权
第 12、13 章维纳过程与 B-S 模型
9. 维纳过程与股票价格过程
10. 伊藤引理
11. 股票价格的对数正态分布性质
12. B-S 微分方程的推导
13. 风险中性定价
14. B-S 定价公式
考试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18、19、
20、21、22
期权在我国金融市
场发展中的作用。

美国和韩国期
权市场的发展
现状

讲授
讨论

章节练习 3、4、
6、8、9、14、
15、17、21
股票期权的案例分
析

国际股票期权
的发展

讲授讨论

章节练习 6、7、
9、12、14、16、
18、20、22

我国商业银行
的结构化理财
产品

讲授
练习

章节练习 4、6、
8、9、、10、13、
15、17、18、20

二叉树的计算
软件与运用

讲授/讨论

章节练习 5、13、
14
章节练习 2、4、
7、8、13、、14、
15、16、19

中国期权市场
的发展现状与
存在的问题

七、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中期测试
平时成绩
学习态度
出勤率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课后作业
上课状态
到课情况+课堂态度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测试
批改作业
提问与观察
不定期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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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10
10
10
10

西南财经大学《衍生金融工具》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衍生金融工具
课程代码：FEG901
学 分：4 分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刘强，教授、博导
办公室：格致楼 423
答疑辅导时间：周四上午 10:00-11:30
电子邮件：qiangliu@swufe.edu.cn
（二）助 教：周雪梅，金融学院博士生
答疑辅导时间：周三晚上 7:00-9:00
答疑辅导地点：通博楼 202
电子邮件：01zhouxuemei@163.com
（三）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http://10.9.10.16/
（四）教 室：格致楼 J211、J110
（五）上课时间：周四 5~7、10~12 节
（六）纪 律：教师一般不会调课，但所有因公调课都将通过教务处进
并以恰当方式让每一位同学知道，一旦调课，一定会补上。

行，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美）John C. Hull: 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 (8thed).
（二）参考教材
期货与期权市场导论(第 5-7 版)
（美）John C. Hull: 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 (7thed or 9th ed).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Jstor 相关文献
Journal of Derivatives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1.通过对《衍生金融工具》系统地学习，掌握衍生金融工具的基本知识、
基本原理、定价方法，能够熟悉运用套期保值、投机和套利的基本技能，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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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和运用无套利定价、风险中性定价和分解组合原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优化思维、发散思维和风险思维；
2.学会运用金融工程分析工具和方法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希望同学们通过与教师、同学们的交流与对话，能够发现现实生活中需
要研究的问题，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挑战权威；
4.通过师生、同学们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养成勤奋好学、认真踏
实的学习态度，达成友爱、包容、相互尊重的做人品质。
（二）教学内容
序
号

题目

1

衍生金融工具
概论

2

期货市场

3

期货
套期保值策略

4

利率

5

远期和期货价格

6

利率期货

7

互换

8

期权市场的机制

9

期权价格性质

知识点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
（二）基本类型远期合约、期货和期权有一个初步认
识。
（一）熟悉期货市场的运作过程
（二）对世界主要的金融市场有宏观的认识
（三）对我国期货市场的历史有了解
（一）期货合约进行对冲的原理
（二）套期保值的原理及重要性
（一）基本的利率的度量
（二）债券的定价
（三）远期利率、零息票利率曲线确定
（四）久期和利率期限结构理论
（一）利率期货的基本概念及发展历程
（二）不同利率期货合约的具体规定
（三）中长期国债期货合约特殊的定价方式
（四）利率期货在投机、套期保值的运用
（五）利率期货在其他利率风险管理领域的运用
（一）无套利定价法在不同远期合约定价中的运用
（二）股票指数、外汇、黄金和白银以及其他商品期
货合约价格的计算
（三）股指期货的基本特征、定价公式以及指数套利
的具体操作
（四）股指期货在投机和套期保值交易中的运用
（一）互换概念的含义和互换的比较优势原理；
（二）互换过程中现金流的计算和互换的定价
（三）互换的运用策略
（一）期权的概念、类型、合约内容
（二）期权交易中的各类交易者或机构
（三）期权市场的管理
（四）影响期权交易的各类因素
（一）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
（二）期权价格上下限的确定
（三）提前执行不付红利的股票看涨和看跌期权的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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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课
堂教授）
2

3
3

4

6

3

3

3

6

10

期权的交易策略

11

二叉树模型

12

Black-Scholes
模型

课时总计：48 学时

（四）看涨和看跌期权的平价关系
（五）红利对股票期权价格上下限的影响
（一）牛市差价期权、熊市差价期权
（二）蝶式差价期权、日历差价期权
（三）对角差价期权、跨式差价期权
（四）宽跨式差价期权
（一）单步和两步二叉树图方法
（二）衍生证券估值中的风险中性原理
（一）马尔科夫过程的特点
（二）维纳过程的特点和性质
（三）一般维纳过程的特征以及其漂移率和方差率
（四）Black-Scholes 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和推导
Black-Scholes 公式的过程
（五）期权定价公式对支付红利的股票期权进行定价
48（课程教授）

3

3

6

（三）课程要求
1.文献与参考书阅读作业：课堂进行随机抽查回答与提前指定汇报结合方
式。
2.平时课后作业：按时规定的时间交与助教进行批改，隔一周上课时间授
课教师进行评讲。
（四）教学安排
课
程

1

2

3

讲授内容
第一讲 绪论
1．场内场外交易市场
2．主要的四类衍生金融工具
3．交易者类型
4．金融衍生金融工具的作用
5. 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
6. 金融工程和研究方法
第二讲 期货市场
22． 期货的发展历史
23． 期货价格
24． 期货价格收敛于现货价格
25． 每日结算与保证金的操作
26． 交易行情
27． 交割
28． 交易者类型
29． 远期合约与期货合约
30． 中国的期货市场
10. 期货模拟交易
第三讲 利用期货套期保值策略
1．基本原理
2．对冲的讨论
3．基差风险

授课
方式

作业(教材)/测验

讲授讨论

1、1.1—1.13，
1.26—1.28
2、了解我国衍生
产品现状
3、了解诺贝尔经
济学奖的研究工
作

讲授、练习

作业：2.3-2.8，
2.23-2.28

讲授、练习

作业：
3.2-3.15，3.1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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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学习材料

4

5

6

7

8

4．交叉对冲
5．股票指数期货
6．向前延展的套期保值
7．我国股票指数期货的讨论
第四讲 各种利率
1. 利率的种类
2. 利率的度量
3. 零息率
4. 债券的定价
5. 零息票利率曲线的确定
6. 远期利率
7. 远期利率协议
8. 久期
9. 凸性
10. 期限结构理论
11. 中国债券市场
第五讲 远期和期货价格的决定
1．投资资产与消费资产
2．卖空
3．假设与符号
4．投资资产的远期价格
5．已知证券的现金收益
6．已知收益率的证券
7．远期合约的定价
8．远期价格和期货价格的关系
9．股指期货的期货价格
10. 货币的远期合约和期货合约
11. 商品期货
12. 持有成本
13. 交割选择权
第六讲 利率期货
16． 日算惯例
17． 长期国债的报价
18． 长期国债期货
19． 欧洲美元期货
20． 基于久期的套期保值
21． 资产负债组合的套期保值
7. 期货远期案例
第七讲 互换
26． 利率素描机制
27． 日算习惯
28． 确认书
29． 比较优势观点
30． 互换率的性质
31． LIBOR/互换息票率的确定
32． 利率互换的估值
33． 货币互换
34． 货币互换的估值
10. 信用风险
第八讲 期权市场的机制
25． 期权类型

股票指数期货的
思考

讲授、讨
论、练习

讲授

讲授

讲授

讲授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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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4.1-4.13

作业：
5.2-5.12
论文：中国金融
远期市场分析

作业：6.1-6.18

7.2-7.11
论文：我国的互
换市场的特点
互换案例分析

8.2-8.17

9

10

11

12

26． 期权头寸
27． 标的资产
28． 股票期权的性质
29． 行情
30． 交易
31． 佣金
32． 保证金
33． 期权清算公司
10. 法规/税法
11. 权证、管理者期权和可转换债券
12. 我国权证市场发展分析
第九讲 股票期权价格的性质
19． 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
20． 基本假设
21． 期权的上下限
22． 看涨期权看跌期权的平价关系
23． 提前执行：不付红利的看涨期权
24． 提前执行：不付红利的看跌期权
25． 红利的影响
第十讲 期权的交易策略
12． 股票和期权的组合
13． 价差期权
14． 组合期权
15． 其它复合期权
16． 策略
17． 期权在理财产品中的运用
第十一讲 二叉树模型介绍
23． 单步二叉树模型
24． 风险中性估值
25． 两步二叉树
26． 看跌期权的例子
27． 美式期权
28． Dalta 值
29． 用 u 和 d 计算波动率
30． 增加树图中的步数
其它资产的期权
第十二讲 Black—Scholes 模型
1.马尔科夫过程
2.随机游动 Ito 微分
3.对数正太分布
4.股票价格性质
5.收益率分布
6.波动率
7.B-S 模型

13

自备内容：衍生产品定价的逻辑

14

机动

15

考试

讲授，讨论

作业：
9.1-9.10
实证：我国股票
市场权证价格的
有效性

讲授
讨论

作业：
10. 1-10.14
论文：分析结构
化理财产品中期
权的作用

讲授
讨论

作业：
12.1-12.12
了解其他的计算
方法

讲授

12.7，12.13，
12.16

讲授

（说明：1.因每讲内容多少不一，不一定每次刚好 3 个课时，留一周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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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课堂发言
平时作业
出勤成绩
小论文/读书笔记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提问和讨论等
课本后的习题
到课情况
自主读书笔记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教师根据回答的质量评分
课后独立完成，按规定及时提交
不定期点名，3 次不到扣 5 分
教师根据质量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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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40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衍生工具》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衍生金融工具
课程代码：FEG401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王晋忠，经济学博士、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421
答疑辅导时间：周二上午 8:30-11:30
电子邮件： jzwang@swufe.edu.cn
（二）助 教：范梦真、金融专硕研究生
答疑辅导时间：双周星期二下午 2：00-5:00
答疑辅导地点：通博楼 A429
电子邮件：910972512@qq.com
（三）课程资源：http://jpkc.swufe.edu.cn/2009/xj/ysjrgj/zcr-1.htm
（四）教 室：B308、H211
（五）上课时间：每周一 1-3 节；周一 5-7 节。
（六）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也不能迟到早退。
2、课堂上不允许玩手机以及干与课程教学无关的事情。
3、务必参与每次平时测试，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
（美）约翰.霍尔（John C Hull）《期货、期权和其它衍生产品》
（Option ,Future and other Derivatives），（第 9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1、《金融衍生产品:衍生金融工具理论与应用》 郭瑜骏、黄丽清、汤振
宇 清华大学 (2007-09 出版)
2、《衍生金融工具实验教程》 彭红枫、彭红枫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出版)
3、《衍生金融工具》，王晋忠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出版）
4、《金融工程案例》，王晋忠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出版）
（三）进一步阅读教材
《衍生工具》 罗伯特 E.惠利、胡金焱、王起、李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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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本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对《衍生金融工具》系统地学习，掌握衍生金
融工具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定价方法，能够熟悉运用套期保值、投机和套
利的基本技能，能够掌握和运用无套利定价、风险中性定价和分解组合原理，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优化思维、发散思维和风险思维；本门课程的第二层次
的目标是要学会运用金融工程分析工具和方法来创造性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探讨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本门课程的第三层次目标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与教师、
同学们的交流与对话，要能够发现现实生活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大胆创新、挑
战权威；本门课程最高层次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同学交流、师生交流，养成认
真、勤奋、努力和踏实的学习态度，形成严谨、开拓、创新的素质。
（二）教学内容
序号

题目

1

本课程导论

2

期货与远期工
具

3

期货与远期定
价

4

利率期货

5

互换

6
7

期权的市场机
制
股票期权价格
的性质

8

期权交易策略

9

二叉树模型

布莱克-斯科
尔斯模型
课时总计：48 学时
10

知识点
（一）本课程的框架
（二）金融工程的发展
（三）衍生金融工具引论
（一）期货市场机制
（二）期货套期权保值
（一）各种利率
（二）远期与期货 的定价
（三）应用举例与案例分析
（一）利率期货
（二）利率期货市场观察与讨论
（一）互换的基本类型
（二）互换的运用与创新
（三）应用举例与案例分析
（七） 期权的市场机制
（八） 期权市场在中国的发展
（七） 期权的上下限及边界
（八） 看涨看跌期权的关系
（十） 价差期权
（十一） 组合期权
（十二） 复合期权
（十三） 单步二叉树
（十四） 风险中性定价
（十五） 两步二叉树
（十六） 美式期权定价
（七）维纳过程与伊藤引理
（八）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
48（课程教授与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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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课堂教
授）
6
6
9
3
6
3
3
3

6

3

（三）课程要求
1.学生要成为学习的主体，课前必须认真预习，课堂教学以重点讲解与讨
论问答的方式进行。
2.本课程需要学生高度关注并研究相应市场的实践发展与前沿研究，并通
过课堂讨论与专题讲解的形式推进。
3.本课程注重学习过程与过程管理，将通过课堂讨论、课外练习来深化学
习过程并考核学习状态。
4.平时课后练习：按规定的时间交与助教进行批改，上课时间助教与授课
教师进行选择性评讲。部分作业将安排助教课外择时讲解。
4.期末闭卷考试
（四）教学安排
课
程
1

2

3

4

5

讲授内容
金融工程与衍生金融工具
1.金融工程的发展
2.金融衍生工具的作用
第 1 章 绪论
1．场内场外交易市场
2．主要的四类衍生金融工具
3．交易者类型
第 4 章 期货市场的机制
31． 期货的发展历史
32． 期货合约
33． 期货价格收敛于现货价格
34． 保证金账户的动作
35． 交易行情
36． 交割
37． 交易者类型
38． 远期合约与期货合约
39． 期货模拟交易
第 3 章 利用期货套期保值策略
1．基本原理
2．对冲的讨论
3．基差风险
4．交叉对冲
5．股票指数期货
6．向前延展的套期保值
7．我国股票指数期货的讨论
第 4 章 各种利率
25． 利率的种类
26． 利率的度量
27． 零息率
28． 债券的定价

授课
方式
讲授
/讨论
讲授
/讨论

讲授

讲授
案例分析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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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教材)/测验

辅助学习材料

思考题：现代金融
与金融工程的特征
与发展趋势
章节练习 1、6、
7、10、12、13、
14、15、16、24、
25

寻找金融工程
案例进行学习

章节练习4、5、
9、10、12、13、
17、19、24、25、
27、28

中国金融期货
交易所网站；
熟悉期货交易
系统

章节练习 6、8、
10、13、15、16、
1824、25、26；寻
找期货交易的典型
案例并分析

章节练习 4、6、
11、12、15、17、
19、24、25

世界各大衍生
工具交易所网
站

中国股指期货
的发展

人民银行网
站，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
网站。

6

7

8

9

10

11

29． 零息票利率曲线的确定
30． 远期利率
31． 远期利率协议
32． 久期
33． 凸性
34． 期限结构理论
小测验
第 4 章 各种利率
11、中国债券市场
第 5 章 远期和期货价格的决定
1．投资资产与消费资产
2．卖空
3．假设与符号
4．投资资产的远期价格
5．已知证券的现金收益
6．已知收益率的证券
7．远期合约的定价
第 5 章 远期和期货价格的决定
8．远期价格和期货价格的关系
9．股指期货的期货价格
10.货币的远期合约和期货合约
11.商品期货
12.持有成本
13.交割选择权
第 6 章 利率期货
22． 日算惯例
23． 长期国债的报价
24． 长期国债期货
25． 欧洲美元期货
26． 基于久期的套期保值
27． 资产负债组合的套期保值
7．期货远期案例
第 11 章 互换
35． 利率素描机制
36． 日算习惯
37． 确认书
38． 比较优势观点
39． 互换率的性质
40． LIBOR/互换息票率的确定
41． 利率互换的估值
42． 货币互换
43． 货币互换的估值
44． 信用风险
第 12 章 期权市场的机制
34． 期权类型
35． 期权头寸
36． 标的资产
37． 股票期权的性质
38． 行情

讲授
案例分析

债券市场利率期限
结构的构建

中国债券市场
网站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5、6、
11、12、14、15

套利交易与量
化交易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17、18、
19、21、23、25

套利交易与量
化交易

中国金融期货
交易所的国债
期货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2、4、
5、7、8、14、、
16、23、24

讲授
讨论

章节练习 2、4、
6、7、8、9、、
12、13、15、17、
21、22

我国央行与国
外央行的货币
互换

讲授
讨论

章节练习 1、3、
5、8、11、14、16

我国期权市场
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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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第 12 章 期权市场的机制
39． 交易
40． 佣金
41． 保证金
42． 期权清算公司
43． 法规/税法
44． 权证、管理者期权和可转换债券
12．我国权证市场发展分析
第 13 章 股票期权价格的性质
26． 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
27． 基本假设
28． 期权的上下限
29． 看涨期权看跌期权的平价关系
30． 提前执行：不付红利的看涨期权
31． 提前执行：不付红利的看跌期权
32． 红利的影响
第 10 章 期权的交易策略
18． 股票和期权的组合
19． 价差期权
20． 组合期权
21． 其它复合期权
5．期权在理财产品中的运用
第 11 章 二叉树模型介绍
31． 单步二叉树模型
32． 风险中性估值
33． 两步二叉树
34． 看跌期权的例子
35． 美式期权
36． Dalta 值
37． 用 u 和 d 计算波动率
38． 增加树图中的步数
39． 其它资产的期权
第 12、13 章维纳过程与 B-S 模型
15. 维纳过程与股票价格过程
16. 伊藤引理
17. 股票价格的对数正态分布性质
18. B-S 微分方程的推导
19. 风险中性定价
20. B-S 定价公式
考试

讲授
案例分析

章节练习 18、19、
20、21、22
期权在我国金融市
场发展中的作用。

美国和韩国期
权市场的发展
现状

讲授
讨论

章节练习 3、4、
6、8、9、14、
15、17、21
股票期权的案例分
析

国际股票期权
的发展

讲授讨论

章节练习 6、7、
9、12、14、16、
18、20、22

我国商业银行
的结构化理财
产品

讲授
练习

章节练习 4、6、
8、9、、10、13、
15、17、18、20

二叉树的计算
软件与运用

讲授/讨论

章节练习 5、13、
14
章节练习 2、4、
7、8、13、、14、
15、16、19

中国期权市场
的发展现状与
存在的问题

八、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中期测试
平时成绩
学习态度
出勤率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课后作业
上课状态
到课情况+课堂态度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测试
批改作业
提问与观察
不定期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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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10
10
10
10

西南财经大学《衍生金融工具》
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衍生金融工具
课程代码：FEG401
学 分：4
学 时：3 学时/课，共 54 学时。
二、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朱波，金融学博士、教授、博导
办公室：格致楼 321
答疑辅导时间：周二下午 16:00-18:00
电子邮件： zhubo@swufe.edu.cn
（二）助 教：谢权斌，金融工程硕士研究生
答疑辅导时间：双周星期二下午 14:00-16:00
答疑辅导地点：格致楼 321
电子邮件：2849721961@qq.com
（三）课程资源：教务处课程中心 http://10.9.10.16/
（四）教 室：E202
实 验 室：待定
（五）上课时间：周一下午（第 5-7 节）、周一晚上（第 10-12 节）、周二上午
（第 1-3 节）
（六）纪 律：1、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无故缺课。
2、每次作业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三、阅读材料
（一）推荐教材：约翰·赫尔：《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第 9 版，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6 年 4 月。
（二）参考教材
4. 约翰.马歇尔，维普尔.班塞尔.金融工程[M].（宋逢明等译），清华大学出
版社， 1998。
5. 洛伦兹.格利茨.金融工程学[M].（唐旭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6. 宋逢明.金融工程原理—无套利均衡分析[M].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7. 郑振龙.金融工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8. 郑明川，王胜强.期货交易理论和实物[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9. 陈世炬，高材林等.金融工程学原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10. 范龙振，胡畏.金融工程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1. 马克.格林布莱特，史瑞丹.蒂特曼.金融市场与公司战略[M].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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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查尔斯.W.史密森.管理金融风险——衍生产品、金融工程、价值最大化
管理[M].（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3. 陈松男.金融工程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保罗·威尔莫特：《金
融工程与风险管理技术》第 1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 4 月。
14. 唐·钱斯、罗伯特·布鲁克斯：《衍生工具与风险管理》第 7 版，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0 年 2 月。
四、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将系统地讲授衍生金融工具，包括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运作机制、
衍生金融工具的价格决定以及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策略等问题。课程涉及的衍
生金融工具包括远期、期货、互换和期权等基本衍生工具，以及债券市场和股
票市场的创新产品。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运作机制和交易策略、互换的基本
原理与期权市场的运作机制、定价原理和交易策略是本课程的重点内容，课程
也将适当讲解衍生金融工具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
不断更新，因此本课程对衍生金融工具的介绍很难面面俱到，课程着重突出远
期、互换、期货和期权等基础性衍生工具。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重点掌
握常见衍生金融工具的运作机制、基本原理及其应用，了解衍生金融工具市场
的发展状况。
课程的具体目标主要有：
（1）掌握常见衍生金融工具的运作机制；
（2）掌握常见衍生金融工具的基本原理；
（3）掌握常见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价方法；
（4）了解衍生金融工具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应用；
（5）了解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状况；
（6）了解程序化交易和算法交易在衍生金融工具中的相关应用；
（7）了解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实务；
（8）通过师生交流、同学合作，养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锻炼友爱、
包容、相互尊重的个人品质，并充分理解课程主旨思想，培养节约和优化社会
资源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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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题目

知识点

（一）交易所市场、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
（二）远期合约、期货合约和期权合约
引言
（三）交易员的种类（对冲者、投机者和套利者）
（四）风险
（一）背景知识、期货合约的规格
期货市场的运作 （二）保证金账户的运作
机制
（三）场外市场、市场报价与交割
（四）交易员类型和交易指令类型、制度、税收
（一）基本原理、拥护与反对对冲的观点
利用期货的对冲 （二）基差风险与交叉对冲
策略
（三）股指期货
（四）向前滚动对冲
（一）利率的种类和度量
（二）零息利率与债券定价
利率
（三）远期利率及合约、久期、曲率
（四）利率期限结构理论
（一）投资资产与消费资产、卖空交易
（二）投资资产的远期价格、提供已知中间收入的资产、收益
如何确定远期和 率为已知的情形
期货价格
（三）对远期合约定价、股指期货价格
（四）货币的远期和期货合约
（五）商品期货、持有成本、交割选择
（一）天数计算和报价惯例
（二）美国国债期货
利率期货
（三）欧洲美元期货
（四）基于久期的期货对冲策略、对于资产与负债组合的对冲
（一）互换合约的机制、天数计算惯例、确认书
（二）相对优势的观点、互换利率的本质
（三）确定 LIBOR/互换零息利率、利率互换的定价、期限结
互换
构的效应
（四）固定息与固定息货币互换及定价、其他互换与信用风险
管理
证券化与 2007 （一）证券化与美国住房市场、问题与危机
年信用危机 （二）无风险利率与 OIS 利率
OIS 贴现、信用
（三）信用风险：CVA 和 DVA、融资费用
以及资金费用
（一）期权类型、头寸、标的资产、股票期权的细节
（二）交易、佣金、保证金
期权市场机制
（三）期权结算公司、监管制度、税收
（四）认股权证、雇员股票期权和可转换债券、场外市场
（一）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
（二）期权价格的上限与下限
股票期权的性质 （三）看跌-看涨平价关系式
（四）无股息股票上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
（五）股息对于期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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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
（课堂教授）
3

3

3

3

3

3

3

3

3

3

（一）保本债券
（二）包括单一期权与股票的策略
11
期权交易策略
（三）差价、组合
（四）具有其他收益形式的组合
（一）一步二叉树模型与无套利方法、风险中性定价
（二）两步二叉树、看跌期权例子、美式期权
12
二叉树
（三）Delta、选取 u 和 d、二叉树公式、增加二叉树的步数
（四）其他标的资产上的期权
（一）马尔科夫性质、连续时间随机过程
维纳过程和伊藤 （二）描述股票价格的过程、参数、相关过程
13
引理
（三）伊藤引理
（四）对数正态分布的性质
（一）股票价格的对数正态分布性质、收益率的分布与期望和
波动率
布莱克-斯科尔斯（二）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微分方程及推导
14
-默顿模型
（三）风险中性定价与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定价公式
（四）累积正态分布函数、权证与雇员股票期权
（五）隐含波动率与股息
课时总计：48 学时 42（课程教授）+3（习题课）+3（复习与答疑）

3

3

3

3

（三）课程要求
1.文献与参考资料阅读作业：课堂进行随机抽查回答与提前指定汇报相结
合的方式。
2.平时课后作业：按规定的时间交与助教进行批改，每月助教或授课教师
进行评讲。
3.应用实践：要求运用本课程所学理论与方法，分析现实生活中的衍生金
融工具定价及风险管理实务问题。
（五）教学安排
课
程

讲授内容

1

第1章
引言

2

第 2 章 期货市场的
运作机制

3

第 3 章 利用期货的
对冲策略

主要教学方法

授课方式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课外阅读

讲授
案例分析
习题讲解

主要教学方法：归纳法、案例分析
通过介绍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常见类型和参与者特
点，初步了解衍生金融产品的特点和衍生金融工具市场
的发展状况。通过案例分析强化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了
解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现状。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法、对比分析、重点讲授
演绎期货市场的运作机制，重点讲授保证金账户的
运作过程，结合我国情况具体演示期货报价信息，对比
分析不同期货品种报价信息的差异，分析期货在风险管
理方面的制度安排。
主要教学方法：原理讲解、案例教学、归纳演绎
讲授多头对冲和空头对冲的基本原理，分析基差风
险的影响，演绎最优对冲比率的计算过程。
以股指期货对冲为例，强化上述原理和计算过程。
选择关键例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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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测验

扩展阅读、
课后习题

扩展阅读、
课后习题

课后习题、
案例分析

4

第 4 章 利率

讲授
案例分析
习题讲解

5

第 5 章 如何确定远
期和期货价格

讲授
习题讲解

6

第 6 章 利率期货

讲授
习题讲解
课外阅读

7

第 7 章 互换

讲授
案例分析

8

第 8 章 证券化与
2007 年信用危机
第 9 章 OIS 贴现、
信用以及资金费用

讲授
课外阅读

9

第 10 章 期权市场
机制

讲授
案例分析

10

第 11 章 股票期权
的性质

讲授
归纳演绎

11

第 12 章 期权交易
策略

讲授
组合构造

12

第 13 章 二叉树

讲授
案例分析

13

第 14 章 维纳过程
和伊藤引理

讲授

14

第 15 章 布莱克-斯
科尔斯-默顿模型

讲授
讨论

15
16

主要教学方法：对比分析、归纳法、演绎法、案例分析
对常见类型的利率的进行对比分析，演绎不同计息
频率之间的转换公式，归纳债券定价的基本思想，基于
久期探讨债券组合的风险管理方法。
以奥兰治县财政基金破产为例，强调利率期限结构
信息的重要性。
主要教学方法：对比分析、归纳法
基于贴现和无套利原理导出期货和远期的定价方
法，对各种情形中的应用进行深入讲解。对远期价格和
期货价格进行对比分析。
选择关键例题进行分析。
主要教学方法：归纳法、对比分析法、案例分析
介绍国债期货的报价机制，分析转换因子的计算原
理，演绎国债期货的定价公式，比较分析国内外国债期
货市场的发展状况，基于案例分析久期对冲策略及其在
资产负债管理中的应用。
主要教学方法：归纳法、对比分析、案例分析
分析利率互换的特点，归纳互换转换资产和负债的
方法，剖析互换利率的本质和比较优势原理，对利率互
换和货币互换进行对比分析。
选择关键例题进行分析。
主要教学方法：原理讲解、案例分析、比较分析
讲解资产证券化的原理，结合新近金融危机探讨信
用风险管理问题，对比分析 OIS 与 LIBOR 之间的风险
内涵差异。
主要教学方法：归纳法、对比分析、案例分析
归纳期权到期时的偿付形式，并进行对比分析，剖
析交易细节，分析保证金及监管措施在风险控制方面的
作用。对比分析期权与期货的异同，概述我国期权市场
的发展状况。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法、对比分析
归纳期权演绎看涨看跌期权平价公式，比较分析给
出期权的上限和下限，结合现实探讨股息对期权的影
响。
主要教学方法：归纳法、构造法
使用不同期权产品，构造复杂衍生产品，归纳总结
各类产品的特征。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法、案例分析
演绎二叉树期权定价的原理，使用具体案例分析其
应用。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法、案例教学法
结合具体资产的价格走势，归纳维纳过程的特点，
演绎伊藤引理的具体形式。
主要教学方法：演绎法
推导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期权定价方程。
复习、答疑
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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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习题、
案例分析

课后习题

课后习题、
扩展阅读

课后习题、
扩展阅读

课外阅读

扩展阅读、
课后习题

课后习题

课后习题、
扩展阅读
课后习题

课后习题

五、考核方式
考试形式
期末考试
中期考核
出勤率
课堂讨论
课后作业

考察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
课堂测试
到课情况
问题讨论、课堂表现
扩展阅读与课后习题

考察方式
闭卷考试
独立完成
不定期点名，2 次不到扣 10 分
根据课堂状况评分
课后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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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0
10
10
10
10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课程实施方案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CENTRAL-BANK MONETARY-POLICY AND FIANCIALSUPERVISION>
课程代码：FIN306
学 分：4 学分
总 学 时：54 课时
二、课程内容概要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在初步学习与掌握了货币金融基本理论的基础之上，在回顾和总
结了中央银行领域的新问题的同时，专门就国际、国内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
融监管领域的新矛盾、新问题、新趋势进行探索与研究的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
结合，偏重实践和实际应用能力提升的课程。该课程主要研究当今国际经济金
融全球化、综合化与网络化背景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面临的挑战
与对策，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运
行机制、运行中的新问题、宏观调控效果、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研究国际上货币政策领域的最新发展与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研究国际货币
政策的协调与配合问题；尤其是结合中国 2003 年银监会成立以来中国中央银行
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督管理的新纠结、2008 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后的新动态进行思
考、探索与研究。在对比研究不同类型国家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方
面的经念与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经济金融电子化、全球化、网络化，结合我国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加入“WTO”、深化金融改革与金融市场进一步规
范发展的要求，探索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加强国内货币政策与国际
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如何理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如何打造“生态金
融环境”、如何提高金融监管主要是银行监管效益等十分值得研究的新经济金融
问题。当前，广泛的共识是“价格稳定应当成为中央银行首要关注的问题”；但
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价格稳定——更一般地说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宏观经
济状况——可能受到不稳健的金融制度尤其是不稳健的银行体系的危害”。一个
不稳健的银行体系可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损害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能
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与必需的金融职能；面对一个秩序混乱、案件不断、
风险积聚、危机四伏的银行金融体系，任何科学有效的货币金融政策都不可能
全面有效地执行下去，更不要奢望会起到多大的效果了。因此银行稳定与价格
稳定、金融稳定与经济稳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所以从稳定价格、稳定金融的
角度也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是要健全有效的银行监管制度和协同发展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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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体系。同学们：金融监管问题是 20 世纪以来一直困扰世界各国金融安全、
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之一。20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性经济金融大危机
和 90 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区域性金融动荡与危机、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金
融竞争与联合中日渐紧张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 2008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
球性金融危机，尤其是 2017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来发现的我国各种金融乱象
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强烈而深刻地警醒着人们必须注意研究、防范和应对金融体
系运行与发展失常及其引发的种种消极的经济金融效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
金融发展与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领域的许多新问题与新风险也要求我们必须
重新审视我国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方式、内容、目标与原则，要求我们加强
对金融监督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结合国际金融监督管理领域的最新成就，探
索如何完善中国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与机制，如何培养改革深化时期适应中国金
融改革与发展要求的金融监督管理人才。
（二）课程总体目标
本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是要掌握中央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的基本原理，培养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学习兴趣，为学习其它课程和继续
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本门课程的第二层次目标是系统的掌握现代中央银行的
基本理论，业务管理以及调节宏观经济、监督管理金融业的基本方法、培养从
事中央银行工作的实际业务能力；培养分析和解决我国中央宏观调控和稳定金
融、服务金融业、监督管理金融业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能力。本门课程的第
三层次目标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与教师、同学们的交流与对话，要能够发现我国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大胆创新、挑战权威、为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体系与体制献计献策；本门课程最高层次
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同学交流、师生交流，养成认真、勤奋、努力和踏实的学
习态度，达成友爱、包容、相互尊重的做人品质和高素质银行家的基本潜质。
（三）课程英文简介（Course Descriptions）：
Course Description
Before attending this course, readers had better know the basic knowledge of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udies. This course reviews and summarizes new problems in
central banking field, specifically on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ing of the new
contradictions, new problems and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entral
bank's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which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emphasis on practic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apacity building.
In this course, we will learn th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that our central bank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facing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integrated and
network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t first. Secondly, we will explore monetary
policy of central bank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the operation
of the new issues, macro-control effects,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Macroeconomic financial policy in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irdly, we will
study the latest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which will
render revelation for our country. At last, we will study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especially new knot about macro-control of central
bank and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 our country, new reflection,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for the dynamic economic activity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We will compare experience and less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entral
banks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deepen the requirements of
further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reform and financial markets,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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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with economic and financial electronic, globalization and network, and also
link our socialist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full participation in "WTO".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ssues such as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how
to strength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how
to rationalize the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relationship, how to create
"eco-financial environment", how to improve financial supervision mainly
effectiveness of supervision on banks is very new ideas and also deserves explored.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reform of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many new problems and new risks of this
sector also requires that we must re-examine China's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method, content,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It also requires us to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management of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combined with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and explore how to improve China's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how to train professionals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China's financial reform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during
the deepening period of reform.
三、任课教师、助教、教室等情况
（一）任课教师：曾志耕，金融学博士、教授；
办公室：格致楼 516 室，电话：87092762，
答疑辅导时间：每周四上午和手机、网络随时。
电子邮件： ZENGZG@swufe.edu.cn。
（二）教师个人简介
一、个人信息
曾志耕，男，金融学博士，教授，zzg9254@sina.com；
zengzg@swufe.edu.cn，
二、教育背景
1984.9——1988.7，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金融专业（本科）
1990.9——1992.12，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金融专业（硕士）
1997.9——2004.12，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中心金融专业（博士）
三、工作经历
1988.7 ——1990.9，四川省泸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调控处
1992.12——2008.10，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教师
2008.10——2016.10，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副院长
2016.10——至今，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教师
四、讲授课程名称
1、本科，《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金融稽核学》、《现代中央银行
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
2、硕士，《金融理论与实务》、《金融监管学》、《中央银行货币政
策》、《MBA 商业银行理论与案例研究》
五、主要研究领域与方向（不超过 3 个方向）
1、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2、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3、农村金融.
六、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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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论文
1、论文学习导向的博士生教育能提升科研水平吗？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6 年 04 期，第一作者
2、金融知识与家庭投资组合多样性，经济学家， 2015 年 06 期，第一作者
3、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创新，经济研究， 2012 年 02 期，独立作者
4、我国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模式对比论证与分析，财经科学， 2004 年 12
月 30 日，第一作者
5、商业银行的生存挑战与启示，经济体制改革， 2003 年 06 期，第一作者
6、金融对社会经济负作用的理论与实践分析，财经科学 ，2002 年 12 月
30 日，第一作者
7、金融监管中的道德风险问题，金融研究 ，2001 年 11 期，第二作者
8、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负面影响及对策，财经科学 ，1999 年 06 期，
第一作者
9、利率杠杆刺激需求的有限性及其负面效应，财经科学， 1999 年 03 期，
第三作者
10、中外金融业内控制度比较及启示，财经科学， 1998 年 01 期，独立作者
（二）教材、专著
1、网络金融风险及监管，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 05 月 1 日，编著
2、中国国库统计体系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年 12 月编著
3、网络金融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9 月 1 日，编著
4、金融监督管理学，西南财经大学网络教育教学，2004 年 8 月，主编
5、国际投融资理论与实务，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7 月 1 日，参编
6、衍生金融商品，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年 7 月，副主编
7、现代中央银行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年 6 月，副主编
8、金融稽核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 年 10 月，主编
9、现代商业银行运作与管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 年 12 月，参编
七、承担的研究项目
1、校管课题《加强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监管研究》；
2、四川省社科基金课题《我国金融稽核制度研究》；
3、人民银行总行课题《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拓展与监控》
4、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四川灾后重建中的金融法律问题研究》
八、教改教学成果
1、2010 年，获第六届高等教育四川省教学成果一等奖，《面向行业需
求，依托办学优势，构建高层次金融人才应用能力培养体系》，排名第三
2、2010 年，获第六届高等教育四川省教学成果三等奖，《金融工程专业
建设与新型金融人才培养》，排名第二
3、2012 年，获西南财经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经济管理复合型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 2007 级“金葵花”光华创新人才金融与理财实验
班为例》，排名第一
4、2008 年，获西南财经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银校合作——高层
次金融人才实务能力培养模式创新探索》，排名第二
5、2008 年，获西南财经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我国金融工程学科
建设研究》，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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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省级教改项目，《特色鲜明高水平财经大学建设目标下金融本科人才培
养方案优化探索》，主持
7、省级教改项目，《金融博士培养方案优化》，主持
九、论文指导
1、2015 年指导的专业硕士论文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奖
2、2014 年，指导的学位论文获得“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光华奖”
3、2013 年，指导的学位论文获得“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光华奖”
4、2011 年，指导的学位论文获得“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光华奖”
十、获奖:
1、2015 年、2017 年获得“西南财经大学我心目中好老师”称号；
2、2016 年获得殷孟波金融教育发展基金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3、1991 年，1999 年，2016 年获得西南财经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4、2011 年、2014 年两度获得西南财经大学优秀教师一等奖；
5、1997 年度、2013 年度两次获得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优秀教师；
6、2012 年获得西南财经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
7、2011、2013、2015 年度四川省金融学会“先进个人”；
8、 2000 年“刘诗白奖励基金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9、1990 年泸州市直机关工委“优秀共产党员”；
十一、社会职务
1、中国金融稽核监督学会首批个人会员；
2、四川省金融学会副秘书长；
3、四川省中小企业担保专家评审委员专家成员;
4、成都市人事局人才人事考试研究会理事;
5、成都市经济纠纷仲裁专家委员；
6、西南财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教学督导专家；
7、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小微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8、四川农业大学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9、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独立董事;
10、雅安农村商业银行独立董事;
11、南充农村商业银行独立董事;
（三）助 教：倪源：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电话：18048562392。
（四）教 室：经世楼 C307
（五）上课时间：周四第 10、11、12 节
（六）纪 律：教师一般不会调课，但所有因公调课都将通过教务处进行，并
以恰当方式让每一位同学知道，一旦调课，一定会补上。每一位同学除非有特
殊情况，例如疾病，否则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来上课。每一位同学都不允许迟
到，若迟到，请课间休息时间再入教室。助教可以不收迟交的作业，每次作业
都将登记。同学们的每一份作业老师都会亲自阅读，请认真对待。特别强调和
规定几点：
1）认真听讲，认真做好笔记；每次课都将组织学习课外资料和讨论；
2）理论联系实际，对于上课所讲的案例要深入分析、细心体会并能举一反
三；
3）复习所学的金融专业基础课程、补充相关金融知识；
4）结合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中的具体案例自己要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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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课在我讲课时不准讲话、不准开手机等通讯工具、不准迟到早退、不
准无故不来上课、凡违反以上任何一条，学期总成绩扣 5 分；
6）期末考试题很活（主要考案例分析、结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实际的问题！），只有真正学到了相关知识，达到了要求，才可能拿到学分
（闭卷考试、平时和期末考试实行 4：6 的比例）。
四、教材
（一）参考教材及重要资料
1， 刘锡良：《现代中央银行学》
2， 王广谦：《中央银行学》
3， 黄达：《金融学》
4， 解川波：《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5，《人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及银件会的相关监管指引。
（二）进一步阅读资料
1，《中国银行家》杂志
2，《金融研究》实务版
3，《金融时报》实务版
4，新华网、新浪网财经时评和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动态
五、致同学们的一封信
同学，您好！
你即将开始学习一门金融专业的重要专业主干课程——《中央银行货币政
策与金融监管》。这门课程是在学习了货币金融学的基础上，专门对中央银行
这一特殊金融机构进行专门学习和研究的课程；这门课程是经济金融理论和货
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学好这门课程，要求同学们要全面复
习已经学过的金融专业基础课程、要理论联系实际地去思考金融尤其是银行改
革和经营中的实际问题、要认真听讲、广泛阅读、勤于思考、完成各项课内外
的学习活动。
如果你将来想选择一份好的工作尤其是想进入各类银行金融机构工作，那
么这门课程将会给你一个选择的参照系，告诉你将如何选择；如果你想继续深
造，这门课程是金融学专业必考的课程；更为重要的是，本门课程是金融专业
的几门专业主干课程之一。这门课程，如果不学，如果不认真学，如果不全程
学，可能会成为学生生涯中令人遗憾的一件大事之一。
能够进入西南财经大学，表明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我们实行的是精
英教育，希望各位同学都要具备雄心大志，立志成为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的骨干
和领导者。我相信每一位同学都会富有活力、有创造性地学好本门课程，相信每
一位同学通过一学期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自发地生成对金融业、对银行业的
兴趣！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一大批人成为卓越的银行行长和金融高管，更
期望你们中能够有一批人能立志将经济学、金融学研究作为毕生的事业！
祝健康快乐，学业进步！
曾志耕
2017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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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进度与主要教学方法
1、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先行课程

教
学
目
标
和
主
要
内
容

教师姓名
学历
主要
研究方向
主要
承担课程
（近三年、含
研究生）

FIN306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课程代码
双语（否） 多媒体（是/）
学分：
学分与学时
新课（否） 精品课（否）
学时：3
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金融学、国际金融学等
本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是要掌握中央银行的基本业务和货币政策与金融
监管的基本原理，培养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学习兴趣，为学习其它课
程和继续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本门课程的第二层次目标是系统的掌握现
代中央银行的基本理论，业务管理以及调节宏观经济、监督管理金融业的
基本方法、培养从事中央银行工作的实际业务能力；培养分析和解决我国
中央宏观调控和稳定金融、服务金融业、监督管理金融业中的理论和实际
问题的能力。本门课程的第三层次目标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与教师、同学们
的交流与对话，要能够发现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中需要研究
的问题，大胆创新、挑战权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体系与体制献计献策；本门课程最高层次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同学交流、
师生交流，养成认真、勤奋、努力和踏实的学习态度，达成友爱、包容、
相互尊重的做人品质和高素质银行家的基本潜质。
计划讲授：
第一章、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章、中央银行的性质与职能；
第三章、中央银行的组织与结构；
第四章、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第五章、中央银行传统理论的最新发展；
第六章、货币政策概述；
第七章、货币政策目标；
第八章、货币政策工具；
第九章、货币政策中介指标；
第十章、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与作用效果；
第十一章、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等业务；
第十二章、中央银行对外金融业务与活动；
第十三章、中央银行金融稳定等新职能；
第十四章、金融监管及其理论；
第十五章、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
第十六章、金融监管比较与启示。
曾志耕
职称
教授
博士
学位
博士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农村金融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货币金融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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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大纲
教
学
目
标

(

主
要
教分
章
学节
内
容
)

教
学
资
源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于讲解和传授现代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基本理
论、方法和国内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改革实践和金融创新，为我
国培养适应２１世纪金融业发展需要的合格的金融人才及银行家。
第一章、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章、中央银行的性质与职能；
第三章、中央银行的组织与结构（自学）；
第四章、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第五章、中央银行传统理论的最新发展；
第六章、货币政策概述（部分自学）；
第七章、货币政策目标；
第八章、货币政策工具；
第九章、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自学）；
第十章、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与作用效果（自学）；
第十一章、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等业务（部分自学）；
第十二章、中央银行对外金融业务与活动（自学）；
第十三章、中央银行金融稳定等新职能；
第十四章、金融监管及其理论（自学）；
第十五章、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
第十六章、金融监管比较与启示。
多媒体、课件
（一）参考教材及重要资料
5， 刘锡良：《现代中央银行学》
6， 王广谦：《中央银行学》
7， 黄达：《金融学》
8， 解川波：《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5，《人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及银件会的相关监管指引
（二）进一步阅读资料
1，《中国银行家》杂志
2，《金融研究》实务版
3，《金融时报》实务版
4，新华网、新浪网财经时评和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动态

3、教学进度计划
周
次

星
期

章节内容

授课
方式

课时

作业要求

教师

1

三

第一章、中央银
行的产生与发展

讲授、提问

3

布置学期学习
资料和第一次
必读材料

讨论：课堂纪
律要求

三

第一章中央银行
的产生与发展；

3

三

第二章、中央银
行性质与职能

讲授、讨论

3

4

三

第二章、中央银
行性质与职能

讲授、提问、
讲授、提问

3

2

讲授、讨论

讨论：学习内
容与教授方式
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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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金
融改革与发展
回顾、总结与
前瞻》

讨论：我国中
央银行体制的
改革举措。

备注

《中央银行关
注重点的演
变》

5

三

6

三

第四章、中央银
行相对独立性
第五章、中央银
行传统理论的新
发展

讲授、提问、
讲授、提问

3

讲授、提问、
讨论

3

7

三

第六章、货币政
策概述

8

三

第七章、货币政
策目标

9

三

第八章、货币政
策工具

10

三

第九章：货币政
策传导过程与效
果

讲授、提问、
讨论

三

第十章、中央银
行资产负债等主
要业务

讲授、提问、
讨论

11

第十三章、中央
银行金融稳定等
新职能
第十三章：中央
银行金融稳定等
新职能
第十五章、中央
银行与金融监管

讲授、讨论

讲授、提问、
讨论
讲授、提问并
随堂举行半期
考试

3

人民银行与银
监会的关系？

《学习青年干
部的价值观》

货币政策如何
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中
发挥积极效
应？

3
关于“清算
GREENSPAN”
的讨论。
结合实际总结
人民银行货币
政策效果如
何？

金融报刊杂志
国内外各主要
商业银行网站
对其最新业务
的介绍。

3

我国中央银行
外汇储备管理
中的问题？

讨论：我国外
汇储备管理中
的问题及对
策。

讲授、提问、
讨论

3

金融监管风暴
解读

讲授、提问、
讨论

3

讲授、提问、
讨论

3

3

3

12

三

13

三

14

三

15

三

第十六章、金融
监管职能比较

讲授、提问、
讨论

3

16

三

总复习

提问、答疑

3

记分办法

平时成绩：
40%，

人民银行在履
行新职能中的
问题？
中央金融工作
会议解读
美国新金融监
管法的启示

讨论我国金融
乱象的表现及
治理举措。

讨论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表现
及治理举措。
讨论“合规经
营、尽职免
责”的意义及
举措。

期末成绩：
60%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曾志耕
2018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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