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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应在完成课程学习后进行中期考核。中期考核是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学院在第2学期末或第3学
期初完成中期考核相关内容。中期考核不合格者，不得进入学位论文开题工作。

五、科研训练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金融学理论基础，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较强的从事
金融实际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

二、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全日制。 
1. 采用学分制。选修课采取模块化设置的方式，每位学生必须选择随后列出的3个专业模块课程中的2个模块：财富管理与投资
、金融科技与金融工程、信用管理与消费金融,剩余学分可选修已选模块外的课程。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修满规定的学分，
成绩合格者即可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论文答辩通过后按规定的程序授予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模块                     科目一                         科目二                      科目三

财富管理与投资         《财富管理》                   《私募股权投资》           《证券投资研究》

金融科技与金融工程     《金融科技》                   《金融工程实务》     《金融工程职业规划与素养培训》

信用管理与消费金融  《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               《信用评级》              《消费金融学》

2.教学方式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采用课堂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聘请有实践经验的
专家、企业家和监管部门的人员开设讲座或承担部分课程。
3.考评方式要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包括考试、平时作业、案例分析、课堂讨论、撰写专题报告等。
4.加强实践环节。
5.注重职业道德的培养。
6.设置论文导师制度。
7.本科主修专业为非金融专业（金融专业包含金融学、金融工程、信用管理等）的学生需在研究生阶段辅修《货币金融学》和
《公司金融》两门课程，并且课程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论文开题阶段。

三、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习，学习年限一般为2年。

四、中期考核

学位论文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2

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 4

一、培养目标

专业必修课 公共选修课（其它） 0

过程环节总学分 10

社会实践 2

科研训练
学术交流与学术论文 

(含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
2

公共必修课 公共选修课（思政） 0

学科基础课 专业选修课 16

2018级025100金融全日制硕士培养方案
金融学院 学位类别 专业学位 2

最低课程总学分 33



必/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年 开课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 专业必修课 0251003034 3 54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必修 专业必修课 0251003035 2 36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必修 专业必修课 0251003030 3 54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必修 专业必修课 0251003015 3 54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必修 专业必修课 0251003027 3 54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必修 专业必修课 0251003005 3 54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非学位课程

全日制

研究内容：

衍生金融工具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外语

金融机构与市场

投资学

公司金融

学生需在金融机构或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金融工作岗位实习不少于3个月，撰写实习报告并出具实习单位实习证明。

八、学位论文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要与金融实践紧密结合。论文内容应着眼于实际问题，论文形式提倡案例分析、调研报告、产品设计等
。论文写作要规范，字数原则上不少于2万字。原则上，论文开题距论文答辩完成不少于6个月。

九、课程设置

学位课程

课程名称

六、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工作应于中期考核通过后开始。论文开题至申请论文答辩的工作时间应不少于6个月。

七、社会实践



必/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年 开课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2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5 2 27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01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26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8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1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7 2 27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6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3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4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305003002 1 18 2018-2019 第一学期 研究生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305003003 1 18 2018-2019 第一学期 研究生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39 2 27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出版年份 选/必读

2015 选读

2014 选读

2015 选读经济解释 张五常  中信出版社

伟大的博弈（1653-2011） 约翰•S•戈登  中信出版社

新金融秩序：如何应对不确定的金融
风险

席勒  中信出版社

证券投资研究

十、参考文献

书名/期刊 著者 出版社

各门课程任课老师推荐或课程大纲中
列出的推荐书目

 

金融科技

金融工程实务

数据挖掘与人工
智能

信用评级

自然辩证法概论

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法论

公司财务案例

消费金融学

财富管理

私募股权投资

金融工程职业规
划与素养培训

企业并购

全日制

课程名称



审核人： 罗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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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年限

非全日制学习，学习年限为2年。

四、中期考核

硕士研究生应在完成课程学习后进行中期考核。中期考核是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学院在第2学期末或第3学
期初完成中期考核相关内容。中期考核不合格者，不得进入学位论文开题工作。

五、科研训练

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 4

一、培养目标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金融学理论基础，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较强的从事
金融实际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

二、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为非全日制。 
1. 采用学分制。选修课采取模块化设置的方式，每位学生必须选择随后列出的3个专业模块课程中的2个模块：财富管理与投资
、金融科技与金融工程、信用管理与消费金融,剩余学分可选修已选模块外的课程。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修满规定的学分，
成绩合格者即可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论文答辩通过后按规定的程序授予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模块                        科目一                  科目二                       科目三
财富管理与投资            《财富管理》            《私募股权投资》            《证券投资研究》
金融科技与金融工程        《金融科技》            《金融工程实务》      《金融工程职业规划与素养培训》
信用管理与消费金融     《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       《信用评级》                《消费金融学》

2.教学方式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采用课堂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聘请有实践经验的
专家、企业家和监管部门的人员开设讲座或承担部分课程。
3.考评方式要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包括考试、平时作业、案例分析、课堂讨论、撰写专题报告等。
4.加强实践环节。
5.注重职业道德的培养。
6.设置论文导师制度。
7.本科主修专业为非金融专业（金融专业包含金融学、金融工程、信用管理等）的学生需在研究生阶段辅修《货币金融学》和
《公司金融》两门课程，并且课程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论文开题阶段。

过程环节总学分 10

社会实践 2

科研训练
学术交流与学术论文 

(含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
2

学位论文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2

公共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16

专业必修课

2018级025100金融非全日制硕士培养方案
金融学院 学位类别 专业学位 2

最低课程总学分 33



必/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年 开课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 专业必修课 0251003005 3 54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必修 专业必修课 0251003030 3 54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必修 专业必修课 0251003034 3 54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必修 专业必修课 0251003035 2 36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必修 专业必修课 0251003015 3 54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必修 专业必修课 0251003027 3 54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研究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金融机构与市场

投资学

非学位课程

非全日制

九、课程设置

学位课程

课程名称

公司金融

外语

衍生金融工具

六、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工作应于中期考核通过后开始。论文开题至申请论文答辩的工作时间应不少于6个月。

七、社会实践

学生需在金融机构或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金融工作岗位实习不少于3个月，撰写实习报告并出具实习单位实习证明。

八、学位论文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要与金融实践紧密结合。论文内容应着眼于实际问题，论文形式提倡案例分析、调研报告、产品设计等
。论文写作要规范，字数原则上不少于2万字。原则上，论文开题距论文答辩完成不少于6个月。



必/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年 开课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1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6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2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5 2 27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7 2 27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4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8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26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01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39 2 27 2018-2019 第一学期 金融学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305003002 1 18 2018-2019 第一学期 研究生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305003003 1 18 2018-2019 第一学期 研究生院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51003043 2 27 2018-2019 第二学期 金融学院  

出版年份 选/必读

2015 必读

2014 必读

2015 必读经济解释 张五常   中信出版社

各门课程任课老师推荐或课程大纲中
列出的推荐书目

 

伟大的博弈（1653-2011） 约翰•S•戈登   中信出版社

新金融秩序：如何应对不确定的金融
风险

席勒   中信出版社

证券投资研究

自然辩证法概论

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法论

数据挖掘与人工
智能

十、参考文献

书名/期刊 著者 出版社

消费金融学

金融科技

信用评级

金融工程职业规
划与素养培训

私募股权投资

财富管理

非全日制

课程名称

企业并购

金融工程实务

公司财务案例



审核人： 罗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