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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 

暨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论坛 

会议总日程 

 

一、基本情况 
      会议主题：变革时代下的金融工程理论与实践 

      主办单位：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承办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     《金融管理研究》编辑部 

二、会议日程 

日 期 内容 时间 地点 

2014 年 4 月

25日（周五） 

报到 下午 13：00到晚上 22：00 
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维也纳酒店 

理事会全体会议 晚上 19：30-20：30 外宾楼 101会议室 

2014 年 4 月

26日（周六） 

（注：详见第

三部分） 

报到 
上午 7点 30分 

至 8点 30分 

上海师范大学会议中心 

1号报告厅（1 楼） 

大会开幕式 

及论文颁奖 
上午 9点至 9点 40分 

上海师范大学会议中心 

1号报告厅（1 楼） 

大会主题演讲 上午 10点 00分至 12点 
上海师范大学会议中心 

1号报告厅（1 楼） 

专题研讨 1 下午 13点 30分至 17点 会议中心 5号会议室（1楼） 

专题研讨 2 下午 13点 30分至 17点 会议中心 3、4号会议室（1楼） 

专题研讨 3 下午 13点 30分至 17点 会议中心 2号会议室（1楼） 

专题研讨 4 下午 13点 30分至 17点 会议中心 1号会议室（1楼） 

专题研讨 5 下午 13点 30分至 17点 外宾楼 101会议室 

专题研讨 6 下午 13点 30分至 17点 会议中心 2号报告厅（2楼） 

2014 年 4 月

27日（周日） 
专业实践考察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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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26 日）议程 

时  间 程  序 

7：30～8：30 大会报到，地点：上海师范大学会议中心 1号报告厅（1楼） 

9：00～9：40 

开 幕 式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会议中心 1号报告厅（1楼） 

内   容 主 持 人 

1．介绍参会嘉宾 

茆训诚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助

理、商学院院长, 教授） 

2．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刘晓敏教授致欢迎词 

3．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理事长叶永刚教授致辞 

4．本次会议学术委员会主任吴文锋教授宣布优秀论文

名单，嘉宾颁发优秀论文证书 

5．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理事长叶永刚教授宣布下届会

议举办单位，交接会旗 

9：40-10：00 会议中场休息  

10：00～12：00 

（1/2） 

大会主题演讲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会议中心 1号报告厅（1楼） 

演讲嘉宾 内容 主持人  

吴卫星（对外经贸大学金

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 

Short- and Long-Run 

Business Conditions and 

Expected Returns 

刘红忠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

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

导师） 

钱荣金（上海金融界联合

会副理事长、上海期货同

业公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与应

用创新型金融投资人才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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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00 

（2/2） 

许友传 （复旦大学金

融研究院，年会获奖

论文代表） 

当前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合

理空间及其试点路径 
刘红忠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

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

导师） 

王周伟（上海师范大

学商学院副院长，金

融风险管理研究团队

负责人） 

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

性债务上限估算研究 

12：00～13：00 午餐，地点：上海师范大学学思园、外宾楼 

 

 

分会场 1：风险管理专场（13:30～17：00） 

地点：会议中心 5号会议室 

时 间 报告人 内 容 

上半场： 

13：30～15：00 

主持人： 

陈国进 （厦门

大学王亚南经

济研究院副院

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 

袁先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金融

系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

济大学风险管理研究所，教授） 

交流题目：金融网路的系统性风险基本性质和

资本回收率, 以及监管资本要求等方面的传染

机制框架研究 

 点评：张寄洲（上海师范大学数理学院，教授） 

费紫微（湖南大学金融管理研究

中心，博士研究生） 
交流题目：中美银行间市场风险传染比较研究 

 
点评：陈国进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崔百胜（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工程

研究中心，副教授） 

交流题目：基于系统性风险指数的逆周期资本

缓冲机制研究 

 
点评：沈沛龙（山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下半场： 

15：20-17：00 

主持人：沈沛龙 

袁靖（山东工商学院统计学院副

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

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交流题目：基于灾难风险的股权溢价及股票超

额收益可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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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财经大

学研究生学院

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 

 

 
点评：金永红（华东理工大学金融创新研究中

心主任，副教授） 

袁鲲（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副教授） 

交流题目：动态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绩效比较及

其回溯测试 

 
点评：崔百胜（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

心，副教授） 

吕思聪（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研究生） 

交流题目：风险承担视角下的货币审慎调控研

究 

 
点评：史秀红（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

授） 

分会场 2：金融市场分场（13:30～17：00） 

地点：会议中心 3、4号会议室 

时 间 报告人 内 容 

 

上半场： 

13：30～15：00 

主持人：刘晓星（东

南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金融系主任，教

授，博士生导师） 

 

 

 

 

 

下半场： 

15：20-17：00 

主持人：  

李志生（中南财经

方能胜（西南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副教授） 

交流题目：Study of Realized Semivariances and 

Signed Jumps in China’s Stock Market  

 点评：高言（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陈健（上海师范大学金融

工程研究中心，副教授） 

交流题目： 基于非系统风险定价的 A 股市场反转

效应成因研究 

 
点评：刘晓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杜化宇（新华都商学院，

教授） 

交 流 题 目 ：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Taiwan’s Index Option Trading in the Early 

 点评：方能胜（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高言（中央财经大学金融

学院，讲师） 

交流题目：融资融券对价格发现的影响——来自 A

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点评：姚亚伟（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

讲师） 

李志生（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交流题目：卖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产定价效率

吗？ ——来自中国融资融券市场的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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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副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 

博士生导师） 

 点评：王辉（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刘晓星（东南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交流题目：投资者行为如何影响股票市场流动

性？  

 
点评：姚亚伟（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

讲师） 

分会场 3：金融机构分场（13:30～17：00） 

地点：会议中心 2号会议室 

时 间 报告人 内 容 

上半场： 

13：30～15：00 

主持人： 

张桥云 

（西南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执

行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孔东民（华中科技大学经

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交流题目：企业为何参股银行 

 点评：许友传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讲师） 

付开宝（上海师范大学商

学院，研究生） 

交流题目：中国区域信贷顺周期效应的时空特征研究

——基于面板 VAR模型 

 点评：彭涛（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雪（中央财经大学金融

学院，硕士研究生） 

交流题目：基于宏观经济周期的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利率期限结构研究 

 
点评：敬志勇（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副

教授） 

下半场： 

15：20-17：00 

主持人： 

陈荣达（浙江财

经大学金融学

院副院长，教

授） 

宁同科（上海师范大学商

学院，副教授） 

交流题目： 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市场效益研究—— 

基于三因素模型的实证分析 

 点评：赵林海（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 

傅利福（山东大学经济研

究院，博士研究生） 

交流题目：金融抑制下银行业集中度的降低真的促进

竞争了吗？ 

 点评：王翔（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敬志勇（上海师范大学金

融工程研究中心，副教
交流题目：信贷质量、证券化与公开市场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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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点评：雷鸣（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分会场 4：公司金融分场（13:30～17：00） 

地点：会议中心 1号会议室 

时 间 报告人 内 容 

上半场： 

13：30～15：00 

金桩（内蒙古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院长， 

教授） 

沈传河（山东女子学院金融

工程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交流题目：虚拟股票结构创新及其凸性激励模

式研究 

 
点评：张元萍（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志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交流题目：新股发行中的政府管制、租金分配

与 IPO 抑价 

 
点评：庄新田（东北大学现代金融研究所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红梅（上海师范大学商学

院，教授） 

交流题目：机构投资者影响下的高管薪酬与公

司业绩关系研究 

 
点评：沈传河（山东女子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

所长，副教授） 

下半场： 

15：20-17：00 

主持人：孔东民 

（华中科技大学经

济学院金融系，副教

授，博士生导师） 

彭涛（南开大学商学院，博

士研究生） 

交流题目：地理距离如何影响风险资本对新企

业的投资 

 
点评：杨菁菁（江西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

心主任，副教授） 

朱敏（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金融系主任，副教授） 

交流题目：空间距离的门限效应与 IPO 折价的

地理区位差异 

 
点评：孔东民（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尹树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交流题目：媒体曝光、信息透明度与公司治理 

 点评：田新时（湖北经济学院金融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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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5：两岸金融论坛（13:30～17：00） 

地点：外宾楼 101会议室 

时 间 报告人 内 容 

上半场： 

13：30～15：00 

主持人：林欣美 

（暨南国际大学管

理学院副院长，教

授） 

 

王辉（中央财经大学金融

学院，副教授） 

交流题目：A Simplified 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Model 

 
点评：朱敏（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金融系主任，

副教授） 

吴庭斌（台湾国立中央大

学财金系，教授） 

交流题目：Valuation of Spread and Basket 

Options with the Johnson Distribution Family 

 
点评：张骅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

授） 

杨菁菁（江西师范大学国

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副

教授） 

交流题目：The Role of Leverage in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点评：彭红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下半场： 

15：20-17：00 

主持人：彭红枫 

（武汉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金融系主

任，教授，博士生

导师） 

洪崇文（南台科技大学会

计系主任，教授） 
交流题目：动态条件相关性-碳排放配额之实证 

 
点评：陈健（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

副教授） 

张骅月（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金融系，副教授） 

交流题目： On Investment-Consumption with 

Regime-Switching 

 点评：周德清（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谭继军（西南财经大学中

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

心副主任，副教授） 

交流题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 

 讨论 

分会场 6：行为金融分场（13:30～17：00） 

地点：会议中心 2号报告厅 



8 
 

时 间 报告人 内 容 

 

 

上半场 

13：30～15：00 

主持人： 

龙超（云南财经

大学金融学院

院长，教授） 

周德清（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副教授） 

交流题目： Asymmetrically informed traders 

and the virtue of overconfidence 

 点评：李刚（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卢阳正（台湾铭传大学，教授） 

交流题目：The Loan Herding of Chinese Banks 

for Industrial Lending and the Subsequent 

Economic Impact  

 点评：冯玲（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李志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

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 

交流题目：中国可转债市场非理性转股行为研究 

 
点评：史永东（东北财经大学应用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下半场 

15：20-17：00 

主持人：史永东

（东北财经大

学应用金融研

究中心主任，教

授，博士生导

师） 

王立民（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

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交流题目：基于行为金融实验的信息不对称与股

价泡沫的股价泡沫的研究 

 
点评：叶中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晋忠（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金融工程系主任，副教授） 
交流题目： 我国国债期货市场有效性研究 

 
点评：文忠桥（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

系主任，教授） 

吴小强（毕威迪信息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北中国区总经理） 
交流题目：学术研究中的大数据应用 

 讨论 

17：30～19：00 晚餐（BVD 之夜）   地点：新南华大酒店（徐汇区田林路、苍梧路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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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务联系人 

 

总负责人：王周伟老师，13524413239 

学术活动组织负责人：张震老师，13917222625 

会务（交通、住宿、餐饮等）负责人：傅毅老师，13818582560 

 

五、会议住宿、餐饮及路线地图 

 

1.住宿 

（1）上海师范大学外宾楼：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100号上海师范大学西部校区 

（2）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55号(近钦州南路)，为 25日唯一的报到地点。 

（3）维也纳国际酒店：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46号 

 

2. 各到达站到注册点交通路线 

（1）浦东机场——》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方式一：出租车   约 180元 

方式二：机场大巴   约 25元   

浦东机场站—— 机场七线——》 上海南站 ——763 路公交车——》上海师大站下车步行 50 米至

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2）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方式一：出租车，约 70 元 

方式二：地铁公交，约 5元 

虹桥机场——地铁 10号线(新江湾城方向), 在伊犁路站 下车(1号口出)  步行 480米至 虹桥路伊

犁路站，乘坐 上朱线 4站, 在上海师大站下车， 步行 570 米至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方式三：组委会将于 4.25日提供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虹桥火车站接站班车服务。具体时刻表如下： 

  第 1班 第 2 班 第 3班 第 4班 

虹桥机场 2号航站楼 14:30 15:30 16:30 17:30 

虹桥火车站 14:50 15:50 16:50 17:50 

  第 5班 第 6 班 第 7班 第 8班 

虹桥机场 2号航站楼 18:30 19:30 20:30 21:30 

虹桥火车站 18:50 19:50 20:50 21:50 

 

接站联系人： 

虹桥机场 2号航站楼：张足天老师，1348288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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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火车站：薛朋老师，18801618957 

（3）上海虹桥火车站——》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方式一：出租车 约 70元 

方式二：地铁公交   约 5元 

虹桥火车站——地铁 10号线(新江湾城方向), 在伊犁路站 下车(1口出)  步行 480米至 虹桥路伊

犁路站，乘坐 上朱线 4站, 在上海师大站下车， 步行 570 米至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方式三：同（2）方式三 

（4）上海南站——》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方式一：  出租车，约 14元 

方式二：公交车，2元 

上海南站——763路——》上海师大站下车步行至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5）上海火车站——》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方式一：  出租车， 约 70元 

方式一：  地铁公交，约 6元 

上海火车站——地铁一号线到漕宝路站——换乘 43路——》上海师大站下车步行 100米至上海教育

国际交流中心 

上海火车站——地铁一号线到上海南站站——换乘 763路——》上海师大站下车步行 50 米至上海教

育国际交流中心 

 

3. 餐饮安排 

[1] 4月 25 日晚餐（供应时间 17:00-18:30）：代表凭餐券到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大厅集中（时间

17:00-18:00），由会务组分批带往。代表也可在上述时间内持券自行前往。18:30 之后参会代

表可在住宿酒店附近自行用餐。 

[2] 4月 26 日午餐：会后由工作人员引导前往。 

[3] 4月 26 日晚餐：会后直接由会务大巴专车送往接回，由工作人员引导前往上车地点。 

[4] 4月 27 日晚餐：会务组将向参加考察的代表提供 27 日晚餐，具体时间由考察返回时间决定。 

注意： 

  （1）本次会议需凭券用餐。 

  （2）由于参会人数较多，25日晚餐，26日午餐分两个餐厅（学思园、外宾楼），请看清餐券上的

用餐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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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组委会 

201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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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简介 
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由我国最早开设金融工程专业的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和厦门大学共同发起。历届会议举办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历届会议举办情况 

届数 年份 承办单位 

第一届 2002年 武汉大学 

第二届 2003年 中央财经大学 

第三届 2004年 西南财经大学 

第四届 2006年 武汉大学 

第五届 2007年 云南财经大学 

第六届 2008年 广东商学院（现广东财经大学） 

第七届 2009年 贵州财经学院（现贵州财经大学） 

第八届 2010年 山西财经大学 

第九届 2011年 内蒙古财经大学 

第十届 2012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第十一届 2013年 兰州商学院 

第十二届 2014年 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和《金融管理研究》编辑部 

 

年会理事会现有 35家理事单位，现任理事长为武汉大学叶永刚教授。表 2是各理事单位注册信

息。希望我们各理事单位同心协力，共同推动金融工程及风险管理学科的发展与繁荣。 

 

表 2 各理事单位信息 

序号 学校 理事代表 联系方式 

1 西南财经大学 张桥云 zhang888@swufe.edu.cn 

2 中国人民大学 林清泉 linqq@ruc.edu.cn 

3 武汉大学 叶永刚 ygye@whu.edu.cn 

4 中央财经大学 史秀红 shixiuhong@aliyun.com 

5 厦门大学 郑振龙 zlzhang@xmu.edu.cn 

6 北京大学 吴岚 lwu@pku.edu.cn 

7 清华大学 张陶伟 
zhangtw@sem.tsinghua.ed

u.cn 

8 对外经贸大学 吴卫星 wxwu@uibe.edu.cn 

9 上海财经大学 金德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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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东北财经大学 史永东 ydshi@263.net 

11 天津财经大学 张元萍 zhangyuanping@tjufe.edu.cn 

12 广东财经大学 刘湘云 liuxyun@21cn.com 

13 南开大学 周爱民 Aiminzhou_tj@163.com 

14 贵州财经大学 江能 1102074036@qq.com 

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李志生 zsli@znufe.edu.cn 

16 上海师范大学 王周伟 wzw@shnu.edu.cn 

17 山西财经大学 沈沛龙 plongshen@163.com 

18 云南财经大学 龙超 chaolong200@yahoo.com.cn 

19 安徽财经大学 文忠桥 wenpan9933@sina.com 

20 中南民族大学 朱乾宇 qyzhu2008@163.com 

21 河北经贸大学 王重润 fengwen0909@sina.com 

2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韩立岩 hanly1@163.com 

23 华中科技大学 唐齐鸣  

24 南京财经大学 阎海峰 agula555@hotmail.com 

25 湖南大学 彭建刚 pengjiangang@hotmail.com 

26 南京大学 裴平 peip@nju.edu.cn 

27 内蒙古财经学院 金桩 jinzhuang@sina.com 

28 湖北经济学院 张立勇 zhangly888@sohu.com 

29 兰州商学院 马润平 marp2009@163.com 

30 浙江财经大学 陈荣达 rongdachen@163.com 

31 内蒙古大学 杨云峰 climax577@qq.com 

32 湖北工业大学 彭芳春 1679786130@qq.com 

33 北京工商大学 杨德勇 yangdeyong908@126.com 

34 广西大学 范祚军 gx13978819838@163.com 

35 山东女子学院 刘中文 lzw3541@sohu.com 

 

mailto:qyzh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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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简介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是一所培养经济学类、金融学类、管理学类专业技术人才的综合性学院(由

原商学院与金融学院合并组建)。学院以本科教学为主体(兼具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教育),以应用型

人才培养为目标，以国际合作与交流为特色的新型学院。 

学院拥有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学术性硕士学位授予点（涵盖 10 个硕士授予点），现已开设的二

级学术性硕士学位授予点有：国民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金融学、数量经济学及金融专业硕士；同

时,还设有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点，金融学（英语）硕士以及金融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应用统

计专业硕士授予点(与数理学院合作)。学院 2014 年招收全日制本科专业 14 个、专升本专业 1 个。

普通本科专业有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投资学、保险学、信用管理、财务管理、电子商务、

资产评估和法语。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有经济学（中美合作）、经济学（中法合作）、广告学（中法合

作）、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法合作）。在校学生总人数达 3487人，其中，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93人，

全日制本科生 3037人，全日制专科生 122人，海外留学生 135人。 

学院现有在编教职工 126 人，其中专业教师 83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57 人，教授 8 人，副教授

38人，硕士生导师 40人。除此之外，学院还聘请 70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担

任名誉教授和兼职教授，体现了学院师资队伍专、兼职并用、资源优化配置的特点。学院每学年有

70余人次来自欧美国家的专家与学者参与和承担教学工作及科研交流。外籍教师采用国外教材、相

对先进的教学理念、案例教学方法，国内教师运用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对国情的深刻理解讲授基础理

论知识，外教和本院教师共同执教，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提升了学院的教学品质。 

学院教师现承担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

规划）重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上海市哲社课题、上海市软科学重点项目、上海市决策咨

询项目等 30多项。近五年来，学院先后承担了教育部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上

海市“金融保险”教育高地建设项目、上海市本科校外实习示范基地、上海市教育科学课题、上海

市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上海市示范性本科全英语课程、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

课程、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等项目的建设，并获得了多项教学成果奖。 

根据开放的国际化办学的定位，学院利用中外合作办学优势，集中外合作大学之特长，合理配

置课程和教材，汇外国专家教授、校内外师资和学院骨干教学力量于一体，基本形成了全面开放的

国际化办学模式，全面提升了学院的教学品质，实现了培养既有外语语言能力，又有本专业基础理

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并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通过多年努力，学院已与法国十

所大学、美国的十所大学及意大利、比利时、丹麦、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多所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根据开放的国际化办学的定位，学院利用中外合作办学优势，集中外合作大学之特长，合理

配置课程和教材，汇外国专家教授、校内外师资和学院骨干教学力量于一体，基本形成了全面开放

的国际化办学模式。国际化合作具体有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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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出国项目：短期游学、一年无学历交换生项目、2+2 双文凭项目、海外实习项目；在本科

生 2+2 留学项目中，双方大学互认学分，学生完成规定的学业后可获得双学位证书。自办学以来，

学院先后派遣赴欧美国家学习的一年及以上的长期留学生达 789 人，一年以下的短期留学生 250 余

人，有近 600人已获得欧美大学硕士学位，学成归国。 

二是接受外国留学生来我学院进行暑期游学（全英文）、非学历教育（全英文）、本科生学历教

育（中文）和研究生学历教育（全英文）的项目；接收了来自欧美国家法国、美国、德国、英国、

意大利、比利时、墨西哥、摩洛哥等十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达 811人。 

三是教师互派与科研合作项目：教师出国访学比例 60%以上，全英语授课教师 12 人，课程 20

门。 

学院非常重视学生的学习、实习与就业工作，每年按一定的比例为优秀学生提供 15000 元（中

外合作专业学生）的全额奖学金，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学院还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减免

部分特困生学费并支助贫困生完成学业。学院成立了专业的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在学校率先实行全

员化、全程化职业生涯教育计划，使学生一进大学校门就对自己的专业学习和职业生涯有一个充分

的了解，为学生就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院每年的学生就业率达 95%以上。根据毕业生跟踪调查

的不完全数据统计，学院毕业生在企事业单位就业的近 80%，其中大都分布在外资企业、金融行业、

IT 行业、教育行业及政府机关部门，另有 20%的毕业生选择国内考研、国外读研或直升研究生。其

中不少毕业生已成为各行业的精英和骨干，有各大银行（外资银行）的部门经理、各大宾馆的部门

经理、企事业单位的主管和项目经理等。学院的毕业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和好评，尤其在涉

外企事业单位的优势更为明显，他们在社会上赢得良好的声誉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秉承上海师范大学“以学生发展为本、以本科教育为本、以教育质量为本”的办学理念和精神，

努力为学生创造积极向上、严谨求实的学习氛围，努力为学生提供民主自由、活泼开放的人文环境

和个性昂扬、健康成长的人性化发展平台，是商学院全体教职工共同的奋斗目标。 

网址：http://fb.shnu.edu.cn/ 

我们也欢迎有识之士加盟我院，共同推动金融学科发展。 

联系人：石雄老师，电话：021-64322791；邮箱：sx880312@shnu.edu.cn。 



16 
 

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简介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发展，社会对于金融人才的需求

将不断加大。2004 年 5 月 17 日，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同意筹建上海师范大学金融研究

院，2007年 3月 21日，批复更名为定位于技术应用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是上海师范大学根据上海建设世界城市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战略，整合上海师范大学在金融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等学科的诸多优势资源，

建立的与金融业界紧密合作的学术创新平台，其优势和特色在于强调技术在金融管理中的应用，尤

其是在金融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管理方面。  

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力求形成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善于创新、“产学

研”紧密合作的有效运行机制，力争建设成综合研究能力较强、在上海以及华东地区具有社会影响

力的金融管理研究基地、金融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基地、政府和金融行业及相关企业的咨询服务基

地、微观金融人才培养基地。  

经过七年的建设，目前研究中心已经拥有一支由茆训诚教授、王周伟副教授为首的以中青年教

师为骨干、学历层次高的研发团队。该核心团队由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金融系、投资保险系、财务

管理系的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近几年来，已经先后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管

理工程学报》、《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经研究》、《经济管理》、《财贸经济》、《国际金融研究》、

《经济学动态》、《国际贸易问题》、《软科学》等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国际 SCI 期刊发表

论文 2 篇，承担和完成省部级以上课题十多项，聘请了美国、法国高校的著名专家和国内金融机构

高级管理研究人员为长期兼职研究员，并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

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承担业界横向课题多项。  

中心现任主任为张震副教授，联系方式：021-64324481，scottzh@shnu.edu.cn。 

网页：http://fb.shnu.edu.cn/Default.aspx?tabid=1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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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管理研究》征文启事 

                         

网页：www.jrglyj.com 

                         投稿邮箱：jrglyj@shnu.edu.cn 

 

《金融管理研究》（Journal of Finance and Management Research）是经济、金融与管理理论研究

与实践创新领域的中英文专业学术刊物。由上海师范大学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承办，国内外

公开发行。本刊秉持学术性、创新性与前瞻性，努力为经济与管理研究搭建一个具有国内外领先水

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此，我们向广大国内外专家学者与业界朋友们发出邀请，征集相关稿件。具

体投稿事项说明如下： 

一、稿件内容及稿费支付 

《金融管理研究》主要刊发经济、金融与管理领域内的高水平学术性文章。本刊为中英文期刊，

稿件主体内容可以应用中文或英文写作。内容涵盖理论经济、应用经济、金融管理、金融工程、企

业管理、公共管理及管理科学等领域，优先发表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城市金融发展与安全方面的

文章；获得基金资助的文章，在同等条件优先录用。 

文章可以是“论文”、“综述”、“调研报告”等。“综述”要求是体现某一领域最新学术动态的综

述性文章；“论文”要求是具有一定原创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章；“调研报告”要求是使用案例分

析、实验设计、问卷调查等方法针对性地研究现实热点及典型情景的文章。 

稿件一经录用，将根据我刊规定，按照稿件质量从优支付相应的稿费。刊发后反响较好的，如

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他引频次与影响因子较

高者，在本刊论文年终评优时，将给予奖励。 

作者如未向编辑部作特别声明，所投稿件应该是作者自己完成的原创性作品，且与该稿件内容

无实质差别的稿件（包括其外文翻译稿件）未曾在其他报纸、期刊等出版物上发表过。稿件被录用

后，在公开发表之前，未经本刊同意，作者切勿再将论文投向其他刊物。 

二、稿件编辑规范 

稿件全部内容推荐采用 Microsoft Office编排，用 A4纸编排。为保证稿件评审客观公正，保

障本刊的文章质量，本刊实行二级匿名审稿制度。 

稿件编辑要求如下： 

（一）稿件第一页应提供以下信息： 

1、文章标题； 

2、作者信息：姓名、性别（男性不需注明，女性请标注“女”）、出生年月、学位，职称、职务，

现工作单位，主要研究领域，以及通信作者的通信地址和电子邮箱地址。 

作者的姓名与所在单位，请同时以中英文列出。每位作者的署名单位不得超过两个。同时，个

人信息也务必完整、准确，以便编辑部及时与作者联系。 

（二）稿件内容： 

稿件正文从第二页开始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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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仅列中英文标题、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文章全文和参考文献，隐去所有与作者相关

的信息。其中，关键词 3～5 个；中文摘要 300字以内；先后顺序及编辑格式为： 

（1）中文标题：居中，四号宋体加粗；如有，在标题后用脚注“*”标明文章获得的项目资助情

况。 

如：* 本项目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通货紧缩的风险测量以及对策研究”

（11YJC790202）资助。 

（2）作者：在作者姓名后用脚注（①、②、③等）标明作者的姓名、性别、出生年份、专业博

士、职称、工作单位、研究方向。 

如：① 王某某（1968—），女（男性不需注明），金融学博士，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研

究方向为金融管理、城市发展。 

（3）中文摘要：标题下空一行，缩进两字，以“摘要：”开始； 

（4）中文关键词：摘要下空一行，以“关键词：”开始，关键词之间以分号隔开； 

（5）文章的项目资助情况：在正文标题上加脚注注明。 

（6）正文 

（7）参考文献 

（8）英文标题：居中，四号 Times New Roman； 

（9）英文摘要：英文标题下空一行，顶格编排，以“Abstract：”开始； 

英文关键词: 英文摘要下空一行，顶格编排，以“Key words：”开始，关键词之间以空格隔开； 

（10）附录（根据文章需要安排，可有可无） 

（三） 稿件正文编辑格式 

若稿件中含有数学公式、表格、曲线图及其它图表，请用计算机制作相关内容，并务必保证其

中的符号、数字、文字、图线清晰、规范、准确，以便本刊排录时直接按原样编排。标题、表格、

图、公式编号必须连续编号。 

一级标题用一、二、三等编号，二级标题用（一）、（二）、（三）等，三级标题用 1、2、3 等，

四级标题用（1）、（2）、（3）等。一级标题居中，四号宋体加粗；二级以下的各级标题左对齐，小四

号宋体加粗；前二级独占一行，不用标点符号，三级以下与正文连排，五号宋体加粗。 

普通文字段落请以五号宋体、单倍行距编排；页边距上、下、左、右均不小于 2.54 厘米；每页

不超过 41行且每行不超过 42汉字符。 

公式应标以连续的序号（1）、（2）、（3）等，公式编号右对齐。 

文章正文的脚注尽量精简，每页重新开始编号，编号格式为：①，②，③„„。 

（四）图表的格式编辑 

图的序号、标题通常应位于图的下方，居中。稿件中图的排序要按图 1、图 2、图 3 等全文连续

编号。图号与标题之间不加标点，只空一格。“数据来源”和“注释”应依次置于图的标题下方，并

左对齐。图的数据来源通常应该准确注明，数据来自于参考文献的，应以“某某（20**）”的方式注

明。 

图表区的中文字体一般用宋体，英文一般用 Times new roman。横轴和纵轴的说明，通常应该

位于横轴的右方和纵轴的左上方。 

（五）表格的格式编辑 

 1.稿件中表格的排序要按表 1、表 2、表 3 等全文连续排序，表的序号和标题之间不加标点，

只空一格。表的序号、标题置于表格上方。如果表是单独打印的，请在正文中标记大体位置。 

 2.表格一律使用简明型（见后面的例子）。 表的注释（或说明文字）和资料来源置于表格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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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型表格（1） 

表 1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m2         ⊿m2       p          ⊿p            

有常数项、有趋势项    „„          „„          „„              „„ 

有常数项、无趋势项    „„          „„          „„              „„ 

无常数项、无趋势项    „„          „„          „„              „„ 

注释：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差；*、**、***分别代表在 10%、5%、1%的程度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文章需要安排，可有可无） 

 

简明型表格（2） 

表 2 样本省份的基本特征 

                       1981                           1982 

                 中国   日本    美国            中国  日本     美国 

人均资本         0.9     2.3     1.8             0.8     2.1     1.6 

人均可支配收入   272.3   248.8    82.9           767.2   422.8   

428.4  

注释： （根据文章需要安排，可有可无） 

资料来源：（根据文章需要安排，可有可无） 

 

（六）参考文献的编辑格式 

所有在正文或脚注中被引用过的参考文献必须列示在文章的末尾。中英文参考文献分开，中文

在前，英文在后，并分别按第一个拼音字母或英文字母顺序排序。 每条参考文献的第一行顶格左对

齐，第二行右缩进两个空格。中文参考文献中的标点符号都用全角；英文参考文献中的标点符号都

用半角。引用杂志上的文章和论文集中的文章都要注明文章的起止页码。 

中文参考文献的编辑格式如下： 

学术期刊：  

[序号] 作者 1、作者 2（、作者 3，等），出版年：《论文名》，《期刊名》，第某卷，第某期，起

止页码。  

    如：范某某，2007：《短期利率模型在上交所债券市场上的实证分析》，《管理科学学报》，第 10

卷，第 2期，第 80-89页。 

学术著作：  

[序号] 著者 1、著者 2（、作者 3，等），出版年：《书名》，出版地：出版社，起止页码。 

如：王某某，2007：《利率模型》，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论文集：  

[序号] 作者 1、作者 2（、作者 3，等），出版年：论文名，论文集名， 主编，出版地：出版

社，.起止页码。 

科技报告：  

[序号] 作者 1、作者 2（、作者 3，等），（出版年）：题名，报告题名，编号，出版地：出版社，

起止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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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序号] 作者（授予年）：题名，保存地点：保存单位。  

专利文献：  

[序号] 专利申请者（日期）：题名，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  

技术标准：  

[序号] 起草责任者（发布年）：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标准名称。  

报纸文献：  

[序号] 作者（出版日期）：文献题名，报纸名，（版面次序）。  

电子文献：  

[序号] 作者（更新引用日期）：文献题名，电子文献类型标示/载体类型标示，文献网址或出处。 

 

英文文献的编辑格式符合规范。 

（1）两个英文作者的参考文献的格式： 

Family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Family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Journal, Vol., No., pp. 12-34. 

如： 

Banister，J. and J. R. Taylor, 1990, “China: Surplus Labour and Migration,”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No. 4, pp.3-20. 

（2）三个英文作者的参考文献的格式： 

Family name， First name, First Name Family Name, and First Name Family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Journal, Vol., No., pp. 12-34. 

如： 

Ghatak， S., P. Levine and S. W. Price, 1996, “Migration Theories and Evidence: An Assess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0(2), pp.159-197. 

 

三个以上英文作者的参考文献的格式： 

Family name， First name, First Name Family Name, First Name Family Name, etc.,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Journal, Vol., No., pp. 12-34. 

（3）引用文献是工作论文的参考文献格式： 

Family name, First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234. 

如： 

Krugman P., 2006, “Title of the Article,” NBER Working Paper, No. 4567. 

（4）引用文献是论文集中的某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格式： 

Family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Family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Name of the 

Paper Collection, Eds. by Family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Family Name, pp. 12-34. 

（5）引用文献是专著时的参考文献格式： 

Family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Family Name, year, Title of the Monograph,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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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稿查稿 

   1、投稿说明 

本集刊接收网页投稿或电子邮件投稿。 

（1）电子投稿：电子邮件投稿邮箱为：jrglyj@shnu.edu.cn。 

（2）网页投稿，先登录《金融管理研究》集刊网页：www.jrglyj.com。如是新用户，请进入作

者投稿查稿系统中填写相关作者信息后提交系统，再返回邮箱点击激活注册用户帐号后，即可登录

按要求进行后续网页投稿。网页投稿稿件优先安排审稿，作者可以登录网页随时查阅稿件审阅情况。 

稿件一经采用，编辑部会及时与作者联系。 

凡投稿，无论本刊采用与否，概不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在收到稿件后，一至二个月内给予

作者是否录用答复，二个月内没有接到录用通知者即可另投。 

2、温馨提示 

投稿人保证其所投稿件不含有任何违法内容，并且也未侵犯他人的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著

作权；如投稿时无特殊说明，稿件一经投稿，均被视为无条件许可本刊免费转载、使用(包括许可他

人使用)，包括但不限于通过互联网包括无线网进行发布、复制、编辑、改编、传输、播放、展示；

有关该等稿件通过互联网包括无线网进行传播、使用、出版等所有相关事宜，均授权本刊全权负责。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

版总库》及 CNKI系列数据库、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收录，并由其对外

提供信息服务，免费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统计分析资料。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由本辑刊

一并一次性给付，不再另行发放。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

当处理。 

3、联系地址： 

通信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100号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金融管理研究》编辑部 

邮编：200234 

联系电话（传真）：021-64321709 

联系人：黄老师 

 

 

《金融管理研究》编辑部 

2014年 4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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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D 公司 

Bureau van Dijk  (简称 BvD，公司网站：www.bvdinfo.com) 是一家全球著名的财经专业实证数

据库解决方案提供商。 BvD 公司服务全球 12000 家正式客户，包括世界范围内 1200 家信誉卓著的

知名学府、国家级大型公立图书馆、遍布欧美亚太的各国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

体系、世界顶级咨询公司、著名 500 强跨国企业等，BvD 公司为客户提供全球经济、贸易、金融与

全球宏观经济走势分析等专业数据库产品和专业的数据服务解决方案。 

BvD 公司创立于 1970 年，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公司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的 35 个城市设立有分

支机构。 

 

序号       BvD提供的主要数据库服务 

1 ORBIS －全球企业数据库          （全球 1.2亿家企业财务、运营、股权关系） 

2 Compliance Catalyst－全球合规风险分析库  （企业和个人的合规信息） 

3 Bankscope －全球银行和金融机构分析库   （全球 34,000家银行） 

4 Osiris －全球上市公司分析库              （全球 80,000家银行） 

5 Oriana －亚太企业分析库  （亚太地区 46个国家，2,000万家企业，包括 200万家中国企业） 

6 Zephyr －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             （全球 150万笔并购交易） 

7 Amadeus －泛欧企业财务分析库       （欧洲 45个国家 2,000万家企业） 

8 Chelem －国际商品贸易分析库  (全球 82个最主要的经济体国际贸易、GDP、国际收支平衡） 

9 Isis －全球保险公司分析库          （全球 12,000 多家保险公司的详细财务信息） 

10 EIU Countrydata －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宝典 （201个国家与地区宏观经济历史与预测数据） 

11 EIU Market Indicators & Forecasts －各国竞争力指标分析库（60个最大国家市场与各行业竞争） 

12 EIU Technology Indicators and Forecasts －各国高科技行业分析库（60多个市场的可比数据） 

13 EIU Energy Indicators and Forecasts －各国能源指标分析库（69个能源市场的能源指标和预测） 

14 EIU Financial Services －各国金融指标分析库   （全球 60多个国家金融行业的分析与预测） 

15 EIU World Investment Service －全球投资宝典 （最大 60个国家经济体的详细对外投资数据） 

16 EIU Citydata －世界主要城市物价指针    （世界 123 个主要城市商品与本地服务的价格资料） 

17 EIU Country Risk Model－ 国家风险模型    （分析 120个国家的 6大类风险领域） 

18 EIU Operational Risk model－运营风险模型      （150个国家的基础设施） 

部分数据库视频演示请参考： http://i.youku.com/bvdinfo 
 

 

毕威迪信息咨询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联系人： 鲁雪松             手  机： 135 2135 1401 

电  话： 010-8515 0981      邮  件： xuesong.lu@bvdinfo.com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中一办公楼 1207室 ，100738。 

http://www.bvdinfo.com/
http://www.bvdinfo.com/zh-cn/products/bvd-s-vertical-solutions/vertical-solutions/compliance-catalyst
http://i.youku.com/bvdinfo
mailto:xuesong.lu@bvdinf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