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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院简介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以下简称“WISE”）成立于2005
年，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新型经济学、金融学研究与教学机构。目前拥有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金融研究中

心、劳动经济和社会保障中心、现代统计学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中心和王亚南学术思想研究中心等学术单

位。WISE在计量经济学、现代金融学、劳动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领域都具有深厚的学术研究实力以及雄厚的

教学师资力量。

WISE力争在近几年内成为亚太地区和中国一流的、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机构，将致力于：

¨         在国内外顶尖和一流经济学期刊上积极发表论文；

¨         培养一批一流的经济学家与经济专门人才，塑造WISE品牌；

¨         成为亚太地区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学国际交流中心；

¨         使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在计量经济学、金融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处于顶尖地

位，在国外有一定的影响；

¨         成为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智囊团”、“思想库”、高级咨询与培训机构。

WISE根据北美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模式和要求，结合中国高校经济类教学的实际，设定教学计划。其中，计

量经济学的系列核心课程是WISE最主要的特色，为经济学金融学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所有课程均采用

国际权威和北美一流研究型大学通用的英文版教材，由受过严格经济学金融学训练的全职“海归”博士和具有到国

外访问经历的中青年博士主讲。WISE还特别邀请国外著名高校的经济学教授对部分前沿课程和暑期专题课程进

行短期授课。此外，WISE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与丰富的学术资源，为学生们提供许多与海外一流大学联合培养

或留学的机会，进而鼓励学生的国际合作研究。WISE与新加坡管理大学、德国洪堡大学、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

等有经济学、金融学研究型双硕士学位项目。还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河边校区、北卡罗莱娜大学夏洛

特校区等多所研究型大学有学术研究、教师交流与学生联合培养等合作项目。

WISE十分注重培养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与能力。为了培养WISE学生敏锐的学术思维，WISE自成立以来邀

请国内外经济学者专家以及业界成功人士为师生开设讲座百余场，有效地增进学生对国际学术前沿与当前经济

金融动态的了解。同时，学期中定期开展的青年学者论坛与下午茶等活动都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增加

学习的趣味性，大大促进学术的创新与交流。

目前，WISE已订购数十种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在学术硬件配置上为广大师生配备了更好的研究条件。并且，

WISE设置了计算与数据中心为WISE教学与科研提供技术支持，为广大师生提供高效的数据运算与分析环境，

并协助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为了增进与国内外学术界同盟的交流与合作，WISE自2005年成立以来，成功举办过多次高水准的国际学术会

议。受邀请参会的经济学家与学者来自全球各地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包括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邹至庄、加州

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经济学教授、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Clive Granger爵士，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1985年Clark奖获得者Jerry Hausman，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Journal of Econometrics主编萧政，耶鲁大学

经济学教授、Econometric Theory主编Peter Phillips,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Journal of Econometrics主编

Anold Zellner等。学术会议为学生提供了与国际知名学者交流与探讨的宝贵机会，从而增强学生对学术研究的

兴趣并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此外，每逢暑期开办的各类培训班和研讨班丰富了学生在夏季学期的学习活动，

并得到广大学员的一致好评。

WISE拥有一支精干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优秀教师队伍，其中包括十多位全职和兼职海外学者，所有教师均有海外

留学经历。WISE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已取得过丰硕的优秀研究成果，在国际顶尖期

刊上发表论文，并获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普遍认可与赞赏。WISE已成为中国南方及亚太地区一个高级经济学人

才培养基地和对外学术交流中心，并将继续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活跃创新的一流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机

构。

更多WISE详情，请访问http://www.wise.xmu.edu.cn。

二、   经济学(含金融学)本科双学位项目

(一)           项目简介

为了培养具有深厚经济学、金融学理论素养，熟悉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

WISE决定从2008年起开办（数理）经济学（含金融学）本科双学位项目。本项目共设经济学和金融学两个专

业，专门为本校理工科学生量身打造，课程设计参考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经济学本科教学模式，结合中国实际

并考虑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特点。绝大多数课程将由WISE海归全职教授和WISE特聘教授用英语授课，并采

用英文教材。

(二)           项目特色

Ø             课程设计体现WISE严谨、规范的“数量分析”品牌特色；

Ø             重视经济学、金融学素质教育，强调理论基础、基本分析、研究方法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Ø             针对中国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背景，特别开设“商务沟通与交流”课程，培养学生表达、交流沟通能

力与自信心。

Ø             英文教材与英语授课，将使学生在获得经济学、金融学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将大大提高英文水平。

Ø             除课程学习外，WISE还将充分利用丰富的国际学术资源与联系，通过讲座、培训班、研讨会以及国

际会议等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为广大学生创造机会把握经济学、金融学前沿发展，与海内外学术界知名学者和

实业界成功人士进行交流，扩展学术视野与思维。

Ø             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由“海归”博士亲自指导学生选课与学生人生规划。

本项目的培养模式，将为我校理工科学生在经济、金融部门就业、在国内外攻读经济学、金融学硕士与博士学

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           招收人数

本项目首届招收专业与计划招生人数如下：

专业 经济学 金融学

拟招收人数 40-50人 70-80人

(四)           课程设置

本项目课程由基础必修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与毕业论文组成。学生除需修完专业必修课外，可

在专业基础上结合个人兴趣，至少选择所在专业的选修系列课程中某一系列专业选修课。经济学专业、金融学

专业双学位课程设计分别详见表格1与表格2。
表格 1 经济学专业本科双学位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学分 必修/选修 课程系列

宏观经济学I 3 基础必修  

宏观经济学II 3 基础必修  

微观经济学I 3 基础必修  

微观经济学II 3 基础必修  

计量经济学I（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基础必修  

计量经济学II 3 基础必修  

数理经济学 3 基础必修  

数理金融学 3 基础必修  

商务沟通与交流 3 基础必修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及其应用 3 专业必修 专业必修课之一

微观计量经济学及其应用 3 专业必修 专业必修课之二

劳动经济学 3
选修系列A

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3

货币银行学 3
选修系列B 宏观金融

国际贸易与金融 3

学术前沿讲座 3 必修  

毕业论文 6 必修  

 
表格 2金融学专业本科双学位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学分 必修/选修 课程系列

宏观经济学I 3 基础必修  

宏观经济学II 3 基础必修  

微观经济学I 3 基础必修  

微观经济学II 3 基础必修  

计量经济学I（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基础必修  

计量经济学II 3 基础必修  

数理经济学 3 基础必修  

数理金融学 3 基础必修  

商务沟通与交流 3 基础必修  

资产定价 3 专业必修 专业必修课之一

金融计量经济学 3 专业必修 专业必修课之二

金融风险管理 3
选修系列A 金融工程

金融衍生品分析 3

固定收益证券分析 3
选修系列B 投资管理

股票股价和资产组合管理 3

财务报表分析 3
选修系列C 公司金融

公司金融 3

学术前沿讲座 3 必修  

毕业论文 6 必修  

 

(五)           毕业与学位授予资格审定

本项目遵照《厦门大学双学位教育（主辅修制）试行办法》实施执行。

1、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获得辅修经济学专业或金融学专业双学位的学士学位证书：

①     获得主修专业授予学士学位的资格；

② 完成WISE经济学专业或金融学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毕业论文和其它教学要求（总学分不低于48学
分），成绩合格。

2、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获得辅修经济学专业或金融学专业证书：

① 获得主修专业的毕业资格；

② 未能达到第1条规定要求、但完成辅修WISE经济学专业或金融学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主要课程学分（不低于

30学分），成绩合格。

三、   报名资格与程序

(一)     报名资格
1、入学满一学年的本校理工科本科生；

2、主修专业课程无不及格者；

3、高等数学B(或以上)与线性代数成绩平均分在70分或以上，若成绩未达标准，须在被录取后第一学年内达到

数学要求。

4、英语水平优秀，通过全国英语四级或以上考试，或大学英语成绩平均分为70及以上。

(二)     报名与录取程序
1、  报名程序
(1)     有兴趣且合乎申请条件的同学按照教务处规定报名，具体程序如下：

合乎申请条件的同学可以自行上网、进入厦门大学教务处主页，点击“下载中

心”（http://jwc.xmu.edu.cn/download.asp）下载、打印《厦门大学本科生修读双学位（辅修本科专业）申请

表》（http://jwc.xmu.edu.cn/upload/2007368411737.doc），本人填写表格，并保留一份复印件（准备提交给

WISE），原件交给所在学院教务人员。

学生所在学院分管教学院长审核批准，由学院教务人员汇总交给教务处（或漳州校区教务办）。

(2)     同时，所有申请者需并向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院提供如下纸质资料，WISE将在接收申请资料后进行审核

与组织面试考试。申请资料寄至：

厦门大学经济楼A308室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本科双学位项目办公室

邮编：361005； 电话：（0592）2181003  许老师 

报名材料清单：

① 彩色照片2张；

②《厦门大学本科生修读双学位（辅修本科专业）申请表》复印件；

③ 身份证复印件；

④ 英文个人简历；

⑤ 本科阶段正式成绩单（含大学英语成绩，加盖教务处公章）；

⑥ 通过全国英语四级（或以上)的成绩证明复印件（若申请人已参加四级考试）。

(3)     报名时间安排参见厦门大学教务处相关文件规定（教务处主页Http://jwc.xmu.edu.cn）。

(4)     本项目将于2008年秋季在校本部开学。

2、  录取程序
教务处与WISE经济学本科双学位录取委员会审核，主要参照计划招生数、学生本人总体学习成绩及相关课程成

绩，择优确定面试名单，面试时间将另行通知。经教务处与WISE经济学本科双学位录取委员会根据申请人员资

料与面试结果，核定录取名单，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

四、   师资队伍

WISE拥有一支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以下是部分海外教授简介（以姓氏拼音首字母为序）：

蔡宗武，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统计学博士(1995)，美国北卡罗莱娜大学夏洛特校区统计学和经济学教授，

WISE讲座教授，厦门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会员，美国统计协会会员，同时还是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Econometric Theory, Econometrics Journal, Econometrics Review等

国际一流期刊审稿人。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金融计量学、风险管理、非线性时间序列建模、非参数函数估

计和检验，以及数据分析建模。

齐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经济学博士(2006)，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及应用微观经济学。

方颖，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2006)，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与应用计量经济学。

Brett Graham，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经济学博士(2008)，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工业组织理论、

政治经济学、博弈论。

洪永淼，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经济学博士(1993)，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教授，WISE“长江学

者”讲座教授。Econometric Theory, Econometric Reviews，Econometric Journal和Journal of Econometrics编
委，《经济学报》联合主编，《经济学(季刊)》学术委员会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编委。研究领域为计

量经济学理论、时间序列分析及应用、金融计量经济学、中国经济与金融市场实证研究等。

萧政，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1972)，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院士(Fellow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美国

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WISE讲座教授。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Econometrics主编。研究领域为计量

经济学与面板数据分析等。

管中闵，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经济学博士(1989)，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WISE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理论、时间序列分析、应用财务、神经网络、经济预测

等。

林光平，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经济学博士(1977)、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1978-1979)。美国波特兰州立

大学经济学教授、WISE客座教授。曾执教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为美国能源部提供咨询顾问服务(1984-
1985)。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计算计量经济学等。

陆懋祖，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后(1991)，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经济学系高级

讲师、WISE客座教授。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中国金融市场、中国经济政策、中国经济的计量分析及计量经

济建模。

马成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博士(1992)，WISE讲席教授。曾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英国

埃塞克斯大学财会、金融和管理学系终身准教授。研究领域为金融经济学、期权和衍生产品、动态资产定价理

论、博弈论与决策论等。

牛霖琳，意大利博科尼大学经济学博士(2008)，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金融、应用计量经济学、国际

经济学等。

Sung Yong Park，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经济学博士(2007)，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理

论与应用、金融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及实证金融。

任宇，加拿大女皇大学经济学博士(2008)，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金融计量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理

论计量经济学。论文发表在Transportation Journal等期刊上。

沈凯玲，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2006)，WISE助理教授，德国劳动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

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等。

冼刍荛，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经济学博士(1993)，WISE副教授，WISE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讲师及香港浸会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Annals of Financial Economics 和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编委。研究领域为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及应用、金融计量经济学、应用宏观经济

学等。

张元元，英国兰卡斯特大学金融学博士(2008)，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市场、金融衍生物等。

赵扬，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2007)，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货币理

论及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

五、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厦门大学经济楼A308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本科双学位项目办公室

联  系  人：  许老师

邮  编：  361005
咨询电话： （0592）2181003
传       真： （0592）2187708
电子邮件：  wise@xmu.edu.cn    
网       站：  http://www.wise.xmu.edu.cn
 

参考文件：《 厦门大学双学位教育（主辅修制）试行办法 .doc》

      《 关于二○○八年双学位教育（主辅修制）安排的通知.doc》

表格下载：《 厦门大学本科生修读双学位（辅修本科专业）申请表.doc》

上一条：新加坡管理大学应用金   下一条： 2008年WISE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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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闻

最新通知

学术简报

教学信息

招生信息

名师风采

WISE人物

推荐文章

图片新闻

学子风采

招聘信息

学术通知

WISE动态

学生培养

视频新闻

资料下载

厦大视点

搜索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经济楼A308
 

邮政编码: 361005
 

联系电话: 86-592-2188827
 

传  真: 86-592-2187708
 

电子邮件: wise@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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