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科 2017 年辅修学位招生简章 
 

致怀揣梦想的你： 

     

    奋斗如你，是否有与心之所系的商科失之交臂的遗憾？ 

    勤奋如你，是否希望有个平台开拓不一样的未来？ 

    敏思如你，是否已感受了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进取如你，是否准备为中国经济发展献一份力？ 

    梦想，岂能只是“纸上谈兵”？ 

    这一次，厦门大学最具实力的双学位项目，将助你圆梦。 

    这一次，经济学科广泛的学术资源与人脉网络，将对你开放。 

    经济、统计、金融各专业任君挑选！ 

    欢迎各路小伙伴们快快报名！！ 

    开启学霸模式！！！ 

经济学科 2017 年双学位项目招生概览： 

开课学院 专业 学位类型 拟招收人数(校区) 
学生年级/ 

经济学院 经济学 经济学学士学位 
300人（校本部）&200

人（翔安） 

2015、2016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数理） 经济学学士学位 100人（校本部） 
2015、2016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金融学（数理） 经济学学士学位 
200人（本部）& 150

人（翔安） 

2015、2016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统计学（数理） 理学学士学位 
100人（本部）& 100

人（翔安） 

2016 

  招生宣讲会信息： 

时间：2月 28日（周二）晚上 7:00     地点：翔安校区 1号（学武楼）A401 

时间：3月 1日（周三）晚上 7:00      地点：经济楼 N402 



   报名流程： 

1、 有兴趣且合乎申请条件的同学按照教务处规定报名，具体报名程序详见教务处主页

(Http://jwc.xmu.edu.cn）稍后通知。（教务系统开放时间：2月 26 日 8:30-3月 4

日 8:30） 

2、 报名 WISE双学位项目学生，在教务处网站报名的同时，需登录 WISE 本科双学位网

站在线报名栏目 http://wise.xmu.edu.cn/doubleReg/注册填写相关报名信息,并上

传电子版英文个人简历至双学位报名网站。 

3、 WISE双学位报名网站开放日期与教务处网站报名日期一致。 

 

厦大经济学科介绍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包括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以下简称 WISE）和邹至庄经济

研究中心。经济学院渊源于 1921年建校初期的商学部，经过 95年建设与发展，是我国最重

要、最具影响力的现代经济学教学重镇之一。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是 2005 年成立的以国际化

办学研究目标的新型教育与研究机构。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是厦门大学于 2016 年 10月宣

布成立，是一个实体教学与研究单位，旨在打造国际一流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研究机构。

2016 年，根据“最好大学网”统计，国内各高校在第四轮一级学科评估国际 A 类期刊上发

表的论文数量排名，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三个一级学科入围全国三甲，其中理论经济学、应

用经济学排名全国第 2，世界第 75；统计学排名全国第 3，世界第 66。根据荷兰蒂尔堡大学

研究 2016年发布的 “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厦门大学 2015年在国际主流经济学学术

期刊发表的文章数目在国内名列第 6，亚洲名列第 13，世界名列第 105。 

 

经济学院是厦门大学规模最大的学院。现有经济学系、统计系、财政系、金融系、国际

经济与贸易系和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等 8个教学科研单

位，并设有教学实验中心。开设经济学、统计学、经济统计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

财政学、税收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 10个本科专业，共有本科生 3307 名，经济学

本科辅修双学位学生 1123人。90多年来，秉承育人为本的理念，春风化雨，桃李芬芳，学

院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培养、输送了以张高丽、张克辉为代表的众多优秀人才。近年来，学

院大力实施“质量立院”战略，以稳定规模、提高质量为主线，更新教育观念，以国际化为

导向，深化教育教学和培养机制改革，提高教学质量，2015 年 4 月，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

心、中国科教评价网和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共同完成了 2015～2016 年度中国大学及学科

专业评价显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教育竞争力蝉联榜首（连续三年），财政学专业第

二（2014～2015年度排名第一），金融学专业第三，经济学专业第七，统计学专业第十，经

济统计学专业第十三。 

http://jwc.xmu.edu.cn/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以下英文首字母缩略“WISE”）成立于 2005年，是厦门大学为加

强和提升现有经济学科的优势研究水平，促进经济学教学研究的规范化和国际化而建立的一

个与国际紧密接轨的新型学术研究与教育的实体性机构。 

成立后，WISE 确立了高标准的办学理念及国际化办学思路，聘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

济学荣誉教授邹至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1985 年 Clark 奖获得者

Jerry Hausman，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一流期刊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主编萧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198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Lawrence Klein，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一流期刊 Econometric Theory 主编

Peter Phillips等享誉国际的学者任学术顾问，充分利用国际教育学术资源，突出“学术

品牌战略”和“多元化发展战略”，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机制创新、学术交流与合作、基础设施与网络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

始终贯彻国际化办学这一主线，在实践中不遗余力地加以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十一年的发展历程，WISE以国际化办学为主线，引进海归学者，组建了一支初具规模、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国际化师资团队。WISE 教学科研团队致力于在全球经济学、金融学与统

计学主流英文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在提升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国际影响力方面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WISE 的成立，为厦大经济学科引入北美一

流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培养模式，培养了一批覆盖本、硕、博各学科层次的经济、金融、统计

学专业人才，毕业生良好的数理分析能力和英语水平，在就业市场上显示出很强的竞争力，

其中研究生就职于世界银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学院、澳州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

北大、复旦、中科院大学、武大、山大、华东师大、湖南大学等国内外著名研究机构或高校，

本科生保持保持近 75%升学率，海外求学率达 40%。 

经济学院本科双学位项目 

为满足我校非经济类学生对学习经济学的愿望，为诸多的理工科学生毕业之后到国外

攻读经济、金融、统计、会计等专业的硕士、博士奠定经济学基础，以及培养具有全新国际

视野的高质量创新型复合人才，特面向全校各文理学科招收经济学专业本科双学位学生。 

根据北美一流研究型大学经济学课程设置模式和要求以及中国高校经济类教学实际，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经济学双学位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进行了科学优化和重

组，紧跟了学科前沿，深化专业理论，拓宽了学科视野，增加了习题训练和学术前沿讲座，

夯实了理论基础，以利于培养具有深厚经济学素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和应用型

人才，同时兼顾提高学生的交流沟通能力、英语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我校理工科

和其他非经济类院系学生在经济、金融等相关部门就业，或在国内外继续攻读硕士与博士学

位等奠定坚实的基础。 

 



办学特色 

 经济学院双学位课程是基于经济学院长久以来的办学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核心课程，课

程设置体现培养“复合型人才”特色。学院目前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统计

学 3个一级学科和 3个博士后流动站，还拥有全国首个文理交叉的经济学科重点实验

室——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在量化金融、资产定价、金融计

量、宏观金融与现代银行学、公司金融、金融工程、国际金融、保险精算等九个学科

领域，金融学科都拥有一支由海外知名学者领衔、中青年学者为主的师资队伍。 

 

 经济学双学位管理秉承经济学院一贯的严谨作风，制定了一系列双学位管理条例。学

生管理方面，我们执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本科双学位学生管理条例》，要求学生遵

守严格的考勤制度，不随意旷课、迟到；同时为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制定了《厦门大

学本科双学位课程教学助理管理条例》，对每学期开设的所有经济学双学位课程都按

班级配备相应助教。要求助教除了协助老师之外，必须随堂听课，了解课程进度，进

行定时定点与随时网络解答学生疑问的方式帮助学生学好课程。为了使助教工作落到

实处，学院规定对助教进行每学期期中教学检查，除学生可以直接向双学位部反馈信

息外，我们还开发了测评系统，让所有学生对老师、助教进行评价。对于任课老师，

学院遵循《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本科双学位任课老师管理条例》，对老师的上课，

改卷，课堂纪律进行严格规范。 

 

 经济学院为双学位项目设立“优秀学生与优秀班干部”和 “院长提名奖（Deans 

List）”两个奖项。“院长提名奖”是欧美及香港知名大学普遍实行的一种奖励制度，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表彰学习成绩优异的本科生，达到相应条件的优秀本科生可以获得

一个院长提名推荐的荣誉。“院长提名奖”有别于“优秀学生与优秀班干部”的奖学

金制度，不设奖金奖励，获奖学生将于本科学习最后一学年获得由经济学院开具推荐

信的资格，特别说明学生获得该项荣誉的次数，以助学生出国申请、读研、求职等之

用。 

 

 实行转学分制。修读双学位期间，若有同学因需外出交流的，学院可在课程完全一致

的情况下，适当接受部分课程转学分，为赴海外交流的同学提供较人性化的课程学分

管理。 

 

 迄今为止, 经济学双学位已经走过十年历程,规模不断壮大,管理不断完善。据统计，

近几年的经济学院双学位毕业生合格人数每年都在增长的。攻读经济学双学位有助于

理工科学生继续深造及从事与经济、金融相关的各项工作。许多理工科学生在本科毕

业之际选择考取经济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或出国攻读经济学硕士（具体比例请见下表），

能否获取经济学双学位将成为决定理工科学生能否在经济学领域继续获得学习机会

的重要因素。同时，众多理工科学生在毕业之后会转向各种经济、金融部门就业，获

取经济学双学位将有利于理工科学生获取相关的经济类工作岗位。 



 

近四届经济学双学位学生毕业去向统计 

毕业时间 读研 出国 就业 公务员 

2013 届 48%,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22% 

13%,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60% 

33%,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52% 

6%,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49% 

2014 届 52%,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24% 

13%,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58% 

31%,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49% 

4%,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33% 

2015 届 31%,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23% 

19%,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41% 

47%,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33% 

3%,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33% 

2016 届 
37%,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33% 

15%,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 67% 

43%,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33% 

6%,其中与辅修专

业相关占 57%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本科双学位项目 

为了培养具有深厚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理论素养，熟悉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数理

统计分析方法，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水平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WISE从 2008年起启动经济

学（含金融学）（数理）本科双学位项目，并于 2011年起启动统计学（数理）本科双学位项

目。目前，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本科双学位项目共有经济学（数理）、金融学（数理）和统计

学（数理）三个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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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与统计学的特点。绝大多数课程将由 WISE 海归全职教授和特

聘教授用英语授课，并采用英文教材。 

项目特色 

 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三个专业双学位均由 WISE 的优秀海归教授组成核心师资，

在数理经济、数理金融、数理金融方面有很强的竞争力。目前，WISE 已拥有 40 余名

海归教授，所有这些海归教授都已在国际顶尖统计学期刊发表论文或论文已正式被接

受，拥有国际水平的专业研究能力和英语教学能力。此外，得益于由 WISE 所申报的

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福建省统计科学重点实验室的人才汇聚

效果，众多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的优秀研究人员加盟学科建设，WISE 在计量经济学、

统计学、金融学和实验经济学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研究实力与教学经验； 

 课程设计体现 WISE严谨、规范的“数量分析”品牌特色； 

 重视数理基础、统计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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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中国学生背景，特别开设“商务沟通与文化”课程，培养学生表达、交流沟通能

力与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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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规范的教学管理，以人为本的服务体系，浓厚、活跃的学术氛围。WISE实施严

格的教学管理，每学期期末采用学生对教师、助教匿名评分的形式，分别对教师的上

课考勤、课件质量、授课效果、课程安排、师生互动、知识点激发及助教的课程复习

质量、知识点课后解析、资料编写与课程匹配程度、疑难问题解释能力、学习方法技

巧指导、课后辅导开发能力、辅导态度、学生交流等多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估，并将评

估结果的反馈给任课教师和助教，为鼓励和表彰教学中表现突出的教师和助教，WISE

还将根据评估结果评选出每学期各个项目最佳教师、最佳助教。通过“双向检验”，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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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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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特为其本科双学位项目设立“优秀学生奖学金” 和“优秀班干部

奖学金”及 “院长提名奖（Dean's List）”的奖学制度。“院长提名奖”是欧美及香

港知名大学普遍实行的一种奖励制度。WISE 本科双学位“院长提名奖”以学生在评选

学期课程成绩加权平均分作为主要考察标准，在每学期评选一次，奖励学习成绩排名

前 20%的同学。它区别于双学位原有的奖学金制度，不设奖金奖励，获奖学生将于本

科学习最后一学年获得由 WISE 开具的推荐信，特别说明学生获得该项荣誉的次数，

以助学生出国申请、读研、求职等之用 

 实行转学分制。修读双学位期间，若有同学因需外出交流的，学院可在课程完全一致

的情况下，适当接受部分课程转学分。为赴海外交流的同学提供较人性化的课程学分

管理。 

本项目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将为学生在经济、金融部门以及统计业界

就业，在国内外攻读经济学、金融学和统计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奠定坚实基础。 

 

毕业生去向 

在近三届届毕业生中，共有 75%以上的同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其中出国深造的比例达

总人数的 35%。部分毕业生凭借着双学位的背景成功申请进入了美国马里兰大学、美国密歇



根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英国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继续深造，另有部分毕业生

也凭借双学位学科背景就业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银华基金、

华泰证券、兴业证券等经济金融相关部门。 

 

WISE 是一个强悍的团队，希望 WISE 越来越好，桃李满天下！------ 刘羿诺【2014 届统计

学（数理）专业毕业生，毕业去向：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非常感谢 wise 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教育，让我认识了很多 wise 的老师，wise 在统计上的

知名度让我申请学校很容易。WISE改变了我的生活，如果没有 WISE，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对于 WISE表示由衷的感谢！ 

-----林田田【2014届统计学（数理）专业毕业生，毕业去向：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与发展

学院 IHEID】 

 

WISE 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最领先的知识，还有做学术的态度，以及看世界的窗口。很幸运

能够在 WISE 学习双学位，遇到了许多的好老师，以及和自己有一样理想的同学们。这两年

来的点点滴滴，是我大学最宝贵的财富。祝 WISE越办越好！------王锐【2014 届金融学（数

理）专业毕业生，毕业去向：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招收人数 

两院双学位本届招收专业与计划招生人数如下： 

专业 拟招收人数(校区) 
学生年级/ 

经济学院经济

学专业 
300人（校本部）200人（翔安） 

2015、2016 

王亚南经济研

究院经济学

（数理） 

100人（校本部） 

2015、2016 

王亚南经济研

究院金融学

（数理） 

200人（本部）& 150人（翔安） 

2015、2016 

王亚南经济研

究院统计学

（数理） 

100人（本部）& 100人（翔安） 

2016 

 



课程设置 

两院双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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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所在专业的选修系列课程。经

济学专业、经济学（数理）专业、金融学（数理）专业、统计学（数理）专业双学位课程设

计分别详见表格 1、表格 2、表格 3和表格 4 

 

表格 1 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本科双学位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学分 必修/选修 

经济学基础 4 基础必修 

会计学原理 4 基础必修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 基础必修 

统计学原理 4 基础必修 

公共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计量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国际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金融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国民经济统计学(A1) 4 选修系列 

计算数据分析—使用统计软件分析(A2) 4 选修系列 

资产定价(B1) 4 选修系列 

商业银行学(B2) 4 选修系列 

国家税收(C1) 4 选修系列 

税收筹划(C2) 4 选修系列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D1) 4 选修系列 

国际商务(D2) 4 选修系列 

经济思想史(E1) 4 选修系列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E2) 4 选修课程 

论文写作指导 2 必修 

学术前沿讲座 3 必修 

毕业论文 6 必修 



表格 2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经济学（数理）专业本科双学位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学分 必修/选修 

经济学原理  4 基础必修 

金融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计量经济学 I 4 基础必修 

微观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宏观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计量经济学 II 4 基础必修 

数理经济学 4 专业必修 

数理金融学 4 选修系列 

商务沟通与文化 4 基础必修 

微观计量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4 基础必修 

劳动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人力资源管理 4 选修系列 

城市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国际金融 4 选修系列 

公司金融 4 选修系列 

金融衍生品分析 4 选修系列 

固定收益证券分析 4 选修系列 

财务报表分析 4 选修系列 

中国经济 4 选修系列 

应用金融计量 4 选修系列 

论文写作指导 2 必修 

毕业论文 6 必修 

学术前沿讲座 3 必修 

表格 3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金融学（数理）专业本科双学位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学分 必修/选修 

经济学原理 4 基础必修 

金融经济学 4 专业必修 

计量经济学 I  4 基础必修 

微观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宏观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计量经济学 II 4 基础必修 

数理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数理金融学 4 专业必修 

商务沟通与文化 4 基础必修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4 基础必修 

金融风险管理 4 选修系列 

金融衍生品分析 4 选修系列 

固定收益证券分析 4 选修系列 

城市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财务报表分析 4 选修系列 

国际金融 4 
选修系列 

公司金融 4 
选修系列 

微观计量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保险与精算 4 
选修系列 

随机过程 4 
选修系列 

中国经济 4 
选修系列 

应用金融计量 4 
选修系列 

论文写作指导 2 必修 

毕业论文 6 必修 

学术前沿讲座 3 必修 

表格 4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统计学（数理）本科双学位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学分 必修/选修 

概率论 4 基础必修 

商务沟通与文化 4 基础必修 

数理统计 4 基础必修 

回归分析 4 基础必修 

计算数据分析--使用统计软件 4 基础必修 

时间序列分析 4 基础必修 

多元统计分析 4 基础必修 

数据挖掘 4 基础必修 

随机过程 4 选修系列 

应用金融计量 4 选修系列 



保险与精算 4 选修系列 

生存数据分析 4 选修系列 

生物与医学统计 4 选修系列 

经济学原理 4 选修系列 

属性数据分析 4 选修系列 

金融风险管理 4 选修系列 

实验设计与方差分析 4 选修系列 

公司金融 4 选修系列 

数理金融学 4 选修系列 

金融衍生品分析 4 选修系列 

微观计量经济学及其应用 4 选修系列 

金融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论文写作指导 2 必修 

毕业论文 6 必修 

学术前沿讲座 3 必修 

 

学业修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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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专业 学位类型 

经济学院 经济学 经济学学士学位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数理） 经济学学士学位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金融学（数理） 经济学学士学位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统计学（数理） 理学学士学位 

 

1、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获得辅修经济学专业或金融学专业或统计学专业的学士学位证

书： 

① 获得主修专业授予学士学位的资格； 

② 完成经济学科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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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学分），成绩合格。 

注：主修学位不能与辅修学位重复，若重复只能获得辅修证书。 

2、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获得辅修经济学专业或金融学专业或统计学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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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学分），成绩合格。 

 

报名资格与程序 

（一）报名资格 

经济学院双学位 

1、主修专业课程无不及格者； 

2、数学基础良好。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学位 

1、 主修专业课程无不及格者； 

2、数理基础良好。 

3、要求英语水平优秀，通过全国英语四级或以上考试。 

（二）报名程序 

4、 有兴趣且合乎申请条件的同学按照教务处规定报名，具体报名程序详见教务处主页

(Http://jwc.xmu.edu.cn）稍后通知。（教务系统开放时间：2月 26 日 8:30-3月 4

日 8:30） 

5、 报名 WISE双学位项目学生，在教务处网站报名的同时，需登录 WISE 本科双学位网

站在线报名栏目 http://wise.xmu.edu.cn/doubleReg/注册填写相关报名信息,并上

传电子版英文个人简历至双学位报名网站。 

6、 WISE双学位报名网站开放日期与教务处网站报名日期一致。 

 

注： 经济学院经济学双学位项目将于 2017年春季在本部和翔安校区开学 

王亚南经济学院双学位经济学（数理）项目将于 2017年秋季在校本部开学 

http://jwc.xmu.edu.cn/


王亚南经济学院双学位金融学（数理）、统计学（数理）项目将在 2017年秋季学

期在校本部、翔安校区开学。 

（三）收费标准 

按各学期选课门次的总学分收取，每 1学分 120 元。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厦门大学经济楼 N105  经济学院本科双学位教学部办公室 

联 系 人：  康老师（经济学院双学位）     咨询电话：（0592）2187395、 

卢老师（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0592）2189861 

邮  编：  361005 

 

 

SOE 经济学双学位网站：http://economic.xmu.edu.cn/programs/double-degree/  

WISE经济学（含金融学）双学位网站：http://www.wise.xmu.edu.cn/ba/index.asp 

WISE统计学双学位网站：http://wise.xmu.edu.cn/tjba/ 

WI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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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院部分双学位师资队伍（以姓氏拼音首字母为

序） 

柏培文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人力资本、收入分配与企业治理 

蔡伟贤  厦门大学博士，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公共经济、区域经济、消费经济、企

业理论等 

蔡伟毅  厦门大学博士，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宏观金融、经济政策分

析。 

陈贵富  神户大学博士，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经济学 

陈善昂 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金融投资（含证券投资、外汇投资、信托与基金）以

及金融制度 

冯俊诚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公共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

http://economic.xmu.edu.cn/programs/double-degree/
http://www.wise.xmu.edu.cn/ba/index.asp
http://wise.xmu.edu.cn/tjba/
http://www.wise.xmu.edu.cn/


政策评价 

郭  晔  厦门大学博士，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金融制度、

行为经济 

胡朝霞  厦门大学博士，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公司

治理与企业管理；应用计量经济学 

黄寿峰  中山大学博士，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公共

经济学 

靳  涛  南开大学博士，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 

牟敦果  厦门大学博士，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能源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蒙莉娜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 

彭水军  湖南大学博士，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与气候

变化，气候变化、能源与经济发展政策，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服务经济与贸易，经济增长，

数量经济方法与应用 

武力超  南开大学博士，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世界经济 

邵宜航 （日本）国立琦玉大学博士，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经济学 

沈小波  厦门大学博士，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教学科研工

作   

沈  雁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统计寿命数据分析随机老化过

程、小样本估计   

谢瑞平  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财政税收、资产评估（金融资

产定价）、金融、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 

余长林  厦门大学博士，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企业创新、经

济增长、环境经济等领域的研究   

于艳萍  厦门大学博士，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经济学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部分双学位师资队伍（以姓氏拼音

首字母为序） 

鲍小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博士，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应用微观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蔡熙乾  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中国经济、应用微观 

Chang, Seong Yeon  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

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金融学 

 

陈海强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 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计

量经济学、金融经济学 

 

董晓芳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 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学、应用计量、

劳动经济学 

 

范青亮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 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理论、收

缩估计、模型选择 

 

冯峥晖  香港浸会大学统计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统计理论、降维、

模型估计 

方  颖  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与应用计量经

济学 

耿  森  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经济理论、实验经济学 

Brett Graham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经济学博士，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工业

组织理论、政治经济学、博弈论 

顾  明  美国罗格斯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院、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资产定价、

财务会计及中国金融市场 

韩  乾  美国康乃尔大学应用金融博士，WISE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金融工程、天气衍生物

定价及其在中国农业金融领域的作用评估、农业金融风险管理 

韩晓祎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

学 

何亚男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管理学博士，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能源

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资源经济 

金  昊  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

经济, 货币经济 

黎晖晖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计量

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 

http://www.wise.xmu.edu.cn/viewNews.asp?id=3949
http://www.wise.xmu.edu.cn/viewNews.asp?id=3946
http://www.wise.xmu.edu.cn/viewNews.asp?id=3951


李嘉楠  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博士后。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经

济发展、经济史等 

李  锴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

贸易、产业组织 

李梦玲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数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博弈论、金

融经济学 

李迎星  美国康奈尔大学统计学博士，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统计、非参数与半参数

估计与推断 

廖谋华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 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

货币经济与经济增长 

林  明  北京大学应用数学博士，WISE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蒙特卡罗方法、计量经济学 

林淑恒  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产业组织，

应用微观经济学 

刘鼎铭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应用经济博士，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理论、

国际经济学与应用计量 

柳冠男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叫胡搜。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

学、金融计量学、应用计量经济学 

刘婧媛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统计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大数

据分析及商业价值研究、高维数据的统计方法及应用、因果推断、非参数及半参数方法、统

计基因学、统计咨询 

刘禹伯  墨尔本大学金融学博士，经济学院、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公司金融、金融

该机构 

龙小宁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法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领域的实证微观经济学 

茅家铭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应用

微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孟  磊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博士，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中国经济、应用微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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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学、国际经济学等 

http://www.wise.xmu.edu.cn/viewNews.asp?id=3947
http://www.wise.xmu.edu.cn/viewNews.asp?id=3935
http://wise.xmu.edu.cn/viewNews.asp?id=3284


任  宇  加拿大女皇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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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和 Transportation 

Journal等期刊上 

王璐航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发展、中

国经济 

王学新  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

学理论、金融计量经济学、应用计量 

王  云  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微观经济学、博弈论、

实验经济学 

谢沛霖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金融经济学、金融计量

经济学 

徐海峰  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统计学， 计量

经济学 

薛绍杰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微观经济学

等 

杨亚星  香港科技大学统计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金融计量、非线

性时间序列 

叶茂亮  哈佛大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姚加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金融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公司金融、

计量经济学等 

张  括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公司金融、货币

政策、公司创新 

张烁珣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银行学、应

用微观经济学等 

张  宇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银行、宏观与货币经济、

国际经济学 

赵宏飙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统计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银行、

金融、保险 

赵敏强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宏观

与微观劳动经济学 

http://wise.xmu.edu.cn/viewNews.asp?id=3962
http://wise.xmu.edu.cn/viewNews.asp?id=3961
http://www.wise.xmu.edu.cn/viewNews.asp?id=3950
http://www.wise.xmu.edu.cn/viewNews.asp?id=3155


衷  楠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健康与

教育 

钟  威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统计学博士，WISE 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超高/高维数据

分析、大协方差距阵估计及其在投资组合理论中的应用 

朱浣君  莫纳什大学计量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面板数据分析，

应用计量经济学 

http://wzhongwise.weeb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