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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广聚金融人才，以追求卓越的精神

推动金融研究，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创新办学模式，以务期必成

的决心实现跨越发展，努力建成世界一流的金融学院。

俞正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我向学员们提几点希望：

第一，要牢固树立如金子般不变的理想和信念；

第二，要格外珍惜如金子般宝贵的机会和时间；

第三，要逐步培养如金子般纯净的信誉和品质；

第四，要努力形成如金子般发光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屠光绍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理事长 

领导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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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工商管理博士

Program Introduction项目介绍

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不可逆转。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日益融入全球体系，

成为创建国际经济和金融新秩序的中流砥柱。中国经济经历了 30 多年快速发展，正面临新一轮发

展机遇。然而，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在学习借鉴西方成熟市场的经济、金融和管理理论与实践的

同时，理论界与实务界日趋达成共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传统欧美经济理论和经验在中国不

能简单照搬，中国急切需要有自己高水平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承载着这样的时代使命，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凯瑞商学

院强强联手，推出以金融管理和全球化为主轴的工商管理博士学位（DBA）项目。这是美国顶尖

DBA 首次进入中国，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以金融和全球化为特色的专业性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教育项

目。项目针对中国的杰出金融家和领军企业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金融智慧的世界级领袖人物，

以促进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袖地位。

全球金融 DBA 项目旨在帮助学员全面学习金融与管理知识、深入解读实际案例，从实际出发探求

事件背后的运行规律，重塑金融思维与管理逻辑。全球金融DBA 项目强调学术应用与管理实践并重，

不仅需要考察学员学术能力，还要衡量其对自身所处领域的贡献和影响力。全球金融 DBA 项目提

供富有深度和高度的授课内容，全面帮助学员提升全球视野和大局观的系统性思考能力，不仅知其

然，更知其所以然。

China is globalizing at an astonishing rate. This pace of change is profoundly affecting not only China's 

domestic situation, but also the global economy. The recent economic crisis demonstrates that financial 

markets are inherently global. To accelerate China’s pace of global integration, Shanghai Advanced 

Institute of Finance (SAIF)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W. P. Carey Business School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re jointly launching a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in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gram in China.

DBA is an applied research professional doctorate designed for senior corporate leade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program is aimed to cultivate principled world-class leaders with a global 

vision, who will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ts financial markets 

and shape the future of China’s leadership rol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Destiny is not a matter of chance; 
but a matter of choice...

— William Jennings Bryan

格物致知   穷理尽性

DBA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in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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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 are not born, they are made through will and
willingness to serve and endure

儒者为人之需，打造具有全球视野、
儒商素养、德才兼备的领导者 本项目志在打造世界一流的 DBA 项目，项目致力于培养有理想、有抱负、有成就、有思想的领导

者通过变革创新，对所在领域发挥更大的、持续的影响力。学院的成就并不由其在顶级学术杂志上

的发表成果来衡量，而关键看他们在其领域内及全社会所发挥的影响。

格物致知   以济天下

The DBA program will accelerate China’s global integration through knowledge and leadership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encompasses numerous undertakings from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roug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nactment of new rules and regulations,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to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 markets.  All such initiatives depe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apital for it is the catalyst for all. Hence, the DBA program is designed to sustain and amplify leaders 

who aspire to affect transformative changes in this exciting and dynamic global environment.   

Program Vision项目宗旨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in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0605

全球金融工商管理博士
DBA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in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研究主导  切磋琢磨

专业鲜明  创新课程

精英学员  终身益友

Program Features项目特色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与凯瑞商学院强强联手，汇集全球著名的金融和管理学师资，100% 欧美著名商学院博士

学位和终身教职，超过 70% 直接用中文授课，超过 50% 为所在领域的讲席教授

享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卓越的学术声誉，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金融和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深谙本土实际

整合全球最优金融管理教育资源，设置北美与欧洲专题模块，深入全球知名跨国企业及政府部门，汲取精粹、 

博览众长

The faculty includes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Through joint collaboration between ASU and 
SAIF, all faculty memb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are world class experts on China’s economic,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financial systems. Most are able to deliver their instruction in Mandarin.

顶尖师资  全球资源

以金融管理和全球化为主轴，深入研究中国经济与金融全球化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挑战

配合核心课程，特设系列高级专题，融合理论与实践探讨

与全球顶尖教授和专家互动，走访全球精英公司和机构，全方位了解国际市场运作

The DBA explores many critical topics facing China today on its quest of globalization. The curriculum is also 
designed to leverage participants’ existing strengths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faculty and other world-class experts and benchmarking of 
global elite firms and their operations, DBA students will master the rules of global engagement and build their 
organizations as a truly global enterprise in all dimensions.

构建学员与教授、学员与学员之间相互切磋、教学相长的学习氛围

深入了解知识背后的原理，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

培养相当的研究能力，展开一段有挑战、有成就的学习和研究之旅

独特的学习体验，在长达 3 年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每位学员在论文开题、讨论、答辩等多个环节均会得到

教授和全班学员的帮助，共同探讨和思辨。同时，针对每位学员的论文方向，一个由 3 名相关领域教授组成

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将为其论文撰写提供指导

A series of learning laboratories have been designed to foster open discussion among the students and faculty 
teams. It’s a semi-structured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concentrate on significant business and policy making 
issues, through a learning community of their peers and faculty where ideas are challenged, polished and shared. 
Throughout the program, students will be trained with a mixture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skills.

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实力金融家、领军企业家，德才兼备，立志为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和机构业务的国际化

尽心尽力

交流、交锋、交融，共同经历一段纯粹的学习和研究之旅

联志、联谊、联业，成为终身挚友

The DBA is designed for senior executives looking to transform their organizations as leaders. They aspire to 
become global champion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industries. This is a radically different model from the scholarly 
PhD degrees, which train students in basic research and for academic careers. Their scholarship will not be judged 
by publications in top tier academic journals, but rather by the impacts on those whom they serve.

学位授予  全球认可

完成项目规定的课程、学分和博士论文，被授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金融工商管理博士学位（DBA），

学位全球认可

兼获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习证书

Up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 curriculum, required credits, and a written dissertation as approved 
by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mmittee, the program participant will be granted a graduation certificate from the 
Shanghai Advanced institute of Finance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the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gree in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from the W.P. Carey School of Business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which 
is globally recognized. All doctoral dissertations are archived electronically by both institutions’ research database.

格物致知  知行和一

博士论文纳入中美双方院校的论文资料库，集结成白皮书，发挥智库影响

博士论文以实例为导向，探索企业面向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解难题，开思路，谋创新。依据问题的本质，

透过科学与系统性的方法，开启解决方案。于此，论文的基本性质在于解决学员工作上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透过项目课程，教授与专家的互动，以系统性的方式提出创新与突破现状的解决之道 

The DBA thesis emphasizes action as an integral part of research. Because the workplace is a prime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the DBA thesis is applied research that will challenges people to think  and develop solutions in new 
and unexpected ways and to challenge the status quo.  In short, the thesis creates impactful changes by critically 
examining one’s own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beliefs and practices. It will be documented through a mixture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informed by published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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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Design课程设计

- 以金融管理和全球化为特色，提供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深入探讨企业全球化战略与运营管理、全球宏观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转型、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与   

   发展、资本市场创新、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与挑战

- 聚焦经济、金融、管理前沿专题，邀请中国和全球高端业界领袖、政府决策者和教授学者，组织

   系列讲座和内部交流

- 走访美国、欧洲的精英跨国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组织，深入了解管理模式，后台运营、治理结构等

   专题内容

- 贯穿 3 年课程学习的整个过程，启发学员的思维碰撞和深度研讨，帮助学员凝练论文框架和研究

   思路，是项目学习和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 第一年确定论文选题，兼顾重要性和实用性，由教授团队介绍研究方法并持续指导

- 学员通过论文系列研讨会展示论文初稿，收获其他学员与教授团队的思维碰撞，不断交流、交锋 

   与交融，探寻问题的本质和创新突破

- 在教授团队定期指导下，学员将研究理念付诸实践平台，不断锤炼和验证，完成论文撰写和答辩，

   最终成果集结成白皮书，发挥智库影响

核心课程

高级专题

论文研究

- 学制 3 年，平均每 2 个月集中 1 次，每次 3-4 天，主要在上海、北京，并安排为期各 10 天
   的美国模块和欧洲模块学习访问

- 授课语言、论文写作和答辩语言为中文，论文翻译成英文，申请美国亚利桑州立大学工商管
   理博士（DBA）学位

授课信息

Developing real-work solutions
to real-world problems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格物致知   知行合一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in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随着全球经济的整合，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如何正确理解宏观经济决策制订的动机，背后的理论和隐含意义，不

仅对政府的政策决策者，而且对商业领袖和研究人员而言都很关键。这门课程旨在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应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结构框架，

分析政策选择的成本和利益的工具，以及如何向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出谋划策的技能。学员还将学习有关全球经济和风险方面

的知识，以帮助论文的研究与完成。

全球宏观经济政策
DBA 701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a Global Environment

关键词    货币风险对冲、汇率、货币和财政政策、人民币国际化

本课程将探讨全球金融体系，内容涵盖全球金融体系的总体架构、各大组成部分及其在宏观经济中的职能。本课程还将分析和评

估金融体系的演变，其局限性和未来发展前景。课程将帮助学员了解全球金融体系在各主要经济体中的共性和差异以及逐步演化

建立起综合性的全局观。学员还将对金融体系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构成金融体系的潜在力量形成深入理解。

全球金融体系 -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DBA 702 Global Financial Systems-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关键词    金融体系、金融市场、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国际金融市场和制度

很多投资者都是以间接方式在证券市场进行投资，例如透过共同基金或者与投资经理建立的分属账户，这在大投资者中是尤其明显，

例如捐赠基金、基金会、养老金或主权基金。 这门课旨在使学生们了解全球市场中的投资组合，资产的配置和更多样化的投资选择，

并深层次分析固定收益组合以及证券组合。

全球金融体系 - 机构投资
DBA 703 Global Financial Systems-Institutional Investing

关键词    全球资本市场、全球资产配置、投资工具、机构间交易、风险和回报、量化组合、高频交易

激励设计和绩效评估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课程把企业决策、业绩计量、评估及激励机制的设计和管理理论与实务相联系，

系统介绍如何设计有效的业绩计量体系，并着重分析激励绩效评估系统的设计和业绩计量选择，以及策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关联。

更重要的是，本课程特别关注企业业绩计量和激励制度的设计，如何与企业内组织的设计以及战略目标形成一致性，达成两者相

辅相成的重要性。课程的两个主要目标是：1、提供有关组织激励机制设计的研究材料，以提升学员们的知识水平。2、利用研究

课题为学员提供批判性的思维框架，协助学员决定论文研究项目。

组织设计以提高机构的业绩和创新能力
DBA 704 Design of Knowledge Based organizations for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关键词    激励设计、绩效评估、战略、组织设计、人力资源、招聘和保留、薪酬结构、劳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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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in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Course Descriptions课程介绍

> 全球宏观经济政策

> 全球金融体系 -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 全球金融体系 - 机构投资

> 组织设计以提高机构的业绩和创新能力

> 企业全球战略

> 战略愿景、领导力与变革管理

> 企业风险管理

> 公司金融和治理的挑战

> 金融与法律

核心课程

> 金融决策

> 金融创新

> 高级专题系列研讨 — 中国模块之经济与金融专题

> 高级专题系列研讨 — 中国模块之战略与管理专题

> 高级专题系列研讨 — 美国模块

> 高级专题系列研讨 — 欧洲模块

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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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风险管理给企业增加价值，而错误的风险管理，可能会导致一个企业或重要工程计划的失败。本课程将使学生

了解企业面临的风险，风险的起源，特点和它对业务的潜在影响，以及如何在企业层面有效管理风险。 该课程结合

概念框架，量化建模和企业风险管理的实例。

企业风险管理
DBA 707 Risk Management from an Enterprise Perspective

关键词    风险、利率、价差、评估、振荡、评级、汇率、运营风险、负债、政治、

                 法规、欺骗、名誉、品牌、企业风险管理

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决定不是完全或简单地受全球技术或经济影响。课程将分析跨国公司在开展跨国业务时所做

的卓越决策。 精挑细选的案例阅读进一步说明企业的全球化是一个在国家、行业、企业和业务层面递进性决策

过程。跨国公司在其走向国际时的知识累积和转移管理是通过一系列的战略计划、尝试和从错误中吸取经验。

企业全球战略
DBA 705 Global Corporate Strategy

关键词    国际扩张、全球化、跨国公司、技术、战略性计划

企业的高管有责任提出战略愿景，以确保企业在市场上持续地保持竞争力，以应对外部环境快速变化所带的不确

定性。成功的领导将决心和远见注入企业，以达到愿景的有效实施。通过公司战略将愿景植入企业的组织结构和

各项流程中，从而创造并获取客户价值，达到预期的收入和利润。课程的侧重点是成功的高管如何从经验中学习

不断地自我提升，如何扬长避短，形成适合自身的发展途径。课程包括领导力发展的各项关键要素包括：个人评

估、战略的作用、战略如何体现愿景、如何形成有效的战略、分析企业文化、领导层和管理层变革的内在联系，

从而持续地提高企业的市场定位。

战略愿景、领导力与变革管理
DBA 706 Strategic Visioning, Leadership and Change Management

关键词    高层管理者、责任、自我领导、愿景、创造力、创造、捕获与部署

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国的企业将面临全球融资，跨国收购和管理全球风

险等一系列问题。金融危机后，许多公司在治理结构上做出了显著的改变。这些变化将影响中国未来公司的治

理实践和改革。这门课程将讨论公司理财和治理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在近期的发展。内容包括：成长型公司的融

资，融资战略和资本结构，跨境并购，企业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股东下的区别，战略投资决策。

课程主要针对中国公司面临的问题，通过相关案例进行分析探讨。

公司金融和治理的挑战
DBA 708 Challenges of Corporate Finance and Governance

关键词    全球融资、全球风险、理财、公司治理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法律的哲学，各种法律体系，法律和经济与金融的关系，以及法律的实施。课程将包括

许多关键的法律概念，如诉讼、监管、侵权、反垄断、破产等，同时讨论对商业运作的影响。课程也将对比不同

法律背景下各国的法律制度，并激发学生考虑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企业的作为。课程包括案例讨论，走访法庭和

立法机构。

课程将涵盖估值，风险，回报，和企业融资运用。本课程首先提供一个概念性知识框架，让学生了解金融理论的

文献用意。其次，通过介绍在金融领域资深的经验，协助学生未来的发展。

金融业的日益变更源于金融市场、产品、科技和监管的不断创新。因此了解金融界的根本首先是了解这些创新，

他们是如何运作的，走向如何？本课程着重于金融创新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讨论在近代历史上的重大金融创新，

这些创新的驱动力，及其对金融体系和经济的影响，以及所带来的风险。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分析不同形式的金

融创新，并深刻理解这些金融创新的基本经济动态。

金融与法律

金融决策

金融创新

DBA 709 Finance and Law

DBA 710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

DBA 711 Financial Innovations

关键词    法律和法律体系、法律概念

关键词    金融、金融决策、结构、概念、金融理论、评估、风险、回报、融资运用

关键词    金融创新、金融体系、演变、经济、风险、框架



重点研讨：

学员将走访美国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知名跨国企业，通过实地走访以及与专家的交流

学习，了解这些跨国机构的企业全球化战略，熟悉美国成熟金融市场的金融监管和金融创

新等多个主题。

高级专题系列研讨 — 美国模块
DBA 714 Current Trends in Global Economy, Finance and Management-US Module

关键词    跨国公司走访、交流、新兴课题、全球化、金融监管、管理创新、         

               机遇和挑战、财政管理、金融市场

重点研讨：

学员将走进欧洲，了解欧洲市场、跨国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方向，学术精英、

企业和政府高管等将和学员分享他们的观点，通过实地走访以及和专题研讨，学员们将体会到

欧洲管理模式，欧盟内部的政治流程，及其对商业的影响。

高级专题系列研讨 — 欧洲模块
DBA 715 Current Trends in Global Economy, Finance and Management-Europe Module

关键词    欧洲市场、研讨会、公司访问、宏观经济、管理、金融问题

高级专题系列研讨

重点探讨 :

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包括全球化，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中国宏观经济、货币与

财政政策调控，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市场创新、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等。侧重研究

有何办法、政策选择的背景、行业的反应、政策实施的有效性等。

高级专题系列研讨 — 中国模块之经济与金融专题
DBA 712 Advanced Topics in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e-Domestic Module

关键词    全球化、经济结构、资本市场、公司控制、货币政策、转型、结构

重点探讨 :

很多中国公司借用了跨国公司的经验，以及基于西方战略和管理文献的研究结果。然而中国公

司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与西方公司差异很大。通过系列讲座和圆桌讨论重新审视盛行的最佳方案，

为什么有些最佳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企业如何对其战略进行创新性调整以适合其外部环境。

高级专题系列研讨 — 中国模块之战略与管理专题
DBA 713 Advanced Topics in Strategy and Management-Domestic Module

关键词    跨国公司、研究、外部环境、最佳方案

论文研讨

旨在介绍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让学员了解如何进行实务导向的研究，包括各类研究方法的系列介绍及讨论，基本研究假定测

试与分析。

思维碰撞研讨系列 I：研究基础
DBA 721 Research in Action I - Research Design and Fundamental Statistical analysis

让学员实际了解教授团队多样化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论文研究的写作过程，以及最新研究进展等。借此过程，学员可以根据

自己的论文课题选择有相同研究兴趣的教授，确定合适的论文指导教授。

思维碰撞研讨系列 II：研究展示
DBA 722 Research in Action II - Faculty Research Presentation and Seminar series

让学员借此机会展示自己的研究计划和论文初稿，让参与研讨的教授与其他学员提出建设性的评论和想法，鼓励大家互相学习，

激发创新的研究思想，教学相长，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博士项目是学完全部课程后才开始论文的写作，与此不同，DBA 项目要求学员第一年就提出自己的论文选题，结合工作中

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应用课程中所学到的研究方法，在实践平台上深入研究，逐步完善，最终完成 DBA 论文。

思维碰撞研讨系列 III：论文研讨

博士论文

DBA 723 Research in Action III - workshop and research seminar series

DBA 799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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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 50% 获得讲席教授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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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金融学博士

Paul Burik 教授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实践教授。Burik 教授在资产管理、养老金投资、衍生证券投资、美联储政策决策等方面拥有超过 30

年的专业咨询与教学经验。他曾在美国、欧洲、亚洲等多家著名的投资机构担任 CEO、经济与战略决策主管、首席投资官、执行董事等高

层职位。他还曾获得 CFA 机构颁发的 Graham & Dodd 奖章。

Burik 教授曾是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欧洲学院的咨询委员会、美国国家商业经济问题委员会和美国金融协会的成员，并在多本专

业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Paul Burik

斯坦福大学工程经济系统博士

陈宏教授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管理科学教授、副院长。陈教授曾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供应链管理讲席教授及运营物流系主任，并兼

任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此前，他还担任长江商学院创始教授，并任学术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管理教授。陈宏教授曾在香

港科技大学、斯坦福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及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教授 / 学者，也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宏教授还曾赴哈

佛大学进行博士后深造。

陈宏教授的研究领域专注于生产与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运营与风险管理；排队网络理论与应用；中国供应链管理最佳实践案例研究等。除

了曾担任应用概率学会主席之外，陈教授已在《运筹学》、《管理科学》、《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经营管理》等国际一流期刊发表文章六十余篇，

并曾担任《管理科学》、《运筹学》等的副主编。他还写了大量中国供应链管理的最佳教学案例，并就排队网络理论合著出版了一本书。他

曾荣获美国 NSF 工程启动奖，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 Killam 奖，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工商学院教授研究卓越奖，并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Hong Chen
陈宏

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管理经济学和决策科学博士

张春教授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他曾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管研究的副教务长、荷兰银行风险管理讲席教授，并曾

在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担任金融学教授 17 年。他是第一个从新中国到美国大学执教金融学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在美国大学取得金

融学终身教授之后全职回国工作的学者。他还担任过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张春教授的研究方向专注于公司金融，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和国际金融体系。他曾是研究中国经济领头的国际期刊《中国经济评论》的执

行主编。《经济理论期刊》、《金融学期刊》、《金融研究评论》、《货币经济》、《商业期刊》、《货币、信贷与银行期刊》等众多刊物，

并合作出版多本专著。2006 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张春的著作《写给中国企业家的公司财务》，2008 年，人大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书《公

司金融学》。由他任组长的深圳发展银行中欧课题组的应用型研究专著《供应链金融》于 2009 年出版。

Chun Chang
张春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运营和信息管理学博士

顾彬教授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信息系统系终身教授，曾执教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麦库姆斯商学院。顾教授的研究领域包

括 IT 战略、IT 治理、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顾教授目前担任国际信息系统顶尖学术刊物《信息系统研究杂志》及《MIS 季刊》的副编审。

他曾任 2011 年信息系统经济学研讨会、2010 电子商务研究在统计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研讨会的会议共同主席。

顾教授的研究发表在全球著名学术期刊如《管理科学》、《信息系统研究》、《MIS 季刊》、《管理信息系统杂志》、《生产与运作管理》、《金

融服务研究》、《决策支持系统》等。顾教授发表的论文曾获得美国运筹学与管理学研究协会信息系统分会和《信息系统研究杂志》的最佳论文奖。

贝克伟教授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会计学教授，中国执行院长、DBA 项目美方主任。曾任美国会计学会全球化委员会主席（1997）、

北美中国会计教授学会会长 (1993-1994)。

研究方向包括战略成本管理、信息技术的战略性创新、供应链整合、决策行为科学；教学领域主要有成本管理的战略性创新、供应链管理和

电子商务。贝教授的多篇文章曾发表在著名学术刊物上如：《管理科学》、《决策科学》、《审计：实践与理论》、《会计》、《组织与社

会》、《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信息系统》、《行为决策》、《经济心理学学》等杂志。贝教授也曾获多项教学奖励，包括 1996

年杰出本科生教学奖、1997 年杰出研究生教学奖、州际优秀教学奖及 1998 年度亚利桑那教师奖，该奖项是亚利桑那州会计师基金会对贝

教授在会计课程方面的创新所做的奖励。宝钢集团及宝山钢铁股份公司外部董事、沪杭甬高速（HK376)、中国旺旺（集团）有限公司（0151.

HK）和众安房地产（00672.HK）独立董事，于 2011 年 5 月荣获 2010 年度第七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最具影响力独立董事

称号。贝教授也曾任摩托罗拉、英特尔、霍尼维尔、思科集团、美洲银行等跨国公司顾问，咨询涉及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企业重整

和电子商务。

Bin Gu
顾彬

北德克萨斯大学会计学博士

Buck Pei
贝克伟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黄钰昌教授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会计系终身教授，曾执教于匹兹堡大学凯兹商学院。黄教授的教研方向包括管理会计、供应链

管理、激励契约、业绩计量和医疗管理等。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黄教授专门讲授 MBA、EMBA 和 Ph.D. 课程。1998 年黄教授获学院研

究生教学杰出成就奖，并多次入选凯瑞商学院“院长会百名杰出学者”。

黄钰昌教授在企业绩效评估和激励设计等方面造诣深厚。2007 年黄教授的一篇文章获美国管理会计学最佳文章奖。2006 -2008 年黄教授

获选担任美国会计协会管理会计分会秘书长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Management Account Section) 。黄教授曾在许多国

际著名的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如《会计评论》 The Accounting Review、《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会计研究

评论》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会计与公共政策》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会计学刊》 The Accounting 

Review 和《审计与金融》Auditing and Finance 等。

Yuhchang Hwang
黄钰昌

教 授 简 介（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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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和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

杜克大学经济学博士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博士

王江教授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院长），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讲席教授，并兼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院

研究员、美国金融学会理事、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FTSE 经济顾

问委员会委员及 Quantitative Finance 杂志主编、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 杂志副主编等职务。

王江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资产定价理论、投资管理、风险管理、证券市场微结构、国际金融、金融创新和金融工程等。他在国际著名学术刊

物如 Journal of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等发表多篇论文，2006 年出版著作《金融经济学》（人民大学出版社）。因其杰出的研

究工作，获得了 Smith Breeden Prize，FAME Research Prize, Leo Melamed Prize, Batterymarch Fellowship 等多个奖项。

张慧冰教授现任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TIAA-CREF 学院研究学者、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etrics 杂志的

副主编。曾任北卡罗莱纳大学 Kenan-Flagler 商业学院的副教授、卡内基 - 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助理教授。

张慧冰教授的研究主要涉及最优投资学，投资组合决策和金融资产定价等领域，并在众多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如 Journal of Fin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发表研究文章。因其杰出的研究工作，曾于 2002 年获得

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Michael Brennan 最佳论文评比亚军，并且在 2004 年，发表于 Journal of Finance 关于长期金融证券的学术

论文获得了 TIAA-CREF Paul A. Samuelson Award 的肯定。此外，张教授在 2001-2006 年曾担任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副主编。

朱宁教授曾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金融学副教授（终身教职），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副院长、DBA 项目中方联席主任、耶鲁

大学国际金融中心研究员，并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及加州大学担任特聘金融教授。朱教授研究兴趣广泛，涉足投资、公司财务、行为金

融，及金融法的研究。他著有数十篇学术论文，其中多篇发表在国际一流金融、管理，及法律期刊，如《金融期刊》、《金融研究评论》、《金

融与数量分析期刊》、《管理科学》、《法律研究期刊》等。

朱教授对于中国金融市场一直抱有浓厚兴趣并积极参与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的研究和政策制订。朱教授运用其金

融研究的特长，进行广泛的职业经理培训和咨询调研项目。他的咨询客户包括世界各国监管层及各大交易所、一流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

和对冲基金。此外，朱教授在 2008-2010 年度担任雷曼兄弟亚太股票量化策略主管和野村证券投资顾问主管，负责拓展企业在亚太区域的

股票交易业务。他所带领的团队在多项机构投资者评选中名列前茅。

Jiang Wang

Harold Zhang

Ning Zhu

王江

张慧冰

朱宁

北卡罗莱纳大学金融学博士

苏尼尔·瓦海教授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弗斯特金融讲席教授。曾任埃默里大学 Goizueta 商学院和普渡大学克兰纳特管理学院的教授。他

目前还是三维基金（管理资金超过 2000 亿美元）的顾问。

瓦海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在交易（市场微观结构），委托投资组合管理和交易策略。他曾在许多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如：《金融学报》，《金

融经济学报》，《金融研究评论》等。

Sunil Wahal
苏尼尔·瓦海

* 教授顺序按英文姓氏首字母排列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战略管理博士

沈伟教授现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曾任教于罗格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佛罗里达大学灵顿商学院，北京的

莫斯科管理学院 SKOLKOVO 新兴市场研究中心。

沈伟教授的研究方向是战略领导、公司治理、组织招募和研究方法等。他的论文发表在《管理学会学报》、《管理学评论》、《战略管理》、

《公司治理国际评论》、《组织动态》等学术刊物上。他还担任《管理学会学报》、《管理学评论》和《战略管理》的编委。

Wei Shen
沈伟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

徐淑英教授是凯瑞商学院摩托罗拉国际管理的名誉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杰出访问

教授。徐教授曾任教于杜克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以及香港科技大学管理创系的主任。

她的研究方向是包括关系网络，雇员与企业的关系，高管与企业文化。徐教授是学术期刊《管理学会学报》第 14 任主编，并创办了《中国

管理新视野》。 她是管理协会会员，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协会首任会长。她已出版了七本书，发表了近 100 篇文章和书籍章节。

Anne Tsui
徐淑英

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学博士

钱军教授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DBA 项目中方联席主任、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美国波士顿学院卡罗尔管理学院金融系终身

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机构中心研究员，美国金融协会和西部金融协会会员。钱教授从 2008 年开始担任中国国际金融会议

组织委员会联席主席。他是中国金融暑期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同时担任全美中国金融协会，美国最大的华人业界金融协会的主要学术顾问。

钱军教授的研究包括理论和实证公司金融、金融机构等领域的许多课题。他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如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 Quant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等发表多篇论文。

Jun Qian
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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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对象：
有理想、有抱负、有成就、有思想的领导者，通

过变革创新，对所在领域发挥更大的、持续的影

响力。

适合于：
> 中国以及境外知名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

> 大型企业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创始领导人

> 大型企业集团金融板块的高层管理人员

三期班 82 名学员

平均年龄 45 岁

平均管理年限 18 年

100% 获得硕士学位

35% 拥有多个硕士学位

13% 拥有博士学位

Students Profile
学员构成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in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37%

38%

17%

10%

15 年以下

16-20 年

21-25 年

>25 年

68%

27%

5%

决策层

管理层

其他

管理年限 职      务

51%

43%

6%

金融机构

实体企业

其他

53%

38%

9%

私营

股份制

其他

行业分布 单位性质

87%

13%

硕士

博士

67%

17%

9%

2%

1%

4%

华东

华北

华南

西南

东北

海外

最高学历 地      区

18%

37%

29%

16%

<40

40-45

46-50

>50

85%

15%

男

女
年      龄 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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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in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学员感言 ( 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

“教授的讲课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国际前沿的金融理论，让我们不仅仅在信息层面，而且在理论层面、逻辑层面有了更深的

了解，我的收获非常大。那些在管理岗位上有所成就，对深度的思考有兴趣和偏好的人，适合来参与全球金融 DBA 项目。”

曹彤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行长

“我来全球金融 DBA 最大的动力是要好好补上金融这一课，短短几次课程，对我的视野和工作方法论有了极大提高，严

谨的学风也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不同体系的同学深度也让我找到了自身深造的方向。”

“高金 DBA 的学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使我增长了金融专业知识，开拓了国际化视野，受益匪浅，为企业转型发展

提供了极大帮助。” 

“面向全球是我在全球金融 DBA 学习中最大的感受。这里的师资是全球顶尖的，所讲授的每一门课程、研讨的每一个课

题是全球领域内非常前沿的。同时，在课堂上教授又会结合中国本身的实践和同学们交流，能帮助我更好的将学到的理论，

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梁信军
复星集团首席执行官、副董事长

严建军
上海致达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继臣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行长兼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

“百战归来再读书。选择上海交大高金学院 DBA 学习，是我创业路上的加油站、蓄电池！高金学院专业、国际化视野的

教学体系，让我们这些披荆斩棘在创业路上的战士，得以修养身心、融贯智慧、满血能量；DBA 优秀的同学们让我们对标

精英、互学交流、手足相助。三期班踩着 2015 年的钟声踏进高金学院的大门，三生万物，我深信三期班一定能成为 DBA

的经典样“班”！”

任军霞
银通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球金融 DBA 同学的水准之高超出了我的预期；同学和老师上课认真的态度、热情的参与、课余研讨的投入也超出了

我的预期；老师和同学们对这个项目定位和使命的期许、积极的探索和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更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杨桂生 
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董事长

“时隔多年再次踏入校园倍感亲切，特别是在全球金融 DBA 的课堂上，遇到了老朋友，又结识了杰出金融家和领军企业家。

第一时间与世界顶尖专家、学者对话，与各行业精英交流分享，这都是特别开心的事。服务金融三十余年，如今投入家居

流通事业，面对人生中重要的职业转型，DBA 全球化视野和实践性学习，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感谢项目组织者和老师的辛

勤付出，给了我人生及其难得的学习机会。”

张琪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

“在国内很难找到这样一个课堂，有这么多高水平的教授和同学，大家一起就很多问题作一些深入的、严肃的讨论和思考，

既包括西方最前沿的金融和管理课题，也包括在中国大家都遇到的、正在思考的实践课题。” 

周晔
汇付天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Global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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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是为满足中国金融业发展与国际接轨的迫切需要，由上海市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创办的，专注于金融的

新一代国际化商学院。学院遵循全球一流商学院教学模式，致力于为中国培养一批批具有全球视野的金融家、深谙金融的实业家、

以及拥有优异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的金融行业中高层人才。

SAIF 已汇聚了 50 余位深谙国际理论和本土实际的金融学教授。这支世界一流、亚洲领先、国内独享的金融师资队伍凭借深厚扎

实的理论研究功底、对全球前沿知识和市场的熟稔，以及在政府或金融机构的亲身实践经历，共同为学院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氛围

和夯实的教学体系。据统计，截至目前，SAIF 的教授发表论文总数达 204 篇，其中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 171 篇，在国际

顶尖金融期刊发表论文 57 篇。

针对不同层次背景人群的需求，SAIF 设立了系统、专业、完善的金融类学习方案，为中国机构和个人提供最为全面的学习计划。

金融学博士、全球金融 DBA 博士、金融 EMBA 硕士、面向金融机构和实业的高层管理教育非学位项目、以及全日制 / 在职金融

MBA 硕士、金融学硕士等，共同构建了国内最完整的金融类管理教育产品线。

2012 年，SAIF 正式进驻北京并将致力于加强京沪双中心联动，以“立足上海和北京，辐射全国”为发展战略，逐步全面覆盖中

国金融教育市场，竭力打造全球第一金融学府。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Forward thinking for the global 
challenges on the horizon

追求卓越   前景无限

上海交通大学从创建至今已有 116 年，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当年盛宣怀先生和一批有识之士秉持“自强首在储才，

储才必先办学”的信念，于 1896 年在上海创办了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建校伊始，学校即坚持“求实学，务实业”的宗旨，

以培养“第一等人才”为教育目标，精勤进取，笃行不倦。经过百余年的不懈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

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并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稳步迈进。

上海交通大学素以学术经世、科学报国为己任，百余年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

工程技术专家和医学专家，从最早的内燃机到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诞生，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的诸多“第一”，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海交通大学始终坚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大胆推进教育改革，在 1994 年和上海市政府与欧盟政府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

中外合作高等学府—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在 2009 年又与上海市政府创建了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

上海交通大学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in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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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商学院是全美最大的商学院之一，有 250 名教授，8300 位本科生和 1500 位研究生。学院以创新的项目、

高素质的学生、一流的教学研究、领先的科技应用、紧密的商业联系而著称。全球著名的跨国集团，如摩托

罗拉、英特尔和 IBM 都把凯瑞商学院视为专业人士招聘的首选。本学院在众多领域拥有世界一流的学者，包

括 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爱德华 . 普里斯科特教授。本院专家学者在供应链管理、服务营销和管理

等商业领域具有卓越贡献。世界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将本院师资列入他们的专家资料库。

凯瑞商学院在商业教育的领先地位和优秀师资对商业界的研究贡献是国际公认的。英国权威杂志《技术创新》

根据全球商学院教授在最具影响力的 45 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排名中，凯瑞商学院名列榜首。学院的

中国 EMBA 项目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 EMBA 项目排名高居第 20 位；全日制 MBA 项目在《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名列全美排名第 27 位，凯瑞商学院本科项目全美排名第 28 名。学院的教授除了在顶级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外，还大量出版了被广泛采用的教科书和专业书籍。

凯瑞商学院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SU) 创立于 1885 年，是一所国际公认的研究型大学 , 也是

美国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ASU 的四个校区呈星状，坐落于美国第五大都市凤凰城 (Phoenix)， 得天独厚的

地理条件为其学生创造了进入各大行业的众多机会，包括高科技产业、航空业、金融服务业、制造业、电子

通讯业、交通业、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目前在校学生人数达 7 万多人，有 250 多个本科学位项目，143 个硕士学位项目和 83 个

博士学位项目。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追求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吸引了来自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

学校非常重视和中国高等院校建立多层次的长期合作关系，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与政府部门、教育机构、

及工商界互动的平台。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与教学并重，通过两者的完美结合，鼓励新知识和技术的开发推广。有多名教授曾获

得学术界和业界颁发的杰出贡献奖，并担任国家级研究院的研究员。自 2003 年以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

奖的教授、研究员和专家人数快速增加，包括 3 名诺贝尔奖得者、12 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1 位美国艺

术和科学院院士、114 位美国富尔布赖特基金访问学者、25 个古根海姆研究员和 3 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研究与创新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对研究经费的投入在全美未设医学院的大学中排名前 20 位，与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佐治亚理工学院、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普渡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洛克菲勒大学在这方面的

投入相当。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提供突破性的科学研究环境，涉及广泛的科学战略研究领域，致力于造福社会

的各类解决方案。亚利桑那州大学特设企业知识型发展办公室，专门掌管和协调校内各大研究中心， 例如生

物设计研究所、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柔性显示器中心、人文学科研究学会、安全和防御系统研究中心、

科学学习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光学研究所等。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in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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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获得工商管理、经济学、金融、会计、统计等相关领域的硕士学位

2. 拥有在金融、财务、管理或相关领域的管理岗位 12 年或以上工作经验

如需进一步咨询，请联系“全球金融 DBA 课程”办公室

咨询专线：400 921 5588
网址：http://dba.saif.sjtu.edu.cn

邮箱：dba.admissions@saif.sjtu.edu.cn

申请条件

人民币 99 万元；包括 3 年的课程学习、嘉宾讲座、教学研究、

教授指导、论文答辩、以及两次国际模块的学习费用，但不

包括住宿和交通费用

2015 年招生信息

申请流程

1. 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2. 本科学历 / 学位证书扫描件

3. 硕士学历 / 学位证书扫描件

4. 报名照

5. 一封推荐信

1. 经原毕业学校开具的四年本科成绩单，中英文各 2 份

2. 经原毕业学校开具的硕士成绩单，中英文各 2 份

3. 经原毕业学校开具的学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中英文各 2 份

4. 经原毕业学校开具的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中英文各 2 份

5. 个人陈述，中英文各 1 份

6. 个人简历，中英文各 1 份

申请人在线填写完整申请表，上传电子文档：
申请表链接为：http://regonline.saif.sjtu.edu.cn/apply/dba

初审合格后 DBA 项目部发出面试邀请

申请人参加入学面试

DBA 项目教授委员会在面试基础上全面评估申请人综合素质，

择优推荐，条件性预录取

申请人需提供完整的申请材料，获得正式录取资格：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Admissions入学申请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in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招生人数： 25 人左右

开学时间： 2015 年 9 月（最终开课日期请以实际为准）

学       费：

人民币 2000 元报  名  费：

北京、上海授课地点：



立即扫描二维码
登 陆 D B A 课 程 主 页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DBA 项目部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
中国 DBA 项目部

电话：1-480-965-4874
传真：1-480-965-8569
地址：300 E. Lemon Street, Temple, AZ 85287-4906
网址：http://wpcarey.asu.edu/
邮件：wpcareydba@asu.edu

全国统一咨询热线

400 921 5588

网址：http://dba.saif.sjtu.edu.cn
邮箱：dba.admissions@saif.sjtu.edu.cn

上海校区
上海校区
电话：021-6293 2778
传真：021-6293 3222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211 号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10 楼
          上海交通大学徐汇区
邮编：200030

北京校区
电话：010-5661 1879
传真：010-6622 2568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2 层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邮编：100033

深圳办公室
电话：0755-8276 9700
传真：0755-8276 9131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2012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厦 3501-2 室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邮编：518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