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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new developing trend of specialization and segmentation in finance, the 

professional master with career backgrounds becomes a source of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Based on the demand background of elites in speci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education mode of professional finance master. We found that the orientation of the goal of talent 

training is unclear; the course content for professional master's degree lack of pertinence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sis are vague. Therefore we proposed the measures such as the accurate 

positioning of talent professionals, the proper pertinence of curriculum system, the appropriate 

diversification of teaching staff and the excellent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research is aimed at address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education mode and industrial actual 

demands and opening up a new way for education mode of professional finance master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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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随着金融业呈现行业细分化和

专门化的发展趋势，具有职业背景的专业型

硕士成为金融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本文基

于人才专业化、国际化和创新化的需求背

景，对金融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教学模式的

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探讨，

发现金融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教学模式存

在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课程体系针对性不

足、学位论文要求设定模糊等问题，提出了

人才定位专才化，课程体系针对化，师资队

伍多元化，学校企业合作化等改进措施。该

研究旨在改善我国人才培养定位与社会现

实需求脱轨的现状，为我国金融学专业型硕

士研究生教学模式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 

关键词: 金融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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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21世纪的今天，金融被视为一国经济

发展的坚实后盾，是世界各国竞争的最重要

领域。随着我国实体经济长达30多年的快速

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日益壮大，建设与经济崛

起相适应的具有强大聚集功能和资源配置

效率的金融强国，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客观需求[1]。 

现代金融业作为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

集型行业，高端专业人才在其发展过程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副院长李扬曾指出“中国在金融人才培养

方面与美欧强国的差距就是整个行业的差

距。”强国必先强教，建设金融强国的重大

使命为我国金融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

历史契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对

人才需求的结构发生质变。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金融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业界

更需要掌握基础职业技能的一般性专业人

才，作为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则立足于学术

型培养模式，以培养教学和科研人才为基本

目标。近年来，随着金融业呈现行业细分化

和经营专门化的新发展趋势，业界对高层次

人才的需求和标准不断上升，业界需要的是

专才性、创新性和国际化的专业型精英，然

而传统的学术型培养模式无法满足业界的

新需求。为此，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

《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

方案》中提出以“实现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

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

为主的战略性转变”作为未来发展目标。这

意味着培养具有较强综合实践操作能力的

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人才队伍，探索一套体现

自身特色的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已成为金融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 

2．新时期对金融专业型人才的新要求 

随着国内金融快速发展，高端人才缺口

问题日益凸显。为应对这一现状，国内高校

大幅扩大了金融学研究生教育规模，但高端

人才缺口并未得到有效填补，导致人才供需

结构性矛盾日趋深化。一方面，企业为获得

高端专业人才不惜高薪海外引进，另一方

面，研究生就业时不惜降低薪金要求，与本

科生等竞争基础技能类岗位。显然，这一矛

盾源自于教育模式与业界现实需求的冲突，

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无法满足业界对高

层次人才的要求。因此，专业型硕士作为具

有职业背景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其培养模式

建设应充分考虑当前经济社会的现实需求。 

2.1  专门化金融服务型人才 

在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引领下，我

国金融市场建设取得了长足性进展。全国性

市场的日益形成给现代金融企业带来扩张

壮大的契机，同时也带来生死存亡的挑战。

金融企业过去单纯依靠所属区域内的单个

或少数客户而不考虑客户特性的卖方市场

经营方式已不可行，争夺全国乃至全球市场

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各金融企业纷纷提出

“以客户为中心”的战略调整，将提供专业

化的综合金融服务作为业务发展方向。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企

业日趋呈现行业分工细化、经营专业化特

征，与之相适应，对金融服务也提出行业专

门化的新要求。这一变革使得业界对专业人

才提出了新要求，专业人才不仅需要有丰富

的金融学识，还必须具备一定的行业背景，

以至于能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这也就意味

着能提供专门化金融服务的专业人才才能

满足社会的现实需求。 

2.2  创新型专业人才 

创新是金融的灵魂，是金融业生存和发

展的必由之路。现阶段，作为我国金融业主

体的商业银行、证券和保险都面临着创新的

迫切需求。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日益壮大，

商业银行受到来自资本市场的强力冲击，贷

款业务明显滑落，金融创新已成为国内商业

银行维持生存的当务之急。同时,人们对理

财和保险产品的需求不断改变，以至金融产

品的生命周期缩短，这无不要求业界不断推

出新型金融工具以满足投资者的新需求。 

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依靠于金融创新能

力，而金融创新能力又主要依靠高层次创新

型金融人才。他们不仅是微观金融的创新

者，也是金融前沿活动的实践者。此外，其

创新活动对宏观金融政策的完善和微观金

融制度的创新也具有较大影响。所以，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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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应同时具备较强的金融政策意识和较

高的金融时代悟性。 

2.3  国际化专业人才 

加入WTO是中国融入国际经济的重要进

程，也将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推向一个新时

代。这意味着，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

金融业将要在国际通行的规则下，直接与国

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竞争。 

金融业的竞争实质上是高层次、国际化

金融人才在核心层次、核心岗位上的竞争。

这类金融人才不能简单依靠海外人才的引

进，而应立足于本土人才的大量培养，这样

才能使我们的金融体系有着深厚的人才基

础。于是，在尊重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把

握住国际化人才教育的关键环节，并培养出

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具备语言沟通能力和熟

悉金融行业业务的国际化人才成为金融学

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3．金融专业型硕士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金融专业型硕士虽与MBA同为应用型学

位，但由于目前采用与学术型硕士相同的考

录体系，其生源多为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本

科生，与MBA等应用型硕士有本质差别，因

此，其培养模式不宜原班照取。在近几年尝

试性地实践探索中，金融专业型硕士的培养

模式虽已初具雏形，但在培养目标定位、课

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 

3.1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课程设置

不合理 

专业型硕士与学术型硕士相对，其学位

应具有职业背景，并以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

专门人才为目标[2]。目前，多数高校的金融

学专业型硕士的人才培养目标设定相对宽

泛，并未定位于某具体职业，与之对应，在

课程设置方面也未形成以某特定职业相关

技能为核心的系统性拓扑。专业课程主要是

由与金融实物相关但本科阶段尚未开设的

各类课程构成，各课程平行展开，并无特定

的先后衔接关系。由于课程涉及面广及硕士

研究生学制两年的限制，各高校并未开设与

实务类课程相对应的课程设计，导致课程体

系没有实现从理论学习、理论模拟演练到实

践实习的闭合系统性结构。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在实践环节只能停留在对实践业务的

理解，难以实现基于理论的实践创新飞跃，

教学效果并未达到对高端人才创新能力培

养的要求。 

3.2  课程内容对专业型硕士的针对性不足 

金融专业型硕士要求培养学生兼具坚

实的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应用技能，在教学内

容安排上应突出理论与实践应用的衔接与

结合。然而，我国金融专业研究生基础理论

的教学滞后于金融实践的发展和金融体制

的改革,金融基础理论研究、金融基础理论

课的教学和金融高级研究人才的培养之间

存在一种非良性循环[3]。为改善这一问题，

许多高校在教学设计中设置了案例教学环

节来加深学生对实践的理解。然而，由于国

内金融专业型硕士开设年限较短，缺少专用

教材，多数教师只能采用学术型硕士教材，

遵循学术思想的逻辑思路展开教学。这导致

学生无法清晰地理解基础知识与实践环节

间的衔接关系，进而削弱了案例教学的教学

效果。 

3.3  实习课程内容设置随意 

由于目前生源多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的应往届毕业生，实习课程对于金融专业型

硕士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为此，各高校主要

通过加大实习课程比重来突出应用型学位

培养模式特征。但根据相关调查问卷的结果

显示，学生认为实习课程并未达到预期效

果。这主要是由金融业的行业特性和现有培

养方案不足共同造成的结果。从行业特性

看，金融业为服务业，大批量的学生进入企

业实习会影响企业对顾客的服务质量，另

外，企业的财务和业务环节都是对外保密内

容，在我国缺少相关政策推动高校与企业互

惠合作的现行教育体制下，企业会选择在充

分保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安排实习内容，从

而导致很多实习环节形同虚设。从培养方案

看，多数学校对实习课程的培养目标设定随

意，实习内容与所学课程的承接关系缺乏系

统地论证，形成由实习企业主观主导，本科、

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实习定位不清晰

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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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对学位论文要求的界定模糊 

学位论文的撰写有助于培养学生综合

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于学生的知识理论体系和实践环节的完

善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对学位论文的要求是

制定专业培养方案的重要环节。作为应用型

硕士学位，金融专业型硕士论文应要求完成

与金融企业的业务实践相结合的应用型研

究。由于金融专业型硕士在入学资格上没有

关于金融业相关工作经验的硬性要求，学生

在论文选题及后续研究所需的企业数据获

取方面遇到了困境。目前，学生主要依托导

师与金融企业的合作项目确定题目并获取

研究数据。当导师不从事这类科研项目时，

多数学生因获取数据困难，于是选取金融理

论型研究替代应用型研究，从而模糊了与学

术型硕士论文要求的根本差别。 

4．金融专业型硕士培养模式的改进建议 

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趋势来看, 我国

现行的金融学专业型硕士培养模式与金融

企业对中高端专业人才的现实要求还存在

较大差距，改革现有的相对滞后的培养模式

意义重大。 

4.1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专才化 

硕士研究生教育作为本科和博士研究

生的中间桥梁，其人才培养也应被定位为从

“通才”通向“专才”的过度转换环节。过

去教育界对金融人才培养定位的讨论主要

集中在是应遵循更加关注宏观金融问题的

“经济学院模式”还是注重金融市场微观活

动的“商学院模式”，并未脱离以“通才”

为主导的培养模式。近年新生的专业型硕士

虽被冠以具有职业背景，但由于多数高校是

在原学术型硕士教育资源基础上整合创建

的专业型硕士培养队伍，其人才培养目标定

位并未实现对“通才”模式的根本突破。 

专业学位教育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

专门人才而设置,培养目标必须做到“知行

合一”[4]。传统的以覆盖金融知识体系而横

向展开的人才培养定位方式已无法满足这

样的人才培养诉求，相反，应以某一特定金

融领域为背景，纵向延伸该领域的职业技能

为基本方向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从而实现应

用型硕士学位的专业专门化、人才专才化。

在定位具体领域时，不但要考虑当前金融业

对该领域人才的需求及该需求的可持续性，

更要充分结合本校教学、科研的优势和主导

方向。这样，一方面可形成教学和科研的双

向促进和带动，另一方面，各高校通过结合

优势学科培养不同类型的专业型人才，突出

各校教育特色，形成高等教育的品牌效应。  

4.2  面向专才型人才，合理调整课程体系

和课程内容 

为了顺应培养专才型高端人才的教育

方向和满足现代金融企业的现实需求,我国

金融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上应

遵循以下两点原则：①转变学术型培养模式

的课程设置思路，区分与技能型培养模式的

差别，突出高端型培养。②以社会现实需求

为导向, 以促进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相适

应的就业为目标，以实践能力为本位。根据

这两点原则，在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方面提

出以下建议：①基础课重在培养学生的动态

决策能力，以传授金融政策、金融发展动向

和国际金融规则等宏观金融知识为主，锻炼

其把握时代金融发展趋势的能力和跨国文

化沟通的能力，为学生成长为具有创新意识

的国际化专业人才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②

专业课应以培养目标领域所需的职业技能

为主干线，按照基本金融理论→相关信息科

学和数量科学方法→法律、财务会计、人文

社会科学的基本逻辑思路展开，融多种学科

的知识、理论、方法于一炉，培养学生成为

本领域的高端复合型人才。③以技能培养类

教材的逻辑思路为主干，融入学术培养类教

材的理论体系，配合相应的教学案例，编写

面向应用型硕士的专门教材，从而推进专才

模式下教学设计。④调整课程内容、实习课

程和毕业论文的要求，完善课程设计，使其

相互呼应，形成从理论学习、理论模拟、实

践演练到提炼总结的闭合系统性学习过程。 

4.3  构建适应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师资

队伍 

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师社会地位和待遇

的改善，我国师资质量显著提升，重点高校

的博士化率可达90%以上，具有海外教育科

研经历的教师比例日益增加。但在“科研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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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课题推动”的发展思想驱动下，国内高

校教师队伍在学缘结构上呈现重理论轻实

践的特征，多数教师专注于科研项目，深入

金融企业的实践几乎空白。为培养具有职业

背景要求的金融专业型硕士，组建具有丰富

实践应用背景的教学团队显得更为重要。 

为从实践应用背景角度优化教师队伍

的学缘结构、提高教学质量，建议采用以下

措施：①对于校内教师，建立健全合理的教

学科研评价体系，提高教学质量在工作评价

考核中的比重；建立金融实践任务机制，在

保留教师公职和基本工资的前提下，要求教

师定期全脱产式地到金融企业工作半学年

至一学年，以实现金融业务能力的强化和更

新。②对于引进教师，建议高薪引进兼具金

融业从业背景和高层次学历背景的金融专

业人士构建教师团队，邀请具有海外跨国金

融机构经验、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熟悉金融

行业业务的专业人士作为客座教授。③对于

合作教师，建立健全校内外双导师制，吸收

在实践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辅助校

内导师完成学生项目实践、课题研究、课程

学习与论文撰写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共

同承担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4.4  合作培养造就应用型高级金融人才 

长期的实践教学表明：要造就符合现代

金融企业需求的应用型高级金融人才，高校

必须借助金融企业力量，通过与金融企业建

立教学、科研和就业三位一体的互惠合作关

系，进行联合培养。 

在高校方面：①根据合作单位业务领

域，设置人才培养方案，为合作单位打造符

合要求的高端专才型人才。②整合自身学术

科研优势，为合作单位提供战略分析、决策

指导和创新论证。③依托自身教学资源，为

合作单位员工提供理论知识培训。 

在企业方面：①为高校提供合作导师，

协助高校教师完成项目实践、课题研究、课

程学习与论文撰写等个环节的指导工作，共

同承担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②结合

企业自身需要解决问题，为学生毕业论文提

供选题素材和研究所需的基本文献及数据

资料，要求学生将研究成果作为内部文献，

不进行公开发表。③建立实习基地，积极配

合学校完成教学实践环节，并优先考虑接收

合作高校毕业生。 

5．结束语 

金融专业型硕士培养模式的探讨顺应

了行业细分化、服务专门化的发展趋势，符

合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金融专

业型硕士的培养模式存在着教育目标定位

不明确、课程体系针对性不足、实习课程内

容设置随意、学位论文要求设定模糊等问

题，这违背了培养金融专业型硕士的初衷，

严重阻碍了现实经济社会对高端人才需求

的对接。为完善我国金融专业型硕士的教育

体系，各个高校应该有针对性地安排课程内

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并结合自身的优势

学科与校外企业进行合作，实现金融专业型

硕士的特色教育、针对教育和高端教育。学

术界应该注重对金融专业型硕士教育模式

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为高校金融专业型硕士

教育的完善和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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