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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是上海市人民政府为实现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由著名

海外华人学者牵头，按照国际一流商学院模式创立的国际化金融学院。学院成立于2009年4月19日，英文名称为Shanghai Advanced Institute 

of Finance (SAIF)。  高金始终秉承“汇聚国际一流师资、培养高端金融人才、构筑开放研究平台、形成顶级政策智库”的发展使命。在上海市

政府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鼎力支持下，参照国际一流院校的先进模式和治理结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院长负责制。

    关于高金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MBA项目是中国首个金融专业方向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项目。 SAIF 金融MBA整合全球顶级教育资源，

课程广泛参考了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沃顿商学院等全球顶尖商学院金融课程体系，紧密结合中国经济与金融发展实际，形成欧美与中国

两大金融市场联动。项目以金融为贯穿主线，多轨聚焦于全球前沿与本土实践、产业发展与金融创新。整合京沪深三地学界与业界资源，从

课程到企业，从理论到实践，多维度多视角深度体验京沪深三大金融中心，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三大经济联动所带来的MBA学习之旅。

    金融MBA介绍

博士项目PhD Program， 全球商业领袖学者项目GES（金融管理方向）

金融EMBA， 高层管理教育EE

PHDGES

EMBA
EE

MBA
CAFR

中国金融研究院

MF

全日制、在职制金融MBA

金融硕士MF、MF-FinTech

*通过整合全球最优质教育资源，建立最完整的高端金融管理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项目

SAIF开创性地构建了国内

最完整的高端金融类管理教

育产品线，在课程设置和教

学方法上，强调专业视角，理

论与实践并重，本土与国际

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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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介(CHANG, Eric Chieh)
教授、金融MBA项目学
术主任
普渡大学金融学、统计
学和计量经济学博士
原 香 港 大 学 经 济 及 工
商管理学院院长、钟瀚
德 基 金 教 授 及 金 融 学
讲席教授

Paul Burik
实践教授
西北大学金融学博士
原德国商业银行首席
投资官、业务发展和战
略管理总监、联合首席
执行官

蒋展(JIANG, Zhan)
教授、EED项目学术主
任及执行主任
中国金融研究院公司金
融研究中心执行负责人
爱荷华大学金融学博士
原纽约州立大学布法
罗分校金融学助理教授

邱慈观(CHIU, Tzu-Kuan)
教授、可持续金融学科
发展专项基金的学术
主任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
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
曾在美国加州大学等
校任教

陈松男(CHEN, Son-Nan)
教授
佐治亚大学金融学、数
理统计与计量经济学博士
曾在马里兰大学等校
任职

洪玉蓉(HONG, Yurong)
金融学助理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金融学博士

阚睿(KAN, Rui)
实践教授、职业发展中
心学术主任
斯坦福大学金融学博士
原中金基金总经理、中
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股票自营负责人、原中
国证监会专家委员会
成员

陈欣(CHEN, Xin)
教授
明尼苏达大学金融学博士
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
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中
欧国际工商学院、麻省
理工学院等机构工作
或访问

胡捷(HU, Jie)
实践教授
西北大学金融学博士
曾任美国联邦储备银
行高级经济学家、迅雷
集团金融板块CEO

李祥林(LI, David X.)
实践教授、中国金融研
究院副院长、金融硕士
项目联席学术主任
滑铁卢大学统计学博士
原中国国际金融有限
公司首席风控官、花旗
银行及巴克莱资本全
球信用衍生品数量分
析和研究部门负责人

程仕军(CHENG, Shijun)
会计学教授、执行院长
匹斯堡大学会计学博士
曾任教马里兰大学史
密斯商学院(终身教职)，
并曾任暨南大学管理
学院院长

黄秋实(HUANG, Qiushi)
金融学助理教授
西北大学金融学博士

李峰(LI, Feng)
会计学教授、副院长、
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
长、上海高金金融研究
院联席院长
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
学（会计和金融经济领
域）博士
原密西根大学罗斯商
学院会计学副教授(终
身教职)

张翌轩(CHANG, Stanley)
教授
德州理工大学会计学博士
曾在休士顿大学及亚
利桑那州立大学（终身
教职）任教

张春(CHANG, Chun) 
金融学教授、汇付天下
讲 席 教 授 、2010年至
2021年任学院执行院长
西北大学管理经济学
和决策科学博士
原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
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董兵兵(DONG, Bingbing)
助理教授
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原中央财经大学金融
学院助理教授

巨能久(JU, Nengjiu)
金融学教授、Ph.D.项
目学术主任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
利分校金融学博士
密西根州立大学物理
学博士
原香港科技大学金融
学副教授

李文连(LI, William)
管理学教授
滑铁卢大学统计学博士
原明尼苏达大学卡尔
森管理学院供应链与
运营学终身教授及Eric 
Jing讲席教授

于晓筠(YU, Xiaoyun)
金融学教授
明尼苏达大学金融学博士
原印第安纳大学凯莱
商学院教授（终身教职）
和Arthur M. Weimer
学院研究员

王一耀(WANG, Yiyao)
金融学助理教授
芝加哥大学金融经济
学博士

潘军(PAN, Jun)
金融学教授、高金讲席
教授
斯坦福大学金融学博士
纽约大学物理学博士
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
管理学院金融学讲席
教授

朱宁(ZHU, Ning)
金融学教授
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
原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和美国加州大学终身
金融教授

汪勇祥(WANG, Yongxiang)
金融学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博士
原南加州大学Marshall
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

（终身教职）

孙剑非(SUN, Jianfei)
副教授、MBA项目学术
副主任
南加州大学金融学博士
曾任教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和南京审计大学社会
与经济研究院

资超(ZI, Chao)
金融学助理教授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香槟分校金融学博士

魏力(WEI, LI)
实践教授
犹他大学金融学博士
曾任职国内和全球知
名金融机构，包括坤元
资产，中信证券另类投
资，德意志银行等

李洁(LI, Jie)
金融学助理教授
欧 洲 工 商 管 理 学 院 金
融学博士

吴飞(WU, Fei)
教授、LLC项目学术主
任、EED项目联席学术
主任
都柏林学院大学金融
学博士
原江西财经大学金融
学教授、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副院长

王坦(WANG, Tan)
金融学教授、副院长及
金融硕士项目学术主任
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博士
原 英 属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商学院Peter Lusztig金
融学讲席教授

李君(LI, Jun E.)
金融学助理教授
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博士

严弘(YAN, Hong)
金融学教授、学术副院
长、GES项目学术主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金融学博士
密西根大学应用物理
学博士
原美国南卡罗林纳大
学达拉莫尔商学院金
融学终身教职

汪滔(WANG, Tao)
实践教授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工 程 系
统学博士
原 中 国 国 际 金 融 有 限
公司执行总经理

排名不分先后

更多教授信息详见官网

     教授风采
高金已成功汇聚起一支“国际一流、亚洲领先、国内第一”

的师资队伍，覆盖金融、会计、管理等不同学科的 70 余位教

授，均拥有丰富的国际研究、教学和实践经历，是推动高金

建设世界一流金融学院的核心力量。

李洁(LI, Jie)
金融学助理教授
欧 洲 工 商 管 理 学 院 金
融学博士

张介(CHANG, Eric Chieh)
教授、金融MBA项目学
术主任
普渡大学金融学、统计
学和计量经济学博士
原 香 港 大 学 经 济 及 工
商管理学院院长、钟瀚
德 基 金 教 授 及 金 融 学
讲座教授

陈松男(CHEN, Son-Nan)
教授
佐治亚大学金融学、数
理统计与计量经济学博士
原马里兰大学帕克分
校金融学教授

陈欣(CHEN, Xin)
教授
明尼苏达大学金融学博士
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
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中
欧国际工商学院、麻省
理工学院等机构工作
或访问

程仕军(CHENG, Shijun)
会计学教授、执行院长
匹斯堡大学会计学博士
曾任教马里兰大学史
密斯商学院(终身教职)
，并曾任暨南大学管理
学院院长

张翌轩(CHANG, Stanley)
教授
德州理工大学会计学博士
曾在休士顿大学及亚
利桑那州立大学（终身
教职）任教



网上申请                   个人面试&夏令营                     全国联考                            学校复试                           最终录取

     全日制金融MBA

腾讯科技

宁德时代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

中金公司

中信证券

华泰联合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

光大证券资管

安信证券

实体企业/其他 金融行业 75.6%

毕业生以金融为内核的复合技能和跨界思维特质也受

到实体企业的欢迎。

非金融行业 24.4%

分别担任企业高管、咨询/战略投资、运营、项目管理、管

理培训生等；入职机构多为高科技企业。

就业情况

职能

金融行业                                                   54.7%

非金融行业                                  45.3%

毕业于985院校：35.9%平均工作年限：4年

22.9%

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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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入学前背景

教育背景

35.9%   985院校

22.6%   221院校+两财一贸

41.5%   海外+其他

32.1%    投研（一二级市场）

18.9%    投行

9.4%     销售交易

9.4%     咨询/战略投资

7.5%     管理培训生

22.7%   其他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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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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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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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专业背景

47.2%   经济/金融/管理

39.6%   理科/工科

13.2%   文科及其他

主要就业机构

金融机构

就业年起薪45.5万元， 比入学前增长86%； 中位数比入学前增长50%

行业

32.1%    资产管理

32.1%    证券

3.8%     财务顾问

3.8%     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

3.8%     监管/交易/结算机构

24.4%   非金融行业

0605

全日制金融MBA申请

申请条件

学制

授课方式

授课地点

授课语言

学历学位

2年

主要为周中上课

上海校区

英文授课

获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学历，到2024年7月有三年及以上的全职工作经历；

获得国家承认的硕士、博士毕业学历，到2024年7月有两年及以上的全职工作经历。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全日制金融MBA夏令营

第一期     8月19日 第二期     10月14日

  *全日制金融MBA申请人须参加任意一期夏令营，如有更新，请以官网信息为准。

立即申请

mba.admissions@saif.sjtu.edu.cn

021-62933346

http://mba.saif.sjtu.edu.cn/admission/



     在职制金融MBA
十余年深耕于中国金融交易中心，位处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期货、外汇和黄

金交易市场所在地。金融MBA项目力求为学生夯实全方位、立体化的金融与

管理课程体系，并通过高金领航计划、 SAIF Banker 实践课堂等多维平台提

供实践学习及个性发展，培养了一批批通晓现代金融知识的行业领军人才。

男女比例：55：45 硕士及以上学历：17%

1年以上海外学习经历：18.5% 金融行业人数占比：60%

中层及高层管理：39% 专业人士：41%

平均年龄：31.8岁 平均工作年限：8.5年

上海

0807

复试及录取
学院一般于次年3月中下旬组织复试及录取工作。

立即申请

mba.admissions@saif.sjtu.edu.cn

021-62933346

http://mba.saif.sjtu.edu.cn/admission/

线上申请
登录项目官网或扫描二维码进行注册，登录后选择申请项目，在线填写申请表并上传相关材料。

参加面试
申请材料经MBA招生委员会评定并通过后，委员会将对“获得面试资格”状态的申请人分配面试时间并定向通知。

在职制MBA面试内容为：  个人面试（中文）。

*4-10月，每月开放面试，具体时间、形式内容及面试结果说明，请参照MBA项目官网。

全国MBA联考笔试报名流程
全国MBA研招考试报名：  报名通常为每年10月份，具体时间和步骤以研招网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通知为准。

考试科目：  管理类综合能力、英语。（考试内容及具体要求请参考教育部制定考试大纲）

上海校区

网上申请 个人面试 全国联考 学校复试 最终录取



上海校区、北京中心

     在职制金融MBA全国班(北京)
金融MBA全国班（北京）于2018年始，以北京和上海为主要授课城市，加

强京沪双中心联动，人才互通，整合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将专业的金融

MBA项目覆盖全国。

全国班（北京）将继续为北京同学带来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优质的业界和学界资源，搭建京沪联动平台，培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

的国际金融人才。

北京

1009

立即申请

mba.admissions@saif.sjtu.edu.cn

021-62933346

http://mba.saif.sjtu.edu.cn/admission/

复试及录取
学院一般于次年3月中下旬组织复试及录取工作。

线上申请
登录项目官网或扫描二维码进行注册，登录后选择申请项目，在线填写申请表并上传相关材料。

参加面试
申请材料经MBA招生委员会评定并通过后，委员会将对“获得面试资格”状态的申请人分配面试时间并定向通知。

在职制MBA面试内容为：  个人面试（中文）。

*4-10月，每月开放面试，具体时间、形式内容及面试结果说明，请参照MBA项目官网。

全国MBA联考笔试报名流程
全国MBA研招考试报名：  报名通常为每年10月份，具体时间和步骤以研招网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通知为准。

考试科目：  管理类综合能力、英语。（考试内容及具体要求请参考教育部制定考试大纲）

合作企业及学生来源: 

中国银保监会

北京证监局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字节跳动

京东集团

美团

小米科技

商汤科技

地平线

华为

联想

毕马威

德勤

普华永道

安永

学生数据 (数据来源于2022级申请人)

平均年龄：32岁 北京外，有来自19个省份的同学

平均工作年限：9.1年 金融业前三位分别为：

工作地点除了
前三位分别为：
非金融业

工作背景来自于 私募
基金

证券
公司

商业
银行

计算机/信息技术/通信/软件/人工智能

建筑/房地产/物业管理

专业服务/咨询/财会/法律

项目主任面对面教授公开课 PA导师面对面 职业发展沙龙 企业参访

网上申请 个人面试 全国联考 学校复试 最终录取



大湾区

上海校区、大湾区中心

     在职制金融MBA全国班(湾区)
2022年9月，全国班（湾区）首期班学员正式开启他们京沪深三地联动的MBA学习之旅。从理论到实践，从课堂到企业，

长三角、大湾区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各具特色的产业布局和竞争优势，在课堂内外的思维碰撞与交融中展现。来自粤

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首期班学员，覆盖了金融、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房地产、贸易和物流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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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申请 个人面试 全国联考 学校复试 最终录取

立即申请

mba.admissions@saif.sjtu.edu.cn

021-62933346

http://mba.saif.sjtu.edu.cn/admission/

复试及录取
学院一般于次年3月中下旬组织复试及录取工作。

线上申请
登录项目官网或扫描二维码进行注册，登录后选择申请项目，在线填写申请表并上传相关材料。

参加面试
申请材料经MBA招生委员会评定并通过后，委员会将对“获得面试资格”状态的申请人分配面试时间并定向通知。

在职制MBA面试内容为：  个人面试（中文）。

*4-10月，每月开放面试，具体时间、形式内容及面试结果说明，请参照MBA项目官网。

全国MBA联考笔试报名流程
全国MBA研招考试报名：  报名通常为每年10月份，具体时间和步骤以研招网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通知为准。

考试科目：  管理类综合能力、英语。（考试内容及具体要求请参考教育部制定考试大纲）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

深圳天使母基金

阿里巴巴集团

招商局集因

平安银行

东方富海

广东粤科集团

TCL华星光电

高特佳投资

广发证券

平安科技

越秀集团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中国太平财产保险

法国外贸银行

优必选科技

博时基金

盛灿科技

招商银行

嘉实基金

百丽集团

海王集团

乐信集团

兴业国际

中集集团

平安理财

招商理财

厦门国金

中海资本

腾讯科技

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

摩根史丹利华鑫

招商致远资本

港交所

来自金融各个细分领域如智能制造、计算机信息和生物科技等多元化的湾区业界导师(部分):

    提前培养系列

●  开展生涯规划辅导，助力学员构建完整的自我认识和清晰的职业规划；

●  提供特许全球金融科技师认证（CGFT）一级课程，建立金融科技知识体系；

●  引入背景多元的大湾区业界导师。

带领同学们从“全球宏观视野”、“产业投资机会”，引金融之“水”，浇实体之

“木”, 构筑行业生态圈，探索行业发展趋势下的个人职业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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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F Banker

学生联合会

高金领航计划

LIVE Learning Center

具体课程以教务安排为准

PRE-STUDYING FIRST-YEAR

    品格领导力.戈壁
品格领导力系列课程是SAIF金融MBA培养体系中

极具创新和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领导力课程强调

过程性和系统性，以戈壁为始，通过训练、挑战、失

败、恢复、反思、进步等环节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过程，

通过领导力专业课程、戈壁徒步等团队项目训练、激

发三个方面进行，将品格作为领导力训练的核心。

领袖的魅力形成源于领袖身体力行的品格。高尚的

品格会给领导者带来巨大的影响力，使人产生敬佩

感、凝聚力，让人模仿、追随。品格是一种非权力性的

力量，是后天受到教育、熏陶、影响而逐步形成的。身

体力行的领导正是通过吸引、感召、影响、凝聚、亲和

等方式统率千军万马，所向披靡。

    限选课程
公司金融

金融市场 

宏观经济学

公司兼并、收购与重组

风险投资与私募基金

财务报告与分析

固定收益证券

衍生证券

金融风险管理

    必修课程
统计分析方法

运营管理

英语沟通

战略管理

组织行为学

营销管理

管理经济学

会计学原理

金融学原理

    预备生培养计划
为协助所有报考高金金融MBA的学子在正式入学之前为未来的

学习生涯做好准备，高金金融MBA项目推出“预备生培养计划”，

帮助预备生提前储备专业知识，构建金融思维框架，并明晰自身

优势，为职业发展和升级打下基础。

   . 预备生训练营

提前了解高金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加深自我优势认知。

   . 特许全球金融科技师CGFT课程

跟随世界级的教授和业界领先的专家深度学习前沿知识，提升金

融科技思维素养。

   . PA多对多

以行业话题为主题，助力预备生打开行业视野，探究商业背后的

逻辑。

   . 统计先导学习

学习应用统计学的概念与方法来处理商务与经济中的各种问题，

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 入学前一对一沟通

班主任协助预备生确定入学后短期与长期目标规划，并为目标实

现和个人成长提供支持。



    金融市场与机构
金融机构与市场

资产组合管理

市场微观结构的理论和应用

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

中国金融法规与监管

金融工程

结构化产品设计与创新

行为金融学

情绪管理与投资决策

另类投资与对冲基金策略

国际金融

商业银行管理

影响力投资

保险学

可持续金融

价值投资

证券投资实务

量化投资实践

资产管理实践

风险管理实践

金融仿真交易/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

认识华尔街系列讲座

学生管理基金

创新金融实验室

金融仿真交易/权益

    商业基础
商业分析

货币理论与政策

管理会计

决策分析

国际公司金融

证券分析与估值

市场博弈分析

ESG和企业社会责任

投资银行实践 I

投资银行实践 II

风险投资与私募基金实践

私募股权投资实践

综合实践课程

具体课程以教务安排为准

SECOND-YEAR THIRD-YEAR

SAIF Banker

学生联合会

高金领航计划

LIVE Learning Center

    战略管理
卓越领导力

企业成长战略

全球化企业合规管理

战略与风险管理: 企业高管视角

公司治理

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管理实务

绩效评估和薪酬设计

    产业
供应链金融

能源金融

房地产金融

证券化与房地产金融

    新科技与金融
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

金融科技的新商业模式

区块链与数字金融

金融科技与现代支付发展

Python及其在金融中的应用

数据分析在服务业中的应用

大数据分析与实验设计

大数据与云平台

金融科技的技术概论

机器学习概论

机器学习（II）方法及应用

机器学习在投资中的应用

              科创
创业融资

创新管理

非公开市场投资

科创企业和新经济公司的融资与估值

科创企业的股权结构与激励机制

知识产权在投资与企业管理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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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视野 走进特色各异的海外院校，学习他们独具特色的课程，探访代表当地产业发展的企业，在课堂内外，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师生思维与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从读一本书、从学习一门课程、从探访当地企

业、从一次与当地人的聊天、从一次城市徒步开始，探索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 文化，历史， 人文和

宗教。从未知到了解，从了解到反思，从反思到践行，这便是国际模块的价值所在。国际视野、多元思

维能力及跨文化沟通与合作的能力也应成为高金MBA旅程中重要的收获。

   学生感言

“芬兰境内有着非常浓

厚的商业气息，这同时也

带动了商科类专业的教育。交

换模块让我从国际化的视野对

数字化举措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

时也近距离接触了在数字化领域领

先的企业，为将来从事企业的数字化管

理做好充分的准备。”

 

                                      学生感言

“有些概念我们一直在提，但是从没有仔细想过它的

定义，比如:创新。今天哥大的教授用层层推进的方

式演绎了什么是创新，创新的分类和实践。并且

用行业典型的案例来举例解析。同时，和我自

身工作经验相结合，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要首先寻找客户的需求再去思考用什

么创新方案去解决。先设计产品再

去市场试水，失败率是很高的。因

此，教授让我对创新有了新的

审视和深入的理解。”

   双学位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全球房地产金融项目 GREM 

授予学位：美国理学硕士学位（MS）

课程时长：一学期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金融工程硕士项目 HassMFE

授予学位：美国金融工程硕士（MFE）

课程时长：一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程与应用学院 IEOR 

申请方向包括：

1、管理科学与工程 MS i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S&E)

2、商业分析 MS in Business Analytics (MSBA)

3、金融工程 MS in Financial Engineering (MSFE)

4、运筹学 MS in Operations Research (MSOR)

5、工业工程 MS 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MSIE)

   海外交换计划

高金与来自近20个国家的一流商学院特色项目深度合作，为学生提供短期交换项目。例

如：加拿大排名第三（QS2021）的皇后大学史密斯商学院MBA课程除学科技能外更是

关注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芬兰阿尔托大学的数字商务模块带同学们探索其领

先的数字商业环境及创新体系，参访当地主要的传媒集团。

   海外学习

美国沃顿商学院沉浸式学习

以色列创新创业与文化融合

美国硅谷-斯坦福科技创新之旅

英国探访伦敦金融城，领略金融科技风采

美国走进哈佛，MIT，感受金融产业创投与创新

德国金融视角的工业制造4.0与创新探索

西班牙ESADE商学院探索精益创业和精准营销

   硅谷独角兽企业Fin+Tech在线研讨会

合作学院 (部分)

合作企业 (部分)

实践
研讨

思维
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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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校友会

    高金MBA学生联合会     校友组织
高金校友会自2013年1月19日成立以来，已经有近5700位

SAIFer毕业生加入了这个大家庭。经过多年发展，高金校友会已

经建成线上平台与线下组织联动的支持模式。同时通过毕业班

级、地区校友会、兴趣俱乐部组成的三维校友网络，高金校友会

打破项目、打破年级、打破行业间的壁垒，为高金校友搭建相互

交流、共同进步的平台。

专业类

地产金融协会

固收俱乐部

金融科技俱乐部

供应链金融俱乐部

ESG投资俱乐部

财富管理俱乐部

科技投资俱乐部

二级市场投资俱乐部

北交所俱乐部

新经济俱乐部

金融法律俱乐部

量化投资俱乐部

创业投资俱乐部

一级市场投资俱乐部

消费投资俱乐部

证券投资俱乐部

医疗健康俱乐部

金融保险俱乐部

责任金融家俱乐部

兴趣类

公益类

风起跑团

摄影俱乐部

话剧俱乐部

篮球俱乐部

羽毛球俱乐部

智力娱乐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高尔夫俱乐部

国学俱乐部

兵乓求俱乐部

亲子俱乐部

SAIF STAR啦啦队

高金MBA学联俱乐部概况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MBA学生联合会（简称“高金MBA学联”）主要由MBA在校生组成，其使命是为在校生拓展一

个更为广阔的交流和发展平台，在学院建设世界级金融学院的目标引领下，组织开展各项有益的学生活动。学

院充分尊重MBA学生的自主民主管理，从而形成独树一帜的“高金MBA学联”品牌。这不仅增强SAIF在校生凝聚

力和认同感，搭建院生间桥梁，也为所有在校生的学业修为、人才培养和职业发展创造价值。

●  行业专业类俱乐部联通高金DBA、EMBA和MF等各项目校友，汇聚各领域专业人士

●  兴趣和公益类俱乐部特色鲜明，竞赛水平在商学院学生群体中保持较高水准，取得多项国内外赛事优异成绩

●  活动类型丰富，研讨深入，全年累计主办活动近200场，主题覆盖学生关注各类话题

2019

SAIF金融MBA汇集了国内顶尖金融机构与各行业的佼佼者，多元的班级构成营

造了良好的学习和跨行业交流氛围，有效地扩展了学生的事业和思维方式，提

供了不可替代的经验分享，促进学生共同成长为建设上海这座国际金融中心的

中流砥柱。高金校友与年轻的高金相伴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校友大使



LIVE Learning Center，简称LLC。LIVE，即Learning through Integrated Vocational Experience，意为“通过综合行业体验学

习”，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项目实践课程（SAIF LIVE综合实践课，创新金融实验室量化研究课程，国内国际赛事），为高金学

生提供独特且创新的学习体验

机会。

SAIF LIVE综合实践课每学期开

放，发布项目涉及金融、互联网、

房地产、医疗/医药、教育、能源、

政府等多元领域。学生在教授和

来自金融机构或企业的高管导

师的全程引领下参与项目，探讨

一个由商业机构提出的具有实

际意义的问题，并给出严谨、全

面、具有适当分析复杂性的高质

量解决方案。

聚焦职业发展，以行业为主题，对话资深业界导师。学生按照职业发展方向，参与

以研讨会形式举行的交流活动，探索行业纵深。

与资深导师结成一对一

师生对子，收获关于学习

目标、职业发展，乃至人

生规划的个性化指导。

   .  SAIF LIVE综合实践课

高质量解决方案

周项目时间

位高金学生

位企业
决策层领队

个来自企业
的真实问题

位高金
指导教授

    高金领航计划

    LIVE Learning Center

“多对多”团体交流

“一对一”师生交流

即Program Advisor， 简称PA项目， 通

过经验丰富的业界导师和心理专家组

成的辅导团队，为在校金融MBA学生带

来人生智慧和专业指导，启发学生做出

职业发展的选择和符合自己特点的人

生规划。

PA项目在学院的课程体系之外，为学生

提供一个与行业对接的渠道和更有针

对性的个性化辅导。导师一方面可以在

行业动态和咨询上进行分享，另一方面

也能根据自己的背景及阅历，给予学生

职业规划及人生方向上的建议。

实
践
模
块

    SAIF Banker 实践课堂

SAIF Banker 实践课堂是面向金融MBA在校生开设的实践课程。SAIF Banker 紧密结合学

术教育与实践，聚焦行业动态，依托上海交大的科研优势，发挥京沪深三地的产业互动，打通

高金资源，从前沿科学、金融、市场、政策等多角度剖析行业，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的产业格局。

SAIF Banker 每月举行一期，由教授领衔，力邀行业专家、投资人和资深校友，分享最鲜活的

案例和最前沿的思想。围绕每期主题，SAIF Banker 后续重点选取优秀企业参访交流，进一步

丰富在校生的实践课堂。

2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