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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介绍

学院历史沿革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以深化内涵发展为重点，以培养核心竞争力为抓手；坚持人才强院战略，在教

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丰硕成果，综合办学能力显著提高。目前，学院正朝着建设“国内领先，亚

洲一流，世界知名，进而成为世界一流的商学院”的目标迈出扎实的步子。

在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管理人才的道路上，学院稳步实践着国际化的战略。2008年至

今，学院先后获得AMBA（国际MBA协会）、EQUIS（欧洲质量发展体系）和AACSB（国际精英商学院联合会）国

际认证，成为国内首家同时获得三项国际顶级认证的商学院。在2015年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名中，我院MBA项目

位列全球MBA排名的第55名，居中国本土商学院之首；在2014年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名中，我院管理学硕士项目

全球排名44位，连续六年进入FT全球五十强；EMBA项目蝉联本土商学院EMBA项目之首，位列全球第17位，继续领

衔中文项目整体上扬。交大安泰已连续两年成为了国内唯一一家三大核心项目同时跻身全球百强的商学院，这充分体现

了交大安泰在商学教学和实践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经济学科学项目根据The Tilburg University Top 100 Worldwide 

Economics Schools Research Ranking在中国的排名为第5位。

学院现有本科生1200余名，硕士生500余名，博士生300余名。MBA、EMBA、MPAcc等专业学位在校生共计

2500余名。

大学是一个青春飞扬、激情四射、梦想开始的地方，

也是人生一个新的起点，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将与你

们一道努力，追求卓越、成就自我、实现梦想。

——周林，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入选国家

“千人计划”。

院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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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 2006年3月

“南洋公学高等商务学堂” 成立工业管理工程系，复建管理专业

1996年

美国安泰国际集团出资与上海交通大学
共建管理学院，于2000年更名为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建立了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科 经教育部批准，
上海交通大学重建管理学院

学院改名为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学院师资
学院拥有一支出色的师资队伍，其中不乏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专家、学者以及学科带头人。学院拥有长江特聘

教授2人，长江讲座教授5人，国家“千人计划”入选1人，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5人，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3人，跨世

纪优秀人才3名，新世纪优秀人才10名。现有专任教师175名，其中33%具有教授职称，42%具有副教授职称，国外

留学归国人员比例为30%。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院长

国家“千人计划”

研究方向：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博弈论、

机制设计、社会选择和福利经济学

周林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执行院长

长江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技术创新、企业家与竞争力分析

李垣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院长

上海市曙光学者

研究方向：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虚拟条件下的学

习和虚拟团队、包容性领导和管理

唐宁玉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院长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研究方向：企业运营战略、运营与供应链管理、信

息系统及战略

万国华  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上海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研究方向：大数据与商务智能分析、数据质量与风

险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蒋炜  教授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

研究方向：公司金融、金融工程与证券市场

吴文锋  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研究方向：金融工程，主要包括资产定价、金融风

险管理和金融产品创新

吴冲锋  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

研究方向：技术管理、项目管理

曾赛星  教授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研究方向：管理心理与行为

张新安  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企业会计、审计、

公司治理及政企关系问题

夏立军  教授

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经济、区域产业发展、

技术创新

罗守贵  教授

研究方向：企业伦理学、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伦

理、企业文化、组织行为学

周祖城  教授

研究方向：金融信息系统、电子政务、电子商务

张鹏翥  教授

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金融与保

险、土地资源管理、农业技术经济、发展经济学、

管理经济学

顾海英  教授

研究方向：公司理财、管理会计、金融会计

胡奕明  教授

研究方向：金融工程、实证金融、公司金融

冯芸  教授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

研究方向：环境经济与政策、能源经济与政策的

研究

尹海涛  副教授

研究方向：消费者行为、社会市场学、广告学、消

费者风险意识及分析

王良燕  副教授



国际合作与交流
学院已形成了一套独特完整的深层次国际合作办学体系和一个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 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化程度最高的

学院之一。学院与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德克

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南加州大学、密西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华盛顿大学、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皇后大学、德国欧洲商学院、西班牙IE商学院等100余所大学和商学院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我院每年派出200余名本科生赴海外参加学期交换生项目、寒暑假项目、国际竞赛和会议等，其中赴北美地区高校交

换比例达到60%以上。截止2015年4月，我院共有15个本科交换生项目成功入选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家留金

委）“优秀本科生国际项目”（全校受资助项目21个）， 累计有60余名本科生获得该项出国交流资助。同时，我院每年还

接收交换生和短期游学生180余人，主要来自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和亚洲等地区的40余所高校和商学院，这也为本院学

生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

此外，我院还开展校际、院际寒暑期项目，如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暑期项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暑

期项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暑期项目、英国剑桥大学暑期项目等，每年约80名本科生参加，可获得外方不等额的奖学金。

国际化程度高，出国交流学生占同届学生的比例超过65%，留学生占同届学生的比例超过25%，

专业核心课英语授课率超过90%。

US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西北大学

普渡大学

斯坦福大学

康奈尔大学

密西根大学

华盛顿大学

南加州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CANADA
多伦多大学

皇后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维多利亚大学

SINGAPORE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AUSTRALIA
墨尔本大学

悉尼大学

莫纳什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昆士兰科技大学

EUROPE
马赛商学院

里昂商学院

北方高等商学院

曼海姆大学

康斯坦茨大学

西班牙IE商学院

阿斯顿大学

欧洲商学院

HK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本科专业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一直致力于优秀本科生的培养。学院现有5个本科专业：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

贸易、会计学和工商管理。

“宽口径、厚基础、全球视野”的培养模式和与国际一流经济管理专业接轨的课程设置。

经济学类专业直接从高中生中招收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进入经济学类学习。一年级下学期有意攻读经济类试点班的

同学，经过选拔之后进入经济类试点班学习，其余学生继续在经济类学习。大三下学期经济类/经济类试点班学生进行专业

申请，经济类学生可申请的本科专业有：金融学、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类试点班学生可申请的本科专业有：经

济学、金融学。

经济学类专业（金融学、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招生模式

经济类试点班旨在培养起点高、基础厚的拔尖经济学后备人才，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潜在

高端经济学学术后备人才，为国家和世界培养未来的经济学家。

培养目标

经济类试点班从经济学类学生中选拔，该班设立专门的课程体系，强化数学和经济学基础教育，注重严格的、规范的

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能力的训练，为每位学生配备导师，为优秀学生提供海外交流学习机会，以培养潜在高端经济

学学术人才。

我院2010级开始招收经济类试点班招生，截止2015年1月目前已招收69人，第一届经济类试点班11人，其中8人毕业

后到国外一流高校继续深造，2人到国内C9高校继续深造，1人毕业后工作，经济类试点班国际交流交换比例高达95%。

特色

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专业实践类课程、个性化教育课程四个模块课程构成，主要专业教育课程

设置如下：

数学分析、经济学原理、经济与管理精要、会计学、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中级

微观经济学、常微分方程、中级财务会计、实变函数、统计学、中级宏观经济学、经济优化方法、计量

经济学、随机过程、研究选题与论文写作

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博弈论、公司金融学、产业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

课程设置

基础课  

核心课

经济类试点班（经济学、金融学）



经济类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坚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拥有宽广的知识背景，知晓国内外现代社会经济环境，掌握有

效学习方法，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定量分析工具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的能力，具有良好

的交流或沟通能力，成为具备全球视野和知识的转换能力、适应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国内学术研究机构的后备学术

人才以及国际、国内企业和政府机构的优秀经济和金融人才。

培养目标

数学分析、经济学原理、经济与管理精要、会计学、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

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财务会计、统计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计量

经济学、商法、中国经济专题、研究选题与论文写作

金融学专业：投资学、公司金融学、固定收益证券分析、金融工程学、金融计量、商业银行经营

管理、报表分析与估值

经济学专业：博弈论、经济思想史、环境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行为经济

学、公共经济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服务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投资学、电子商务、商务英语沟通、国际

技术贸易、外贸谈判与技巧

金融全英语专业项目是上海交通大学教学改革项目。金融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平行开设全英语授课课程和中文授

课课程，同学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和今后发展方向自主选择英文或中文课程学习，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

特色

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专业实践类课程、个性化教育课程四个模块课程构成，主要专业教育课程

设置如下：

课程设置

经济类专业（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基础课

核心课



工商管理类专业直接从高中生中招生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进入工商管理类学习，大一下学期进行专业分流，分流专

业有工商管理、会计学。

招生模式

工商管理专业旨在培养掌握管理基本知识和技能、了解中国经营环境和企业运作，具备国际视野、善于分析和解决问

题并具有沟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复合型工商管理人才。

会计学专业旨在培养具备会计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法律等方面的综合知识背景，具备国际视野，并了解国内会计实

务，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会计专业工作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培养目标

ACCA国际班：学生在完成大学一年级平台课程之后，经过双向选择，从二年级或三年级开始申请加入ACCA国际

班，以培养熟悉国际惯例、熟练掌握外语、拥有国际资格、能够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会计专业人才。

特色

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专业实践类课程、个性化教育课程四个模块课程构成，主要专业教育课程

设置如下：

课程设置

工商管理类专业（工商管理、会计学）

高等数学、经济与管理精要、会计学、管理学原理、线性代数、经济学原理、财务管理、商务计算导论、

概率统计、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心理学、运筹学、商务统计学、运营管理、市场营销学、战略管理

会计学专业：中级微观经济学、税务学、中级财务会计、货币银行学、中级宏观经济学、管理会计、

计量经济学、跨国公司财务管理、报表分析与估值、财务会计信息系统、商法、审计学、高级财务

会计

工商管理专业：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创新管理、跨文化管理、数据库原理及应用、物流与供应链

管理、消费者行为、市场调研、质量管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基础课

核心课



学生活动
学院以培养国际化、领袖型、精英型人才为己任，积极引导学生参加

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科技创新等。学院团委多次获得上海市五四红旗

团委，学生中涌现出了“全国先进班集体”、“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等先进集体和个人；在国际数模竞赛、国际商务挑

战赛、国际商业案例分析挑战赛、全国“挑战杯”、全国校园创意大赛、

中国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等重大赛事中争金夺银，多人次分别获世界、全国

及上海市金银铜奖。安泰学子论坛、安泰智立方、安泰生存之道、视野讲

坛、求索培训班、涵泽领导力训练营、时政研讨会、迎新晚会、圣诞晚

会、趣味运动会、单身派对、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同学们在这些活动中

探究知识、丰富人生、启迪智慧、展现风采。



奖助学金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能享受多种奖助学金申请资格，其中包括国家、上海

市、学校和学院的奖学金。众多杰出校友、企业及基金会在安泰设立了50余项专项奖

助学金，更好的激励和支持优秀学生继续学业，努力钻研，学有所成。我院每年有超

过400人次的学生获得超过300万奖助学金，我院承诺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努力而有才华

的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毕业去向

职业发展是贯穿一生的过程，作为在校学生个人职业发展的推动器和中继站，学院职业发展中心（CDC）以

服务学生为宗旨，加强校企联合，建构学生素质与技能拓展及职业生涯发展的平台，指导学生职业发展规

划，通过一系列的服务形式帮助学生获得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养和技能。CDC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职业

服务信息共享、企业校园宣讲会、职业导航项目、暑期实习项目、职业咨询日、职业体验日、职业测评、职

业发展论坛、成功之初论坛、思源面对面等。

国内深造主要学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

出国深造主要学校：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

校、康奈尔大学、西北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墨尔本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大学圣路

易斯分校、曼彻斯特大学等。

主要就业单位:

银行&投行：国内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中行、建行、农行、工行、汇丰、交行等）、中金、巴克莱银行、摩根大通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摩根士丹利管理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等。

基金证券：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实业：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腾讯、微软、戴尔、上海通用汽车、通用电气、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宝钢、上海汽车、上海烟草等。

咨询：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埃森哲、罗兰贝格、美世咨询等。

快消品：宝洁、联合利华、欧莱雅、妮维雅、多美滋、百威英博等。

本科毕业生的主要走向是出国深造（约25%）、国内读研（约25%）和就业（约50%）。毕业生主要分布

于全球知名中外企业、大型金融机构以及社会各界和政府各部门。其中，银行、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信托、

管理咨询四大行业，吸引了我院70%左右的毕业生。



选择安泰不仅意味着享受中国最顶尖的商学教育，更重要的是，你能找到适合自己

的发展平台，会经历从一个稚气未脱的书生向一个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社

会人的成功蜕变。

——2014届金融学（试点班）专业尹歌，毕业后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继续深造。

回首4年的大学时光，感谢在安泰的学习生活，让我在管理、会计等专业知识领域

有了深厚的积累，更拓展了自己的视野与综合素质。我坚信，在交大安泰的日子，

会成为自己日后职业生涯成长中的不竭动力与宝贵财富！

——2014届工商管理专业张心宇，毕业后就职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

在安泰经管学院的四年时光里，我努力过、奋斗过，也有过不少的收获。感谢学校

以及学院对我的栽培与养育，感谢同学的真诚与关爱，感谢一路相伴而来的朋友。

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丽、最值得珍藏的岁月，在这里，将留有我生命中永

恒的记忆。

——2015届金融学专业区嘉和，毕业后赴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攻读金融学博士。

大学四年里，时刻伴随我的是丰富多样又触手可得的资源、博学多闻又平易近人的

师长、出类拔萃又友爱互助的同窗。安泰给予我勇敢追梦的平台，也留给我最美好

难忘的青春记忆，谢谢安泰！

——2015届经济学（试点班）张吉玎，毕业后赴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攻读

运营管理博士学位。

毕业感言



学校本科招生网址：http://zsb.sjtu.edu.cn/

学院网址：http://www.acem.sjtu.edu.cn/

本科项目网址：http://www.acem.sjtu.edu.cn/ung/index.html

咨询电话：021-52301902、52301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