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级 姓名 专业 就业情况 学位论文题目

2009届 任婕茹 金融学 国际银行
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与资本充
足率监管有效性研究

WISE历届博士毕业生就业情况

2010届 吴吉林 西方经济学 山东大学助理教授

联动视角下的市场一体化、
金融感染与极值事件—基于

中国金融市场的实证分析

2010届 邹春昊 金融学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Block Booking理论框架下

的IPO折价研究——基于沪

深A股新股发行数据

2011届 杜亚军 数量经济学 北京银联信投资顾问公司副总裁 状态预测与交易法则

2011届 李海奇 数量经济学 湖南大学助理教授 经验似然模型设定检验

2011届 刘长江 金融学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Wishart自回归过程的

多元随机波动模型及其在金
融中的应用

2011届 王亚峰 西方经济学 北京大学助理教授
关于博弈计量模型估计的三
篇论文

2011届 王占海 西方经济学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我国股票市场跳跃行为分析

2011届 叶晓夏 金融学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博士后
研究员

固定收益市场的期限结构建
模

2011届 张进峰 数量经济学 山东大学助理教授 空间计量模型的稳健检验

2011届 张玉鹏 西方经济学 华东师范大学助理教授
计量经济学模型预测检验及
其应用

2011届 周波 西方经济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助理教授 关于劳动经济学的三篇论文

2012届 蔡必卿 数量经济学 挪威卑尔根大学博士后 可积协整的理论与应用

2012届 陈琳娜 数量经济学 复旦大学师资博士后
半参数面板数据模型：理论
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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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届 郭辉铭 金融学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秘书处
区制转移货币DSGE模型及

其应用

2012届 黄诗城 金融学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放经济下的利率期限结构

2012届 黄诗城 金融学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放经济下的利率期限结构
建模与应用研究

2012届 李家伟 金融学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坏β”、“好β”：基于市场方

法的实证检验

2012届 李少育 金融学 西南财经大学助理教授
基于三因素仿射过程的利率

2012届 李少育 金融学 西南财经大学助理教授
基于三因素仿射过程的利率
区间息票研究

2012届 魏立佳 数量经济学 武汉大学副教授
博弈中的异质策略演化模
型：理论与实验研究

届 蔡楠 济学 东 财 大学 教授
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模型

2013届 蔡楠 西方经济学 东北财经大学助理教授
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模型
估计理论和稳定性检验

2013届 李云森 西方经济学 西南政法大学助理教授
制度变迁与中国区域经济发
展

金融市场风险分解与波动率
2013届 刘君伟 数量经济学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风险分解与波动率
预测：基于高频数据的研究

2013届 王军辉 西方经济学 贵州财经大学助理教授
城市劳动力市场研究：基于
城市人力资本配置，积累和
利用的视角

条件独立性检验及其在经济
2013届 王霞 数量经济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助理教授

条件独立性检验及其在经济
学中的应用

2013届 杨广亮 西方经济学 复旦大学博士后
高校招生政策与学校出身统
计性歧视的实证分析

与历史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
2013届 杨利 数量经济学 世界银行博士后

与历史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
研究

2013届 曾耿明 金融学 中国中投证券博士后

利率期限结构的离散时间无
套利Nelson-Siegel模型框架

研究及宏观金融实证

长期竞争均衡及资产价格泡
2013届 张振轩 金融学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长期竞争均衡及资产价格泡
沫：基于实验经济学方法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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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届 左浩苗 金融学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于高频数据信息的波动率
建模及其应用研究

2014届 毛尚熠 数量经济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中国的家庭关系及其对老年

2014届 毛尚熠 数量经济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中国的家庭关系及其对老年
人的影响

2014届 邓博文 西方经济学 云南大学助理教授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房地产
市场与企业创新

2014届 高翔 西方经济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助理教授
交通基础设施、地方文化与

2014届 高翔 西方经济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助理教授
交通基础设施、地方文化与
区域经济发展

2014届 王金波 金融学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财务决
策——基于宗族主义视角的

研究

届 李霞霏 数 济学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资产定价模型检验及模

2014届 李霞霏 数量经济学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博士后

市政资产定价模型检验及模
糊性溢酬研究

2014届 数量经济学 N.A. 半参数变系数工具变量模型
的估计与检验：理论和应用

BYUNG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Law 消费习惯和社会保险存在下

2014届 LIM
KOO

金融学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Law
School, PhD student

消费习惯和社会保险存在下
的 最优消费和投资选择

2014届
JUNG
LIM
KOO

金融学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Research Scientist

考虑馈赠及退休时的最优消
费和投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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