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大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2021 年辅修学位招生简章 
 

经济学科 2021 年双学位项目招生概览： 

开课学院 专业 学位类型 拟招收人数(校区) 学生年级 

经济学院 经济学 经济学学士学位 500 人（思明&翔安&

漳州） 

2019、2020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数理） 经济学学士学位 100 人（思明） 2019、2020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金融学（数理） 经济学学士学位 350 人（思明&翔安） 2019、2020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统计学（数理） 理学学士学位 200 人（思明&翔安） 2020 

1.报名人数较多超出计划数一般参考主修成绩及按招生简章要求提交的材料进行筛选。 

2.授课地点为思明校区、翔安校区。单校区专业招生总人数不足 30 人，不予成班独立授课。 

报名流程： 

1、有兴趣且合乎申请条件的同学按照教务处规定报名，具体报名程序详见教务处主页

(Http://jwc.xmu.edu.cn）。（教务系统开放时间: 2021年 4月 24日-28日）） 

2、 报名 WISE双学位项目学生，在教务处网站报名的同时，需登录 WISE本科双学位网站在

线报名栏目 http://wise.xmu.edu.cn/DoubleReg注册填写相关报名信息,并上传电子版

英文个人简历至双学位报名网站。WISE双学位报名网站开放日期与教务处网站报名日期

一致。 

 

厦大经济学科介绍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包括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以下简称 WISE）和邹至庄经济

研究中心，形成“三位一体”的良好发展模式，其中，经济学院渊源于 1921 年建校初期的

商学部，一直有站在中国人立场研究经济的优良传统，经过 98 年建设与发展，是我国最重

要、最具影响力的现代经济学教学重镇之一。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是 2005 年成立的以国际化

办学研究目标的新型教育与研究机构。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是厦门大学于 2016年 10月宣布

成立，是一个实体教学与研究单位，旨在打造国际一流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研究机构，

致力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国际语言讲中国故事，在更高层次推动经济学中国化与国际化。 

http://jwc.xmu.edu.cn/


 

目前，经济学科在计量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学、劳动经济学、城市

区域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几个重点学科发展迅速，计量经济学（特别是理论计量经济学）

已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综合学科实力获得国内外高度认可。 

 

2017 年，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统计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应用经济学、 

统计学两个一级学科获评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 A 类学科，其中：应用经济学在 155 所参

评 高校中并列第 4、统计学在 120 所参评高校中并列第 3；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获评 B+

类学科，在 90 所参评高校中并列第 10。 

 

2017年3月，厦大社会科学总论进入基本科学指标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全球前 1%，其中经济学科的贡献度为 66%。 

 

2019 年 11 月，厦大经济学与商学进入 ESI 全球前 1%。、至此，厦门大学在人文社会科

学方面共有社会科学总论、经济学与商学 2个学科进入 ES1前 1%，全校共 17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并列中国大陆高校第 7位。 

 

2020 年，荷兰蒂尔堡大学研究统计的“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数据显示，在

2015-2019 年间，厦大经济学科在该排名默认 35 本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上高质量论文发表

数在国内排名第 5，大中华地区排名第 8，亚洲排名第 12，世界排名第 132。  

 

2020 年 3 月，全球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uacquarelli Symonds （简称 QS）正式发布了

2020年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厦门大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科首次进入全球前 150 强。 

 

经济学院本科双学位项目 

为满足我校非经济类学生对学习经济学的愿望，为诸多的理工科学生毕业之后到国外

攻读经济、金融、统计、会计等专业的硕士、博士奠定经济学基础，厦大经济学院特面向全

校各文理学科招收经济学专业本科双学位学生。 

经济学院双学位项目依托厦大经济学科的传统优势，对接北美一流研究型大学经济学

课程设置模式以及中国高校经济类教学实际，对双学位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进行科学优化。

该项目紧跟学科前沿，深化专业理论，旨在培养具有深厚经济学素养的高素质复合型和应用

型人才。 

 

项目特色： 

1、逾 90多年学科历史，底蕴丰厚，学科门类齐全，学科实力强劲。 

 

2、基于经济学院长久以来的办学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核心课程，紧跟了学科前沿，深化专业

理论，拓宽了学科视野，增加了习题训练和学术前沿讲座，夯实了理论基础。 



 

3、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统计学 3个一级学科和 3个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全国首

个文理交叉的经济学科重点实验室——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拥有一

支由海外知名学者领衔、中青年学者为主的师资队伍 

 

4、项目 16年运作经验，近万名毕业生，打造最强人脉圈。 

 

5、为本科双学位项目设立“优秀学生奖学金”“优秀班干部”和 “院长提名奖”三个奖项 

 

6、实行转学分制。修读双学位期间，若有同学因需外出交流的或主修学院已修过课程，学

院可在课程完全一致的情况下，适当接受部分课程转学分，为同学提供较人性化的课程学分

管理。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本科双学位项目 

为了培养了解中国国情，具有深厚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理论素养，熟悉现代经济学

分析方法、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参与国际竞争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WISE

从 2008年起启动经济学（含金融学）（数理）本科双学位项目，并于 2011年起启动统计学

（数理）本科双学位项目。目前，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本科双学位项目共有经济学（数理）、

金融学（数理）和统计学（数理）三个专业，课程设计参考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经济学本科

教学模式，结合中国实际并考虑现代经济学、金融学与统计学的特点。绝大多数课程将由

WISE海归全职教授和特聘教授用英语授课，并采用英文教材。 

 

项目特色 

 

1、成立于 2005年，坚持立足中国国情，以国际化办学为主线，致力于促进经济学教学

研究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在教研育人方面成效显著，推动学科国际竞争力提升。  

 

2、项目近 14 年运作经验，毕业生数以千计，海外求学率高，搭建海外学术人脉圈。 

 

3、三个专业双学位均由 WISE的优秀海归组成核心师资，全英文授课。 

 

4、课程凸显严谨、规范的“数量分析”品牌特色，针对中国学生背景，开设“商务沟通

与文化”课程，培养学生沟通表达能力与自信心，提升谈判能力。 

 

5、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由“海归”博士亲自指导学生选课与学生人生规划实行本科生导

师制。 

 

6、为本科双学位项目设立“优秀学生奖学金” 和“院长提名奖”的奖学制度 



 

7、实行转学分制。修读双学位期间，若有同学因需外出交流的，学院可在课程完全一致

的情况下，适当接受部分课程转学分。为赴海外交流的同学提供较人性化的课程学分管理 

 

课程设置 

两院双学位课程由基础必修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与毕业论文组成。学生

除需修完专业必修课外，可在专业基础上结合个人兴趣，选择所在专业的选修系列课程（选

修课仅供参考，实际开课以项目开设课表为准）。经济学专业、经济学（数理）专业、金融

学（数理）专业、统计学（数理）专业双学位课程设计分别详见表格 1、表格 2、表格 3 和

表格 4 

表格 1 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本科双学位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学分 必修/选修 

经济学基础 4 基础必修 

会计学原理 4 基础必修 

政治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 基础必修 

统计学原理 4 基础必修 

公共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计量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国际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金融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国民经济统计学(A1) 4 选修系列 

计算数据分析—使用统计软件分析(A2) 4 选修系列 

资产定价(B1) 4 选修系列 

商业银行学(B2) 4 选修系列 

国家税收(C1) 4 选修系列 

税收筹划(C2) 4 选修系列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D1) 4 选修系列 

国际商务(D2) 4 选修系列 

经济思想史(E1) 4 选修系列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E2) 4 选修课程 

论文写作指导 2 必修 

学术前沿讲座 4 必修 

毕业论文 6 必修 



 

表格 2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经济学（数理）专业本科双学位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学分 必修/选修 

经济学原理  4 基础必修 

金融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计量经济学 I 4 基础必修 

政治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微观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宏观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计量经济学 II 4 基础必修 

数理经济学 4 专业必修 

数理金融学 4 选修系列 

商务沟通与文化 4 基础必修 

微观计量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4 基础必修 

劳动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人力资源管理 4 选修系列 

城市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国际金融 4 选修系列 

公司金融 4 选修系列 

金融衍生品分析 4 选修系列 

固定收益证券分析 4 选修系列 

财务报表分析 4 选修系列 

中国经济 4 选修系列 

应用金融计量 4 选修系列 

论文写作指导 2 必修 

毕业论文 6 必修 

学术前沿讲座 4 必修 

 

表格 3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金融学（数理）专业本科双学位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学分 必修/选修 

经济学原理 4 基础必修 

金融经济学 4 专业必修 

计量经济学 I  4 基础必修 



政治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微观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宏观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计量经济学 II 4 基础必修 

数理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数理金融学 4 专业必修 

商务沟通与文化 4 基础必修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4 基础必修 

金融风险管理 4 选修系列 

金融衍生品分析 4 选修系列 

固定收益证券分析 4 选修系列 

城市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财务报表分析 4 选修系列 

国际金融 4 
选修系列 

公司金融 4 
选修系列 

微观计量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保险与精算 4 
选修系列 

随机过程 4 
选修系列 

中国经济 4 
选修系列 

应用金融计量 4 
选修系列 

论文写作指导 2 必修 

毕业论文 6 必修 

学术前沿讲座 4 必修 

表格 4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统计学（数理）本科双学位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学分 必修/选修 

概率论 4 基础必修 

商务沟通与文化 4 基础必修 

政治经济学 4 基础必修 

数理统计 4 基础必修 

回归分析 4 基础必修 

计算数据分析--使用统计软件 4 基础必修 

时间序列分析 4 基础必修 

多元统计分析 4 基础必修 



数据挖掘 4 基础必修 

随机过程 4 选修系列 

应用金融计量 4 选修系列 

保险与精算 4 选修系列 

经济学原理 4 选修系列 

属性数据分析 4 选修系列 

金融风险管理 4 选修系列 

实验设计与方差分析 4 选修系列 

公司金融 4 选修系列 

数理金融学 4 选修系列 

金融衍生品分析 4 选修系列 

微观计量经济学及其应用 4 选修系列 

金融经济学 4 选修系列 

论文写作指导 2 必修 

毕业论文 6 必修 

学术前沿讲座 4 必修 

 

 

 

 

学业修读与学位授予资格审定 

本项目遵照《厦门大学双学位教育（主辅修制）试行办法》实施执行。 

开课学院 专业 学位类型 

经济学院 经济学 经济学学士学位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数理） 经济学学士学位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金融学（数理） 经济学学士学位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统计学（数理） 理学学士学位 

 



1、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获得辅修经济学专业或金融学专业或统计学专业的学士学位证

书： 

① 获得主修专业授予学士学位的资格，且辅修学位类别不同于主修专业学士学位

类别； 

② 完成经济学科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毕业论文和其它教学要求（总学

分不低于 72 学分），成绩合格。 

注：主修学位不能与辅修学位重复，若重复只能获得辅修证书。 

2、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获得辅修经济学专业或金融学专业或统计学专业证书： 

① 获得主修专业的毕业资格； 

② 未能达到第 1 条规定要求、但完成辅修经济学专业或金融学专业或统计学专业教学

计划规定的主要课程学分（不低于 40学分），成绩合格。 

 

报名资格 

1、 经济学院双学位：主修专业课程无不及格者、数学基础良好。 

 

2、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学位：主修专业课程无不及格者、数理基础良好、英语水平优秀。 

收费标准 

按各学期选课门次的总学分收取，每 1学分 120 元。 

备注： 经济学科辅修学位项目预计将于 2021年春季在思明校区和翔安校区开学（具体

时间待学院通知）。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厦门大学经济楼 N105  经济学院本科双学位教学部办公室 

 

联系人： 

陈老师（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0592）2182871  邮编：  361005 

 

SOE 经济学双学位网站：http://economic.xmu.edu.cn/programs/double-degree/  

WISE经济学（含金融学）双学位网站：http://www.wise.xmu.edu.cn/ba/index.asp 

WISE统计学双学位网站：http://wise.xmu.edu.cn/tjba/ 

WISE网站：  Http://www.wise.xmu.edu.cn  

 

参考文件：《厦门大学双学位教育（主辅修制）试行办法》 

http://economic.xmu.edu.cn/programs/double-degree/
http://www.wise.xmu.edu.cn/ba/index.asp
http://wise.xmu.edu.cn/tjba/
http://www.wise.xmu.edu.cn/


 

经济学院部分双学位师资队伍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 

刘根荣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已公开

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60 余篇，专著 2 部，完成省部级及以上课题近 10 项。 

 

刘龙政  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包括产业经济，物流产业，产业政策。 

 

沈小波   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能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

学，从事能源环境经济学教学科研工作。  

 

唐礼智  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应用计量经济学、机器学习与政策量化分析、投资决

策分析。 

 

姚  昕   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能源经济与政策，能源金融，环境经济以及气候变化。 

 

中级宏观经济学 

莫长炜  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包括产业升级，产业政策，创新等）。 

 

余长林  厦门大学博士，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企业创新、经

济增长、环境经济等领域的研究。 

 

张  晶  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包括应用微观，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郑建军  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欧洲经济。 

 

中级微观经济学 

牟敦国   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金融学，宏观经济学和能源经济学。 

 

杨  权   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金融

货币合作）和国际金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危机预警救援等）。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陈胜荣   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经济统计与金融投资（含衍生产品）。 

 

郭鹏辉   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量化分析、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及其应用。 

 

刘  榆 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 计量经济学 经济增长 ； 教学领域：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济数学 金融工程。 

 

公共经济学 



陈  烨   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财政学。 

  

冯俊诚   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财政学，环境治理与公共政策评估。 

 

王燕武   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预测、财政政策和服务经济。 

 

王  晔   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公共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社会资本及物流和生

产运作。 

 

朱国清   研究领域为财政理论与实践、财政史、国有资产管理。 

 

 

国际经济学 

龚  敏    经济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中国宏

观经济政策分析。 

 

蒙莉娜   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与国际经济学。 

 

彭水军   湖南大学博士，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与气

候变化，气候变化、能源与经济发展政策，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服务经济与贸易，经济增

长，数量经济方法与应用。 

 

会计学原理 

陈惠锋   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财务会计、资产评估。 

 

黄伟彬   经济学院副教授，CFA,  研究领域为实证公司金融，量化投资。 

 

计量经济学 

李  静   经济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城市经济（经济

增长、收入不平等、城市化、城市劳动力市场等）。 

 

沈绿珠   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专业特长为数量经济应用研究，兴趣于经济

统计定量分析方法及应用、计量经济模型、 经济预测与决策、时间序列分析等方向的研究。 

 

谢瑞平   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财政税收、资产评估（金融

资产定价）、金融、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 

 

 

金融经济学 

陈善昂   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金融投资（含证券投资、外汇投资、信托与基金）

以及金融制度。 

 

黄斯福   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金融投资（含证券投资、外汇投资、基金投资）

以及国际金融。 

 



统计学原理 

王劲波   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硕导。研究领域为经济统计，大数据，

数据挖掘等。 

 

文  娟    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统计系

助理教授，福建省统计科学重点实验室兼职研究员，中国投入产出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

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核算、统计理论方法和数据挖掘。曾主持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横向课题及厦门市社科联项目多项，参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统计与决策》等公开学术刊物上发表

论文多篇。 

 

徐明生  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经济统计（含国民经济核算，综合评价）与计量

经济学。 

 

张玉哲  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博士学位。主要学术专长是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学和国民

经济核算理论，现主要从事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和应用研究。2016 年-2017 年美国伊利诺伊香

槟分校（UIUC）经济系访问学者。 

 

 

 

税收筹划 

熊  巍  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税收制度，企业税收风险及企业税收筹划。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部分双学位师资队伍 

 

计量经济学 I  

何亚男  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管理科学博士，WISE 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能源经济与金

融、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中国家庭微观金融。 

Andrew PUA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与经济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与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微观计量、应用计

量、机器学习。 

 

金融经济学/资产定价 

韩  乾   美国康乃尔大学应用金融博士，WISE 教授。研究领域为金融工程、天气衍生物定

价及其在中国农业金融领域的作用评估、农业金融风险管理。 

 

Stephanie Chan  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 WISE 助理教授。研究领

域为银行、金融、金融监管、微观金融。 

 

张烁珣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银行学、

应用微观经济学等。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杨亚星    香港科技大学统计学博士，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时间学列分析，金融计

量经济学。 

 

林  娟   北京师范大学世界经济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

研究领域为金融计量经济学、风险管理与国际金融。 

 

经济学原理 

陈  煌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学博士，邹中心和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

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数理金融学 

李梦玲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数学博士，经济学院和 WISE 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博弈论、行

为与实验经济学。 

 

数理经济学  

梅小玲    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 数学工程博士经济学院金融系&WISE 助理教授。

研究领域为量化金融 投资优化模型 机器学习 

 

张希睿    美国雪城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 和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城市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与房地产经济学。 

 

数理统计  

王淳林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统计学博士，经济学院统计系与 WISE 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统

计理论与方法，经验似然，密度比模型，病例对照数据分析等。 

 

沈   雁    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业与系统工程博士，经济学院统计系教授。研究领域为统计

寿命数据分析、可靠性分析。 

 

微观经济学  

蔡熙乾  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中国经济、应用微观。 

 

许梦涵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

学与机制设计理论。 

 

计量经济学 II  

文家奕  班牙货币与金融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WISE 与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劳

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与健康经济学。 

 

Jin-Young Choi 波士顿学院经济学博士（2014），厦门大学 WISE 与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

领域为计量经济学、应用计量、应用微观。 

 

多元统计分析  



朱浣君    莫纳什大学计量经济学博士，WISE、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面板数据

分析，应用计量经济学。 

 

刘婧媛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统计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统计系、王亚南经济研

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大数据及商业价值、高维数据的统计方法、因果推断、

统计咨询、统计基因学等。 

 

概率论  

柳冠男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院和 WISE 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计量

经济学理论、金融计量与应用计量。 

 

公共经济学  

岳  阳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 和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卫生

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产业组织。 

 

国际金融  

刘鼎铭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应用经济博士，WISE 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理论、

国际经济学与应用计量。 

 

 

国际贸易  

李  锴  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国际贸易。 

 

环境经济学  

衷   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博士，WISE 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 

 

回归分析 

朱蔚萱  牙卡洛斯三世大学统计学博士，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后，WISE 助理教授。研究

领域为贝叶斯统计学，非参数统计学。 

 

货币银行学 

刘可清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经济学博士，WISE 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货币

经济学，宏观银行学。 

 

计算数据分析——使用统计软件 

徐海峰   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院统计系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数理统计学理

论、金融应用计量。 

 

纪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博士，经济学院金融系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

金融、中国金融改革、金融科技。 

 

金融衍生品分析  

刘禹伯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金融学博士，经济学院金融系和 WISE 助理教授。研究领域

为公司金融、金融机构、以及行为金融学。 

 

劳动经济学  



周斯凡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巴尼分校经济学博士，WISE 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应用微

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科学技术创新经济学。 

 

时间序列分析  

Hyojin Han  布朗大学经济学博士（2017），厦门大学邹至庄研究中心与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金融计量、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 

 

吴吉林    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金融计量理论与实证应用。 

 

数据挖掘  

方匡南  厦门大学统计学博士，经济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研究领域为机

器学习、数理统计与应用统计。 

 

郭红丽  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统计系副教授。

研究领域为数据组织与管理、数据挖掘。 

 

刘云霞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统计系博士，副教授，美国雪城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数据

分析。 

 

 

投资组合管理  

顾  明  美国罗格斯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院、WISE 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资产定价、

财务会计及中国金融市场。 

 

 

产业组织与管理  

周晓露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院和 WISE 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

实证产业组织、应用微观。 

 

中国经济  

陈  滢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WISE/SOE 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城市经济学及环境

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