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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专业校企协同创新人才培养如何“精耕细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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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大学 商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目前我国金融学专业本科人才的协同创新培养模式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本科教育过程中
往往忽视了实践素质的培养，校企和校地合作过程中缺乏长效和深度合作机制。 文章从现实问题
出发，深入剖析了校企合作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从校地、校企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角度给
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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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将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竞争 ，而金融领域的创新发展
必然提高对金融从业人才素质要求。《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
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这就意味着今后要素市场竞争中将坚持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金融领域的改
革将完善和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而利率市场化、风险监管领域改革、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多元化金
融体系的完善等具体措施也将陆续展开 。金融领域改革大背景，对于金融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和实践型金融
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等院校金融专业必须根据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趋势 ，适应地区
和金融企业人才需求情况的变化 ，采取校地、校企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紧密合作的长效机制，才能更
好地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为企业提供更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金融领域人才 。

一、金融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金融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层次、多类型、多规格的态势，高中低端及特色类人才都有其市场需求 ，因此金融
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必须取决于社会对金融人才的实际需求和各高校自身的办学条件 。金融学科比其他
社会学科具有更强的社会实践性 ，而且从本科教育阶段的目标和实际毕业去向来看 ，大多数金融专业学生在
本科四年学习之后，一般都选择了工作就业。学生多数进入银行、证券或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也有一部分
进入其他非金融企业从事财务和投资方面的工作 。这就要求金融专业的学生应具备较强的金融实践运作技
能。此外，还有小部分学生进一步深造，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也要求学生在本科阶段应当具备一定
程度的理论基础知识。然而，从目前我国金融专业本科教育的现状来看 ，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亦或是
教育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各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
( 一)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现代社会的经济金融领域需要的是大量掌握金融技能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基层员工和具有相当理论基础
以及研究创新能力的高端金融人才 ，欧美发达国家知名院校在金融本科专业的培养方面 ，对于学生的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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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和实践能力都非常重视。不仅在经济学、货币金融学和金融工程等理论教学方面侧重微观金融的知识基
础，而且在专业课程的实践技能训练 、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和综合素质培养方面也十分投入。 然而国内绝大
部分高校金融本科人才培养目标通常都过于强调宏观金融理论的学习 ，尤其是在微观金融和实践训练方面
较为薄弱。
( 二) 课程设置相对落后、师资队伍较为僵化
虽然本科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已经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但多数高校仍比较
重视宏观经济金融理论中货币金融学和国际金融等的教学 ，却相对忽视了微观领域风险管理、资产定价、实
证金融和金融数据分析等的学习 ，特别是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 例如证券投资学、公
司财务、银行会计等课程往往单纯在课堂进行理论教学 ，缺乏实际工作环境和实验模拟，缺乏与地方金融机
构、企业的合作与实际问题的应用分析 。这就导致大部分学生在毕业之后 ，前期的工作过程中无法将所学知
识有效地融合进实际应用和工作当中 。此外，由于教学课程的设置和教学管理的原因 ，本科金融专业的教学
往往完全由高校教师进行讲授，但是对于实践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很多老师的专业知识较为陈旧，无法跟上
实际工作的创新发展，限于制度又不能从金融机构或企业引进兼职的导师 ，无法开展实践教学的课程学习。
( 三) 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和问题导向的教学方式
金融学本科专业培养的主要是应用型人才 ，这一定位就要求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实
际操作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但是目前多数院校本科金融教学过程中 ，仍主要采取传统的教师课
堂授课、教材理论讲解的培养模式和教学方式 。传统方式偏重于灌输式教育，忽视了实践性课程的培养，缺
乏校地、校企紧密合作、共同研究实际问题的培养方法，使得学生在校期间的课程学习与工作岗位的实际需
求相脱节，缺乏实践经验，从而也导致了金融机构和企业培训成本的增加 。
( 四) 缺乏金融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
目前多数本科院校所开设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设计课程大都流于形式 ，主要是学工方面辅导员进行授课 ，
简单的对即将毕业学生进行指导 。这不仅无法在专业方面给予更多帮助 ，而且也不能实质性提高学生应对
自身专业所要面临的职业生涯问题 。金融学专业的职业规划具有一定专业性和独特性 ，不同金融行业企业
的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亟待针对性的金融职业生涯设计的专业人士进行辅导 ，这就需要和金融行业企业
加强联系。此外，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风险问题在职业生涯的设计和教育培训当中非常重要 ，近年来国
内外发生的重大案例都提醒人们 ，金融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是金融行业得以安全长远发展的基石 。然而，在当
前高校金融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强调了学生对专业知识、基本概念的理解和理论的正确运用，却缺乏对
［1］
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金融业服务意识的培养 。

二、金融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与“校热企冷”
通过前文对金融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当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发现 ，要解决课程体系设置和实践能力培养
的短板就需要让学生更好地熟悉实际的金融机构或企业运作方式 、具体的工作岗位性质和职责、了解实际业
务操作的细节，从而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标，更好地满足金融机构等用人单位的客观要求 ，并突破金融学
专业学生实践环节操作能力的“瓶颈 ”。 这就必然要求高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与金融机构或企业
紧密结合，不仅在课程教学中引入金融企业从业者的参与 ，而且需要和金融机构或企业进行长效深度合作。
从目前的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培养模式来看 ，各个高校大多采取了校企合作的培养方式 。 具体可以分为以
下几种形式：
1． 松散的自由合作模式。即高校和金融企业之间非定期的进行交流沟通 ，高校偶尔邀请金融业界的管
理人员和专家为学生做专题讲座或指导 ，或者是组织学生到相关金融企业进行现场参观学习 。
2． 较为紧密的契约合作模式。金融企业和高校建立实训基地，一方面金融机构可以利用高校的金融专
业理论和学科配置，保持定期或契约型的联合攻关，与高校金融教学研究单位共同研究新问题 、开发新产品；
另一方面，高校组织金融专业学生进入金融企业实训基地定期的实习和培训 ，使学生在没有实际工作岗位前
就能够切身接触到行业讯息与基本要求 ，并且在教师和企业家的联合指导下 ，参与金融市场的理论分析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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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开发，逐步成长为企业需要的创新型金融人才 。
以上的两种合作模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高校金融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面的不足 ，但是，从现
有的情况来看，校企合作往往存在着“校热企冷”的现象。企业一方往往对与学校共同合作进行人才培养消
极冷淡，在成为高校实习基地接收学生实习等方面并不积极主动 ，造成实训基地的“名存实亡 ”。 究其原因，
主要是企业从收益最大化角度来看 ，实习培训会增加经营成本，而如果投入大量资源后，在人才培养中如得
不到有效利用，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就会过低，而且校企合作形式仍以学生实习这种单一形式为主 ，学生短期
［3］

和简单的重复性劳动确实对专业素养提升帮助不大 。

三、金融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协同创新模式的“精耕细作”
未来 10 年将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端服务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 ，作为高端服务业主要领域的金融
行业必然需要大量具备国际化视野和创新精神 、坚实理论基础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金融人才 。2012 年启动实
施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为全国高等院校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指明前
进方向，带来新的契机。纵观全球，协同创新已经成为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全新组织模
式。通过高校与高校、高校与地方政府、高校与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
盟，以促进资源共享和实现共同创新发展 。以协同创新作为金融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发展的契机 ，在校
地、校企合作过程中实现“精耕细作 ”，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提升金融专业人力资源素质，为地区经济发展
服务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为了能够改变过去校企合作、校地合作流于形式的弊端，本文就金融专业
本科人才培养协同创新模式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 一) 打造“三个体系”的教学培养模式创新
协同创新培养金融学专业本科人才主要应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行业需求 ，在教学方面打造理论
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和创新教学体系，在培养模式方面实行校地、校企战略联盟、构建多平台培养模式。
高校金融学专业本科教学应该重视金融理论和跨学科理论知识的教学基础 ，在数学、财务会计学、金融工程
和公司金融等方面强化理论基础 ； 课程设置上，通过协同创新、校企参与和分享经验，推动实践教学培养方
案、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采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灵活方式进行实践课程的教学，真正使学生掌握
［4］
职业岗位必需的专业知识、职业能力，根据岗位的能力要求设置，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通过协同创新，加
强校企合作，走深度产学研结合之路，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服务地方经济，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直接转换为培
养人才的教学资源，以高水平的科研支撑高质量的教学 ，结合地方和企业的课题需求与工作内容进行系统设
计，实现寓教于研、寓研于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
( 二) 构建校地、校企协同创新战略联盟
金融创新的战略联盟模式是最近几年逐渐开始出现的 ，一般以金融概念为核心，汇聚了一个地区金融及
关联产业的力量以及高校资源，把人才培养、企业经营和地区经济发展纳入统一整体 ，参与联盟的金融骨干
企业、各高校相关专业和地方政府金融职能部门紧密联系 ，各成员地位平等，利益相关，本着共同发展、资源
共享的原则，一同担负起高端金融人才培养、企业发展壮大和地区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任务 。 例如，上海
财经大学和上海市政府、摩根士丹利等金融机构联合组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 、浙江大学和浙江省政府
组建金融研究院，这些战略联盟通过高校、地方政府和金融企业的紧密结合 、形成长效运作机制； 面向区域热
点问题，针对行业、企业和地区政府实际需求，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持续性、系列化实用专题研究； 同时借
助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行业协会等共同与多个金融企业合作 ，共同建设金融人才培养和实习基地 ，分担了实
践教学和培养的成本，共同分享人才资源和课题研究带来的收益 ，不仅为高校提供了培养模式创新的平台、
也为金融机构和企业带来了复合型的人才资源 、还为地方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
( 三) 具体教学手段和培养方式的协同创新
提高金融学专业本科人才的实践操作能力 、完善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必然要求富有创造性思
维能力的教师，要建设一支适应金融专业教育特点的具有双师型素质的师资队伍 。在教学手段和培养方式
方面，需要通过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引进金融机构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入课堂 ，丰富实践教学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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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的形式； 其次，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到金融单位挂职或定期调研 ，培养教师的实践操作能力和理论联
系实际的能力。教师还可根据案例教学和课题研究情况 ，选择一些具有重大理论和应用价值的问题 ，和那些
［5］

对问题理解有一定深度并有较高积极性的学生开展合作研究 。
从入学到毕业，建立“专业导师、实习导师、论文导师 ”三结合的本科生导师制，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导
师指导。具体来说： 在校期间设置专业导师，学生以小组 （ 4 － 6 人 ） 形式由院系分派导师，全程参与学生培
养，负责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学业指导和非学业帮助等； 专业实习期间实现“双导师制 ”，校内导师由专业导
师兼任或其他老师担任，校外实习导师则由实习学校业务素质高 、工作能力强、职业道德好的金融机构业务
骨干担任； 在毕业论文设计阶段，实行师生“一对一双向自愿选择 ”和“一人一题 ”的办法，选题来源多样化，
包括结合专业教师的科研项目提供选题 、学生在实习实践中发现选题、师生共同协商提出选题等。将部分学
生直接输送到企业基地完成毕业设计 ，在此阶段，突破惯例，对学生实行论文双导师指导制，即企业导师为主
导师，学校导师为副导师，毕业设计课题和论文必须经过学生和导师共同选择认定 ，都来源于金融行业发展
与金融企业创新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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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We Cultiva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School －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Talent Training of Finance Specialty
ZHOU Fangzhao， WANG Lei
（ Business School of Jiangnan University，Wuxi，Jiangsu 214122，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in undergraduate program，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financial training mode just is
start － up phase． The financial undergraduate program usually neglects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s is short of the long and deep mechanism．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major imperfec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s，and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and advice of strategic allianc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Key words： financial； undergraduate cours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 责任编辑: 张秋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