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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与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合作举办金融学 

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2017 年度报告 

 

一、 项目办学基本情况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与新西兰怀卡托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合作举办的金融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以下简称“UW

项目”)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相关要求，在“规范办学、严格管理”的基础上稳步运

行。 

本项目旨在培养具有宽厚扎实经济金融理论基础、系统掌握该领域专业知识

和基础技能、熟悉国内外经济金融政策法规和相关领域操作实务、具有独立见解

和创新能力、适应国际社会需要的金融行业专业人才。2017 年，UW 项目应届

毕业生为 107 人，毕业率为 97%，其中获得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位人数为 101

人，获得怀卡托大学学位人数为 64 人。 

二、 教学运行管理 

不断推进教学改革，重视教学过程管理，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努力构建

以学生为主体的高效课堂。日常教学管理工作中严格按照学院培养计划、课程设

置、骨干师资聘任、教学管理、学生学籍管理、文凭证书管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执行, 严格按照课程教学规范和要求组织教学，改进教学管理工作，促进教学及

教学管理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助推城市学院国际化教育水平不断提升。  

（一）继续强化教学改革研究，教研活动与科研活动相互促进 

2017 年，UW 项目教师深入开展系列教学研究和科研研究。召开教研会议，

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课程体系、实践体系、专业建设、教学模式等多方面进行

深入讨论，商谈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培养；教师代表参加金融高等教育论

坛、“互联网金融专业建设暨实战技能”高级师资研修班，提高该专业教师对互联

网金融核心技术掌握及课程构建体系能力，这将有助于老师们更好地构建课程体

系大纲，带给学生以科学、前沿、完备的专业知识。 2017 年度，UW 项目教师

建设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经济学原理 II（英）》等双语特色课堂 5 门；主持的纵

向与横向科研课题立项数继续增长，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一项、市科技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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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项、一般项目一项；发表高质量论文四篇（包括一级期刊论文及国际期刊）；

出版著作一本。 

（二）进一步强化实践教学，继续投入实训基地建设 

在综合考虑学生特点、地方经济人才需求，以及新方教学课程体系的基础上，

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学生实践应用能力。2017 年，新建了黄公望金融

小镇、浦发银行、德邦证券三个产学对接基地；加入了由浙江省教育厅主办的钱

塘江金融港湾高等教育联盟；赴上市金融企业参加学科导论课程；新增浙江核新

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校外导师。 

三、教学质量监控 

为确保教学质量目标的实现，建立符合双方标准的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和监控

体系。UW 项目专业指导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 加强教学监督检查机制, 确保外

教教学管理规范化。规范组织教学, 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考核要求等均与怀卡

托大学同步。 

2017 年度，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在学院指导下, 本项

目参与完善一系列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具体包括：修改并制定《商学院教学质量

优秀奖评选和奖励办法（修订）》；为进一步规范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评选工作，

激励师生在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中勤奋钻研、勇于创新，不断提高毕业论文质

量，参与制定《商学院优秀毕业论文奖励办法》；为提升毕业论文和人才培养质

量，加强应用型教学改革建设，鼓励各专业聘请业界精英第二导师参与毕业论文

的指导，参与制定了《商学院关于鼓励聘请毕业论文第二导师的实施办法》；为

加强实践教学的管理，鼓励广大教师积极参与实践教学环节，切实提高实践教学

效果，特制定《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实践教学效果评价办法（试行）》。具体

见附件 1-4。 

四、财务管理状况 

学院依法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财务管理。项目经费由学院计划财务部统

一管理，在学院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单独核算，用于办

理本项目的收支业务。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健全，项目的办学结余用

于项目的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与本项目相关的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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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会评价情况 

2017 年，UW 项目人才培养效果依旧明显。从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就业率、

海外继续深造率保持稳定。2017 年，UW 项目应届毕业生 107 人中,就业率为 94%；

出国（境）深造人数达 39 人，占毕业生人数的 36.5%；直接进入知名金融企业 9

人，占毕业生人数 8.4%。2017 年毕业生深造高校及就业知名金融企业名录参见

附表 1、附表 2。 

六、办学特色 

该项目以“英语强化”、“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培养重点，着力培养应用

型、复合型、创新型的国际化金融人才。 

（一）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强调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金融国际化使金融领域的国际交流大大增加，熟练的英语运用能力是培养金

融人才的一个基本目标。UW 项目重点突出金融与英语方面的结合，以提高金融

专业学生英语的运用能力及英语在金融专业的运用程度。除了使用英文原版教材

外，还增加了案例讲解，实施启发式教学，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运用

英语解决现实金融问题的培训。 

（二）坚持科学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2017 年，继续做好国际教学资源的引进，不断完善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心

的课程体系；落实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课程，不断整合理论知识

和具体操作技能传授这两个教学环节，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三）创造学生多元成长条件 

注重对学生进行国际理解和国际礼节的教育，鼓励学生“走出去” ，培养学

生国际交往能力, 拓展学生开放性视角和创新能力，以国际化角度看待问题，强

调人才的国际通用性。 

七、努力方向 

2018 年，UW 项目继续根据该项目国际化专业能力培养的具体目标，继续

有力推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确保 UW 项目整套质量保

证体系，保障教学质量，规范和稳定日常教学秩序，确保项目学生完成学习任务。

但是，仍然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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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持续做好国际教学资源的引进。本年度学院预计引进 1-2 位外籍教师

（博士）参与教学与管理，包括 UW 项目学生实习和毕业设计。第二，充分利

用新西兰 UW 学院的硬件设施（教室与实验室），以满足增加的互动教学环节、

实践环节与实验项目的需求。第三，双方教师继续加强在科研方面的合作。双方

将在目前教学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在科研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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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2017届UW项目毕业生深造高校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毕业年份 深造高校国别 深造高校 

1 卢乐健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2 董逸飞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3 李炫燕 2017 届 美国 美国克拉克大学 

4 罗晶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5 张楚静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6 朱伊凌 2017 届 中国 香港浸会大学 

7 吴俊潮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8 薛哲侃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9 张杰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10 黄海超 2017 届 美国 美国佩斯大学 

11 李岱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12 徐珍菲 2017 届 中国 香港浸会大学 

13 包路遥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14 戴佳邑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15 林志云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16 柏铮妮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17 陈星妤 2017 届 英国 英国伯明翰大学 

 18 陆明宇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19 汪煜琪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20 邬颖瑜 2017 届 英国 英国诺丁汉大学 

 21 徐夕滟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2 杨郡臣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3 张逸聪 2017 届 美国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24 郑佳阳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5 郑仕涛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6 潘柔廷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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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陈向意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8 戴晗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9 黄钰烨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30 沈俊妮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31 王茹蔚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32 徐静绮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33 许歆睿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34 陈磊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35 刘晨阳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36 盛宇锋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37 武祝阳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38 杨依靖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39 吴迪飞 2017 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附表2： 2017届UW项目毕业生所就业知名金融企业   

序号 姓名 毕业年份 就业去向 

1 兰舒情 2017 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庞淑颖 2017 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陈燕卿 2017 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孙文逸 2017 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 何戴 2017 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 叶贝贝 2017 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 郑堞 2017 届 交通银行 

8 周海谊 2017 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 吕梦 2017 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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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优秀毕业论文奖励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评选工作，激励师生在毕业论文（设计）

工作中勤奋钻研、勇于创新，不断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商学院经教学指导委员会

讨论同意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范围和对象 

1. 毕业论文被评选为学院级优秀毕业论文的学生及其论文指导教师。  

2. 毕业论文被评选为分院级优秀毕业论文的学生及其论文指导教师。 

3. 毕业论文（或研究内容）以期刊论文、学术会议论文等形式公开发表的

论文的指导教师。 

二、奖励办法 

1. 毕业论文被评为学院级优秀毕业论文的学生及其论文指导教师，由学院

统一发文表彰。学院级优秀毕业论文编入《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届优秀毕业（设

计）论文汇编》。 

2. 未入选学院级优秀毕业论文但最终论文总评成绩 85 分以上，且排名为本

专业前 10%的毕业论文可评定为分院级优秀毕业论文。获奖学生由分院统一发文

表彰。分院给予相应指导教师“学生发展指导分”加分 1 分(当年该项加分累计不

超过 2 分)，分数计入指导论文的当学年。 

3. 对毕业论文（或研究内容）以期刊论文、学术会议论文等形式公开发表

的，分院给予相应指导教师“学生发展指导分”加分 1 分(当年该项加分累计不超

过 2 分)，分数计入论文发表的学年，并由分院根据科研奖励政策给予指导教师

相应奖励。 

三、注意事项 

1. 导师应对毕业生论文严把质量关，论文质量监控小组将对论文质量、论

文成绩进行定期抽查，对于评分虚高、质量不佳的毕业论文，取消参评资格。 

2. 对评选出的优秀毕业论文和公开发表论文，如发现有剽窃、造假等严重

问题，学院将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3.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实施。本办法由商学院教学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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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实践教学效果评价办法（试行） 
 

实践教学是商学院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为加强实践教学的管理，鼓

励广大教师积极参与实践教学环节，切实提高实践教学效果，根据《浙江大学城

市学院教学效果评价与奖励细则》(浙大城院发教〔2011〕17 号)和《浙江大学城

市学院实践教学优秀指导教师评选办法（试行）》（浙大城院发教〔2017〕70

号）有关规定，特制定商学院实践环节教学效果评价与实践教学优秀指导教师评

选办法。 

第一条 评选对象 

在当学年承担大学生实践教学任务的教师，包括实习指导教师、毕业设计（论

文）指导教师、学科竞赛指导教师、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指导教师等。 

    第二条 评选方法  

1. 以各系参与实习实践环节、毕业设计（论文）环节、学科竞赛、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的指导教师为考核对象，参评教师的实践教学业绩统计时间为前一

年 9 月 1 日至本年 8 月 31 日。 

    2. 按指导学生实践教学、学科竞赛、科研项目的实际 

效果评出 A、B、C 三个等级。 

    3. 考核等级与学院实践教学优秀指导教师评选挂钩。 

第三条 评选标准  

1. 实践教学效果评价为 A 等级的教师由分院推荐至学院参加实践教学优秀

指导教师评选，名额由学院教务部根据各分院承担毕业设计（论文）和实践教学

的任务确定后下达到分院。积极承担实践教学任务、认真进行实践教学改革与探

索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教师可进行申报： 

（1）指导的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在结题验收中获得优秀等级，

或者指导学生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被 SCI、SSCI、AHCI、EI、MEDLINE、CSCD、

CSSCI 收录，或者指导学生第一作者在国内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或者指导

学生第一作者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并获授权； 

（2）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学院 A 类学科竞赛项目获省级一等奖及以上或 B 类

竞赛项目获国家级一等奖； 

（3）积极承担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任务，指导的毕业设计（论文）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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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获得学院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4）指导短学期实践课题获得院级十佳评奖或浙江大学优秀团队，或指导

学生获得国创项目立项，或指导学生省级项目获奖，或指导学生第一作者申请实

用新型专利并获授权； 

（5）全程指导一门实习课程，实习教学规范执行好，实习指导效果好。积

极开展实习教学改革，在实习教学中取得显著成绩或成果，指导学生获得学院级

及以上奖项，或获得分院及以上媒体报道，或在实践教学环节联系或维护实习基

地，推荐 3 名以上学生实习实践，并且附有图文并茂且内容详实的过程性总结材

料； 

（6）在学院实践教学改革、发展、建设方面的其他突出贡献。  

2.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指导教师评为 C 等级： 

（1）实践教学过程中不负责任、未按分院要求及时开展指导工作的教师； 

（2）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不遵守教学规范、未及时提交相关实践教学资料的

教师； 

（3）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教学事故的教师。 

3. 除 A、C 等级之外，其他指导教师都评为 B 等级。 

第四条 评选流程 

1. 工作启动 

学院发布实践环节教学效果评价和实践教学优秀指导教师评选工作的通知

后，分院启动实践环节教学效果评审工作，并将具体要求和规定通知到每位教师。 

2. 教师申报 

符合 A 等级申报条件的教师自愿提出申请，填写《实践教学优秀指导教师

申报表》，并在规定时间内将申报表和支撑材料交分院教学办。 

3. 分院评审 

分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召开实践环节教学效果评审会，根据实践教学成果等

级，经严格审核评议，对提出 A 等申请的教师进行评审。同时对 C 等级教师进

行认定。 

分院根据学院教务部下达到分院的名额，确定学院实践环节教学效果 A 等

级教师名单，并推荐至学院参加实践教学优秀指导教师评选，其中从实习指导工

作中推荐的实践教学优秀指导教师不超过推荐总数的 30%，从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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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工作中推荐的实践教学优秀指导教师不超过推荐总数的 50%，每个系推荐名

额不少于 1 人。 

4. 分院公示 

对学院实践教学优秀指导教师的推荐人选在分院范围内进行公示，无异议后

在分院范围内进行公布。 

5. 学院评审 

公示期结束后，分院将实践教学优秀指导教师推荐名单上报学院评审。 

第五条 其它 

1. 本办法由商学院教学办负责解释。 

2.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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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关于鼓励聘请毕业论文第二导师的实施办法 

 

为提升毕业论文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应用型教学改革建设，商学院鼓励各

专业聘请第二导师参与毕业论文的指导。第二导师原则上应为高校讲师及以上职

称（含博士研究生），或具有丰富工作经验或持有相关专业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的业界精英等。 

当专职教师指导学生人数大于 10 人且不超过 15 人时，需要聘请校外第二导

师共同指导。由校内专职教师作为第一导师协同第二导师开展毕业论文的指导、

审核等工作。第二导师的指导工作量由第一导师在毕业论文工作全部结束后予以

确认。确认后的第二导师的论文指导酬金由学院根据相关标准直接支付，余下部

分直接支付给第一导师。第一导师的联络工作费用由分院在相关专业建设经费中

给予激励政策。现将第二导师工作量评定等级与第一导师的联络工作经费对应如

下表所示： 

评定等级 
经第一导师确认第二

导师工作量 

第二导师的毕业论文

指导酬金 

(N 为学生个数) 

第一导师的联络工作费用 

(N 为学生个数) 

10 工作量=100% 720×N   元 720×0.5×N   元 

9 工作量=90% 720×N×0.9 元 720×0.5×N×0.9 元 

8 工作量=80% 720×N×0.8 元 720×0.5×N×0.8 元 

7 工作量=70% 720×N×0.7 元 720×0.5×N×0.7 元 

6 工作量=60% 720×N×0.6 元 720×0.5×N×0.6 元 

5 工作量=50% 720×N×0.5 元 720×0.5×N×0.5 元 

4 工作量=40% 720×N×0.4 元 720×0.5×N×0.4 元 

3 工作量=30% 720×N×0.3 元 720×0.5×N×0.3 元 

2 工作量=20% 720×N×0.2 元 720×0.5×N×0.2 元 

1 工作量=10% 720×N×0.1 元 720×0.5×N×0.1 元 

0 工作量=0 0 0 

本办法试用一年，如学院出台相关政策，则参照学院相关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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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和奖励办法（修订） 

  

为了更好在促进教学改革，持续提高教学质量，依据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修订）”，根据商学院教学工作的特点，经商学院教学

指导委员会讨论，商学院院务会同意，修改并制定商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的评

选和奖励方法，在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开始试行。 

1 教学质量优秀奖（教师） 

商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由课堂教学质量、教学改革和教学法研讨、教学规范

执行质量和督导评价四部分组成，课堂教学质量由学生评价，同一教师的不同课

程不同教学班，按各教学班平均得分计算，两门课程及以上平均得分*课程门数

系数（评价人数为 10 份及以上有效）。该分数占总分的 60%；教学改革和教学法

研讨、教学规范执行质量和督导评价由分院评价，占总分的 40%。 

1.1 评选办法 

1.1.1 计算评价分 

(1) 学生评价分： 

★根据教务部提供的“学评教”数据，计算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分，同一教师的不同

课程不同教学班，按各教学班平均得分计算，两门课程及以上平均得分*课程门

数系数 1.03。总分 5 分。（如以后学院出台课程之间加权平均分办法，将按照学

院的相关办法核算。） 

(2) 分院评价分：总分 5 分，由以下前 5 项组成，由教学办汇总。 

★【系主任和课程负责人提供】教学改革和教学法研讨，共 1 分，系评和课程组

各占 0.5 分，每个系和课程组每学期安排 2-3 次教学研究活动，不到一次扣 0.5

分。 

★【教学办提供】完成教学任务， 1.5 分。如出现教学事故，计 0 分；任课教师

应严格按照校历和课程教学进度表执行教学任务，不得随意变动或减少课时，如

遇特殊原因需调停课，应办理手续，但一学期内不得超过 1 次，超过 1 次扣 0.1

分，超过 2 次扣 0.5 分。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有成绩不合格者扣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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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办提供】“商学院教学规范－课程”的执行情况，1 分。其中课程成绩优

秀率≥20%且给分依据不充分者，扣 0.5 分；存档资料情况不规范者扣 0.2 分，材

料经一次催交后仍迟交扣 0.25 分，不交扣 0.5 分；因教师个人原因修改系统成绩

≥10人扣 0.5，＜10 人扣 0.2 分。 

★【教学研究成果】：发表教学研究文章最高上浮 1 分，以发表时间所在的当学

期有效（第一学期：8 月 1 日－次年 1 月 30 日，第二学期：2 月 1 日－7 月 30

日）： 

其中发表教学研究文章：一级上浮 1 分，核心上浮 0.3 分，其他公开发表（含校

内）上浮 0.1 分，作者 1 人占总分 100％，2 位作者分别占 70％，30％，3 位作

者分别占 60％，30％，10％，第四位及以上作者无效； 

★【课堂教学改革】：参与当学期课堂教学改革，最高上浮 0.5 分。课堂教学改

革分学院级和分院级，其中经学院认定后的教学方法改革示范课堂加 0.5 分，经

学院认定后的双语特色、网络特色课堂加 0.3 分；分院教学改革课程经商学院教

学指导委员会认定后加 0.3 分，与学院特色、示范课堂重复者不累计加分。分院

教学改革课程申请及认定详见《商学院教学改革课程认定办法》。 

(3) 综合得分：学生评价分占 60％，分院评价分占 40％。由教学办汇总。 

1.1.2 评选 

(1) 教学办根据学生评价排名划分 A、B、C、D 区间，学生评价和分院评价打分

可在 http://teacher.zucc.edu.cn/中查询。 

(2) 根据教务部下达的奖励等级和名额，按综合得分的高低排序确定一、二、三

等奖名单。分院教学委员审定最后的获奖名单，在分院内公示（同时教学办将每

个教师的打分明细和排名单独发给任课教师），最后上报教务部。 

1.2 奖励办法 

由城市学院发文表彰和奖励获奖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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