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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 课程介绍

23706

管理经济学

Economics for Management

22747

管理会计

Accounting for Managerial Decisions

25742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25741

资本市场

Capital Markets

25705

金融建模与分析

Financial Modelling and Analysis

25721

投资管理

Investment Management

25765

公司金融

Corporate Finance

25731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25743

高级公司估值分析

Advanced Corporate Valuation

25762

衍生品和风险管理

Derivatives and Risk Management

25782

另类投资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25798

金融操守和持续发展

Ethics and Sustainability in Finance

MF 项目优势

• 无需统考即可获得国家认可的学位

• 悉尼科技大学顶尖师资高强度面授，上海大学名师贴

心辅导为您答疑解惑

• 共享悉尼科技大学学生同等师资和资源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电话：021-69980019

传真：021-69980017

邮箱：utsmaster@oa.shu.edu.cn

官网：http://silc.shu.edu.cn/   |   www.uts.edu.au

办学许可证
具体办学信息请参考教育部相关链接 

http://wap.jsj.edu.cn/

金融硕士学位证书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Academic Board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Sample

has today been admitted to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Finance

Chancellor Vice-Chancellor

The Seal of the University is affixed this thirteenth day of May 2020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was in Modern Chinese

教育部留服中心认证证书



Your Road to the future!

• 报名时间：2021年 5月 15日截止，

额满即止

• 报名费人民币 2,000 元

• 相关专业本科毕业证、学士学位（必须双

证齐全）及以上学历或相关行业工作经验

• 中文授课，无英语语言要求

• 官方报名表

• 身份证正反面

• 所受高等教育证明材料，包括学位证书、

学历证书及成绩单，原件及翻译公证

• 学制一般为 1年半，分 6个学期授课。

• 全部课程共计 RMB188,000 元

• 请登录悉尼工商学院官网  

http://silc.shu.edu.cn/

• 或扫码报名 

 

 

 

• 须通过项目学生入学水平评估测试

• 联系电话 : 021-69980019 

电邮 : utsmaster@oa.shu.edu.cn

申请资格

报名材料

报名时间

学制与学费

如何申请

MF 报名须知

01

03

05

02

04

MF 授课模式上海大学（SHU）
Shanghai University (SHU)

上海大学于 1994 年 5月由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合并组建而成。目前，学

校设有 30 个学院和 1个校管系，拥有 4个国家重点学科、11个上海市一流学科，9 个学科进入 ESI 国际学科排名全球前 1%。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3173人，全日制本科生 19989人，研究生 16581人，是上海市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

国家教育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上海大学无论是办学水平与效益，还是整体办学条件，在全国高校中都已跻身前列。

同时，上海大学也是上海市地方高校中唯一被列入“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高校。

• 2017 年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的大学

• 国家教育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综合类大学 

• 国家“211”工程建设重点大学

• 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大学排名第 16 位 

• 教育部实施“卓越工程教师培养计划”的首批高校之一

• 被教育部评为首批 50 所“就业经验典型高校”之一 

中方教师辅导课 
周六上午课程 A（4h）+ 周六下午课程 B（4h）

中方教师辅导课

周六上午课程 A（4h）+ 周六下午课程 B（4h）

自学

考试

UTS 教师集中授课（课程 A） 
周六，周日共 16 课时

UTS 教师集中授课（课程 A） 
周六，周日共 16 课时

UTS 教师集中授课（课程 B） 
周六，周日共 16 课时

UTS 教师集中授课（课程 B） 
周六，周日共 16 课时

自学

悉尼科技大学（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UTS)

悉尼科技大学是一所具有国际视野的、提供以实践为导向的教育的创新型大学。学校位于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目前在

校学生 4 万多名。QS 星级评定 (QS: 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每年发布全球大学排名 ) 五星最高级别星荣誉，2020 年 QS 校

龄低于 50 年的年轻高校排名全球第八，全澳第一，并被泰晤士高等教育周刊评为世界上最具国际化的 30 所顶尖大学之

一。其商学院则通过了 AACSB（美国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认证，全球仅有 5% 的商学院获此殊荣。

• 名列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WRU) 公布的全球 400 所优秀大学之一 

• 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133 位，名列澳大利亚院校第 9 名

• 2020 年，会计与金融学学科在QS世界大学科目排名前 100 位

• 2020 年建校少于 50 周年的高校中，名列澳大利亚第 1名，全球第 8 名

• 其商学院通过 AACSB 认证 ( 全球前 5% 的商学院获此殊荣 )

• 悉尼科技大学商学硕士金融专业是 CFA 协会澳大利亚合作伙伴，MF 课程贴近 CFA 考试科目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