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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 2018 年金融（风险管理方向） 

硕士夏令营活动指南 

 

各位营员： 

首先祝贺大家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 2018年金融（风险管理方向）硕

士夏令营的光荣一员！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定，大

家从近六百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功入围本届夏令营。 

接下来大家还要参加学院夏令营报到、开营仪式、专家现场讲座与互动、结

营仪式及结营晚会等活动，并经过现场笔试、面试选拔等，才可能成为国际学院

金融风险管理学科大家庭的一员。请大家按照学院的相关安排，合理规划好自己

的学习和生活，做好入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国际学院 2018 年夏令营活动日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 2018 年金融（风险管理方向）                        

硕士夏令营活动日程 

日期 时间 活  动 地点 备注 

7 月 11 日 8:00-12:00 

营员报到 

公共教学一楼

1102 教室 
 

1.出示身份证签到，领取文化衫、胸

卡、水卡、日程等材料 

2.现场交验材料（材料清单附后） 

3.填写个人信息以便发放交通补贴

（驻京高校生源除外） 

4.需办理住宿的营员，在报到处领取

宿舍入住单，凭单据直接到宿舍楼值

班台领取钥匙入住，退宿时务必向值

班台归还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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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7:30 

专业课笔试 
公共教学一楼

1102 教室 
 

经济学综合 

18:30-20:30 

跨学科加试 
公共教学一楼

1102 教室 
 

金融学综合 

 8:00-8:30 营员签到 务必提前 20 分钟到达 

 8:30-8:50 开营仪式 着夏令营文化衫 

7 月 12 日 8:50-9:00 合影留念 逸夫广场 

    学科前沿讲座               公共教学一楼 1102 教室 

  主讲人 讲座题目 职务/职称 

 9:00-11:30 朱小黄  

拐点与发现——不

确定性研究的具体

运用 

原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

副行长，原中信银行行长、中

信集团监事长 

 14:30-17:00 李祥林  

大型金融机构管理

的分析框架结构和

风险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

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

究院副院长，曾担任中金公司

首席风险官，AIG 资产管理

分析部门负责人 

 19:00-21:00 金融硕士毕业生现场交流与分享 

7 月 13 日 

 

   学科前沿讲座                 公共教学一楼 1102 教室 

主讲人 讲座题目 职务/职称 

9:00-11:30 相广平 
二级市场投资与风

险管理 

国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普渡大学数学博士，曾任

美国道富银行固定收益量化

研究总监 

14:30-17:00 王鹤菲 量化金融漫谈 

国际学院教授，美国斯坦福大

学商学院金融博士，曾任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商

学院金融系助理教授、美联储

芝加哥银行访问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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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21:30 陈忠阳 
新时代的金融风险

管理 

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原国际学院副院长，金融

风险管理学科创始负责人 

7 月 14 日 
上午  8:00       

下午 14:00 

分组综合面试第一天 公共教学四楼 

面试考场 面试地点 备考地点 

面试考场一 4106 4107 

面试考场二 4108 4109 

面试考场三 4206 4205 

7 月 15 日 

上午  8:00       

下午 14:00 

分组综合面试第二天 公共教学四楼 

面试考场 面试地点 备考地点 

面试考场一 4106 4107 

面试考场二 4108 4109 

面试考场三 4206 4205 

18:00-18:30 结营仪式 
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学生活

动中心东厅 
18:30-20:30 结营晚会 

7 月 16 日 12:00 前 办理退宿手续 宿舍楼值班台 务必归还钥匙 

 

 

国际学院 2018 年夏令营活动具体安排 

一、报到 

我院本次夏令营现场报到时间为 7月 11日 8:00-12:00，地点为中国人民大

学校本部（北京）公共教学一楼 1102教室。 

 

现场报到须办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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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现场签到 

营员出示身份证签到，领取夏令营文化衫、胸卡（请进出宿舍楼、教学楼时

佩戴）、水卡、日程等材料。 

 

1.2、交验材料 

交验材料清单如下： 

1.2.1、夏令营申请表原件（用于存档） 

1.2.2、本科成绩单原件（用于存档） 

1.2.3、英语六级证书或成绩单原件（用于查验）、复印件（用于存档） 

1.2.4、其他获奖及荣誉证书原件（用于查验）、复印件（用于存档） 

1.2.5、两封副教授（或相当）及以上职称教师的推荐信原件（用于存档） 

 

请将用于存档的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整理成册，现场报到时提交，请勿在申

请材料中夹杂重要证书原件，所有申请材料不予退还。 

 

1.3、交通补贴   

我院将为参加夏令营的营员发放每人不超过 300元的交通补贴，往返交通费

300元以内按实际金额发放。请营员报到时填写个人银行账户、开户行名称（请

务必确认，以免无法发放）等，并提供往返车票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两份、

正反面在一张 A4纸上），用于发放交通补贴。 

 

1.4、住宿安排 

我院将为参加夏令营的营员统一安排住宿，住宿时间为 7 月 11 日-7 月 15

日。我院承担夏令营期间营员在我校学生宿舍住宿费用。 

其他费用由营员自行承担。 

1.4.1、住宿安排 

男生住宿楼宇为品园 1、2；女生住宿楼宇为知行 3楼。具体以国内公寓部

“宿舍分配单”和“钥匙领取单”中提供的宿舍信息为准。学校提供被褥、床单

等床上用品，洗漱用品请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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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住宿手续办理地点 

需办理住宿的营员，在报到处领取宿舍入住单，凭单据直接到相应宿舍楼

值班台领取钥匙入住，退宿时务必向值班台归还钥匙！ 

1.4.3、住宿办理时间 

7 月 11日 上午 8：00-12:00。 

1.4.4、退宿时间 

请各位营员务必在 7月 16 日中午 12:00前办理退宿，逾期学校将不再提供

住宿服务。 

1.4.5、学院为每位营员提供一张胸卡，请各位营员在夏令营住宿期间佩戴，并

在夏令营活动结束之后将胸卡交还给负责老师。 

 

二、笔试及加试 

 

2.1、笔试科目：《经济学综合》,满分 100分 

 

【考试方式】闭卷考试，允许使用计算器（不带存储功能），主要考察经济 

学基础、金融计量、数理基础等。 

【考试时间】7月 11日 14：30-17：30   

【考试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公共教学一楼 1102教室 

 

2.2、加试科目：《金融学综合》,满分 100分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接受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

跨一级学科申请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须在复试时加试一门专业课。 

 

【加试方式】闭卷考试，允许使用计算器（不带存储功能），考察重点为金融学 

基础和公司财务等，加试成绩合格即可，不计入总成绩。 

【加试时间】7月 11日 18：30-20：30   

【加试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公共教学一楼 1102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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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营仪式 

【签 到 时  间】7月 12日 8:00-8:30 

【开营仪式时间】7月 12日 8:30-8:50 

【开营仪式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公共教学一楼 1102教室 

【合 影 时  间】7月 12日 8:50-9:00 

【合 影 地  点】逸夫广场 

【注 意 事 项】请各位同学务必提前 20分钟签到，并着夏令营文化衫参加。 

 

四、专家现场讲座与互动 

专家现场讲座与互动环节，由学院教授与业界资深专家为营员提供最前沿的

金融风险管理专题讲座。初步安排如下表，如有变化，将另行通知。 

 

            夏令营现场讲座安排 

序号 
授课 

专家 
单位及职务/职称 讲座题目 讲座时间 讲座地点 

1 朱小黄 

原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

副行长，原中信银行行长、中

信集团监事长 

拐点与发现 

——不确定性

研究的具体运

用 

7 月 12 日

9:00-11:30 
教一 1102 

2 李祥林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

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

院副院长，曾担任中金公司首

席风险官，AIG 资产管理分析部

门负责人 

大型金融机构

管理的分析框

架结构和风险

管理 

7 月 12 日

14:30-17:00 
教一 1102 

3 相广平 

国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普渡大学数学博士，曾任

美国道富银行固定收益量化研

究总监 

二级市场投资

与风险管理 

7 月 13 日

9:00-11:30 
教一 1102 

4 王鹤菲 

国际学院教授，美国斯坦福大

学商学院金融博士，曾任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商学

院金融系助理教授、美联储芝

加哥银行访问经济学家 

量化金融漫谈 
7 月 13 日

14:30-17:00 
教一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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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忠阳 

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原国际学院副院长，金融

风险管理学科创始负责人 

新时代的金融

风险管理 

7 月 13 日

19:00-21:30 
教一 1102 

 

今年为各位营员安排了我院金融硕士毕业生现场交流与分享活动，时间为 7

月 12日 19:00-21:00，地点仍为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公共教学一楼 1102教室，

请各位同学准时参加。 

 

五、面试 

面试内容包括英语听力和口语水平测试、专业课口试、计算机能力和综合素

质面试，面试总分满分为 100 分。 

【面试形式】面试分组进行，采取多对一，即多位考官面试一位申请者的形式 

【面试时间】7月 14日-7月 15 日，每天上午 8:00开始，下午 14:00开始 

【面试地点】面试地点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教学四楼 4106、4108、4206，

相应的备考室为公共教学四楼 4107、4109、4205。 

 

面试分组名单将于 7月 13 日前在教一 1102教室公布。 

 

六、结营仪式及晚会 

为总结夏令营得失，并提供一个展示各位营员青春活力和个性风采的舞台，

学院将举办夏令营结营仪式及结营晚会，欢迎各位同学积极报名参加结营晚会！ 

【结营仪式时间】7月 15日 18:00-18:30 

【结营仪式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学生活动中心东厅 

【结营晚会时间】7月 15日 18:30-20:30 

【结营晚会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学生活动中心东厅 

 

七、生活指南 

7.1、食堂、餐厅 

营员们可以选择在校内东区食堂二层、留学生第一餐厅、留学生第二餐厅、

南区食堂集天餐厅、西区食堂接待餐厅（峰尚圣宴）、西区食堂快餐厅(京港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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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明德泊星地咖啡屋、中区一层西侧清真餐厅等就餐，学校其他食堂不收取

现金。 

学校食堂、餐厅简介可查看链接 http://hqjt.ruc.edu.cn/canyinfuwu 

 

7.2、浴室、开水房 

使用报到时发的水卡消费，请务必妥善保管，退营时交回。 

7.2.1、浴室 

【西区浴室】  7月 3日-9月 7 日    正常开放（12:00-23:00） 

【东区浴室】  7月 3日-9月 7 日    正常开放（12:00-23:00） 

【知行浴室】  7月 3日-7月 31 日   正常开放（12:00-14:00；18:00-23:00） 

【北园浴室】  7月 3日--9 月 4 日    正常开放（12:00-23:00） 

 

7.2.2、开水房 

【西区开水房】  7 月 3 日-7 月 31 日  正常开放（6:30-8:30；11:00-13:00；

16:30-18:30；21:3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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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开水房】  7月 3日-9 月 7日  正常开放（7:00-21:00） 

【知行区开水房】  7月 3日-9 月 7日  正常开放（7:00-21:00） 

【北园开水房】  7月 3日--9月 4日  正常开放（7:00-23:00） 

 

八、联系方式 

    各位营员有任何问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办公电话】0512-62606166 

【联系邮箱】szic@ruc.edu.cn 

【国际学院官网】http://ic.ruc.edu.cn/ 

【国际学院公号】中国人民大学金融风险管理 

【通信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仁爱路 158 号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开太

楼 A204 

【联系人】马老师 

 

温馨提示： 

1、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学生宿舍楼已全部安装空调，请各位营员注意防暑降温，

注意人身安全。 

2、请各位营员爱护公共财物，如有因个人原因造成损坏，须照价赔偿。 

 

祝各位营员顺利入选优胜者名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     

2018年 7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