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含量化投资专硕项目）
入学考试复试方案
为保证 2019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的公平、公正、公开，确保招生质量，
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学[2006]4 号）、
教育部和北京市相关录取文件的有关精神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
生复试工作有关文件，制订本方案。

一、复试规则
1、坚持标准统一、程序公开、择优录取、宁缺勿滥的原则。
2、实行差额复试（全院复试比例为 120%-150%）。按照初试、复试成绩加权
计算总成绩，并按照总成绩进行排名，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的权重分别为 0.7
和 0.3。计算总成绩时，初试成绩要转化为百分制，即初试成绩除以 5 转化为百
分制。
3、实行复试淘汰制。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4、金融学硕士（学硕）复试采用笔试加面试的形式，金融硕士（量化投资
专硕项目）复试采用笔试加面试的形式，金融硕士（专硕）正常批次复试采用面
试的形式。

二、复试方式与内容
复试主要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和培养潜质，测试的内容包括专业综合知识和
英语听说能力。根据报考类别，复试包括 020204 金融学硕士（学硕）复试和 025100
金融硕士（专硕）复试，其中 025100 金融硕士（专硕）复试包括量化投资专硕
项目复试和正常批次复试。
（一）020204 金融学硕士（学硕）复试
金融学硕士（学硕）复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
1、笔试科目为《金融学专业基础》，闭卷考试，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试卷题型包括简述题、计算分析题和论述题，考生不可携带计算器。考试
大纲见我校研究生主页发布的《2019 年硕士研究生考试各专业复试大纲》。
2、面试内容包括金融专业知识水平测试和专业英语水平测试，满分 100 分，
其中金融专业知识 70 分，专业英语水平 30 分。
3、复试成绩为面试成绩和笔试成绩加权之和，面试成绩和笔试成绩的权重
分别为 0.5 和 0.5。

例：学硕考生初试成绩为 390 分（500 分制），复试中笔试环节成绩为 80 分
（100 分制），复试中面试环节成绩为 60 分（100 分制），则
复试成绩为 50%*80+50%*60=70 分
最终总成绩为 70%*390/5+30%*70=75.6 分
（二）025100 金融硕士（量化投资专硕项目）复试
量化投资专硕项目复试考生包含两类：
第一类：网上报考时已选报“量化投资”方向且通过复试线的专硕考生；
第二类：网上报考时未选报“量化投资”方向但补报该方向并通过初审的考
生。
注：
通过“量化投资”专硕项目提前招生且通过复试线的考生不需要参加此次复
试，直接获得拟录取资格。
第一类考生可自动退出，不参加“量化投资”方向专硕复试的考生将自动进
入金融专硕（正常批次）复试。
量化投资专硕项目复试相关流程见下图，第一类直接进入“笔试”环节，第
二类采取先申请后复试的方式进行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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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类考生申请条件
（1）报考我院 2019 年金融专硕且初试成绩达到复试分数线的全日制专硕考
生。
（2）在计算机、统计、数学、金融量化模型等一个或多个领域具有深厚基
础和培养潜力。
特别提醒：请考生认真考量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与项目匹配度的情
况，谨慎报考，该项目复试内容与正常批次金融专硕复试内容存在较大差异。
2、申请及考核程序
（1）第一类考生和第二类考生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 17:00 日前提交《金融
学院量化投资硕士研究生项目申请表》和《量化投资专硕项目申请信息表》（见
附件）和个人简历、本科成绩单、科研成果等证明材料电子版。发送到
sbflhtz@163.com,邮件主题格式为：姓名+学校+专业+报考量化投资项目。
（2）学院量化投资专硕项目复试工作小组对第二类考生材料进行初审， 3
月 19 日 12:00 前在金融学院网站（sbf.uibe.edu.cn）和微信公众平台（贸大金

院、金院 MF）发布初审合格考生名单。对第一类考生不再进行初审。
（3）初审合格的考生和第一类考生进入笔试和面试环节。笔试在 3 月 21 日
上午 09:00—12:00 进行，主要考查数学、统计、金融量化模型、计算机编程
（Matlab、SaS、C++、Python、Excel VBA 等，掌握一种或多种均可）等方面知
识，闭卷考试，卷面满分 200 分，考生可选择 100 分作答。试卷题型包括简述题、
计算题和证明题、编程题。考生可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考试大纲见我校研
究生院主页发布的《2019 年硕士研究生考试各专业复试大纲》。
（4）面试 3 月 21 日下午举行，主要内容包括专业知识和英语水平测试，专
业知识测试内容依据笔试考核情况而定。面试满分 100 分，专业知识水平 70 分，
英语水平 30 分。
3 月 22 日 18:00 前将电话或邮件通知复试合格的考生。
3、成绩计算
复试成绩为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加权之和，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的权重分别
为 0.5 和 0.5。
例：考生初试成绩为 390 分（500 分制），复试中笔试环节成绩为 80 分（100
分制），复试中面试环节成绩为 60 分（100 分制），则
复试成绩为 50%*80+50%*60=70 分
最终总成绩为 70%*390/5+30%*70=75.6 分
特别提醒：
初审不合格、复试未通过和总成绩不合格的任意一类考生均自动进入金融学
院专硕正常批次复试。考生一旦被量化投资方向录取，就必须按照量化投资方
向专门的培养方案进行培养，请各位考生谨慎报考。
（三）025100 金融硕士（专硕）正常批次复试
专硕正常批次复试只包括面试。
1、面试内容包括金融专业知识水平测试和专业英语水平测试，满分 100 分，
其中金融专业知识 70 分，专业英语水平 30 分，中英文面试内容包括货币银行学、
国际金融、投资学、公司理财、金融衍生品等。
2、面试成绩即为复试成绩。
例：专硕考生初试成绩为 390 分（500 分制），面试成绩为 80 分（100 分制），
则：
复试成绩为 80 分
最终总成绩为 70%*390/5+30%*80=78.6 分

三、复试时间及流程
（一）复试时间
程序

时间

地点

携带材料

金融硕士（量化投

2019 年 3 月 21 日

博学楼 918

身份证

资专硕项目）笔试

上午 09:00-12:00

金融硕士（量化投

2019 年 3 月 21 日

博学楼 918

①《2019 年硕士研究生复

资专硕项目）面试

下午 1:30 开始

试工作流程及要求》中复
试资格审查所需材料
②申请表
③个人简历及相关科研材
料
④大学成绩单

金融学硕士

2019 年 3 月 23 日

博学楼 9 层

①《2019 年硕士研究生复

（学硕）面试

上午 8：30 开始

金融学院

试工作流程及要求》中复
试资格审查所需材料
②个人简历
③大学成绩单

《金融学专业基

2019 年 3 月 23 日

面试时通知

身份证（不允许携带计算

础》笔试

下午 14:00-16:00

金融硕士

2019 年 3 月 23 日

博学楼 9 层

①《2019 年硕士研究生复

（专硕）面试

上午 10：30 开始

金融学院

试工作流程及要求》中复

器）

试资格审查所需材料
②个人简历
③大学成绩单

（二）面试流程
1、考生凭相关材料到博学楼 918 室签到进行资格审查并侯考，专硕（量化
投资专硕项目）面试签到时间为 3 月 21 日 13:00-13:30，学硕面试签到时间 3
月 23 日 7:50-8:20，专硕正常批次面试签到时间为 3 月 23 日 9:50-10:20。
2、考生在备考室现场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面试小组，考生在所抽到的
签上填写自己的姓名，随后由复试工作人员引导到复试地点等待复试。面试开始
前，考生将复试登记表、抽签条、个人简历及相关材料、大学成绩单交复试小组
秘书。（注：大学成绩单需加盖学校教务处印章）
3、面试程序为考生先抽取一道中文试题，考生可选择回答或者不回答，如

不回答，允许再抽一道，但只能回答第二次抽取的中文试题；然后再抽取一道英
文试题，考生可选择回答或者不回答，如不回答，允许再抽取一道英文试题，但
只能回答第二次抽取的英文试题。
4、考生回答问题结束后，面试教师可根据考生回答情况进一步提问。
5、考生面试结束后，需再次回到 918 室签到，然后迅速离开考场区域，不
得随意逗留、互相串题，违者以作弊论处，取消录取资格。
附：《金融学院量化投资硕士研究生项目申请表》
《量化投资专硕项目申请信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