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简介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是一所会计、金融特色鲜明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由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和上海金融学院于 2016 年合并组建而成。“立信”之

名源起于《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意，学校的起源可追溯到由“中国现代会

计之父”、著名教育家潘序伦先生于 1928 年创办的立信教育事业，2011 年获得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资格。在近 90 年的办学历史中，学校被业界誉为中国

现代会计教育的发源地和未来金融家的摇篮。

学校现有浦东、松江和徐汇三个校区，占地面积 1200 多亩。目前在校学生

20000 余人，其中专业硕士研究生 160 余人，本科生 18700 余人，专科生 1600

余人。学校生源质量和学生就业形势良好，硕士研究生就业率达 100%，本科生

就业率达 98%以上，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学校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努力培养具有“诚信品格、创新意

识、实践能力、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学校学科专业特色鲜明，共有 14 个二级学院。现有本科专业 33 个，具有审

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资格。学校以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统计学为主

干学科，初步形成了交叉支撑、协调发展的多学科格局。工商管理学科入选上海

市一流学科、上海市高原学科，应用经济学列入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培育计划，开

放经济与贸易学科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学校拥有会计学、金融学 2个国家级特色

专业，1 个会计学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金融学、税务、财政学 3个

上海市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本科专业，会计学、金融学、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

易等 8个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

学校高度重视“高水平、应用型、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实施“常

任轨”和“师资研究员”、“骨干教师激励计划”、优秀人才工程等人事制度创

新，汇聚了一批包括特聘教授、东方学者讲座教授、海外名师、客座教授等有重

要学术地位和丰富实践管理经验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现有教职员工近 1500 人，

其中专任教师 1000 余人，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近 400 人，其中

正高级职称近 80 人，副高级职称 310 余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435 人。

学校教学资源丰富，图书馆馆藏图书 240 万册。拥有 14 个实验教学区、194

个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其中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被列为上海市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建设单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学实践教育基地成为国家级大学生校外

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

学校高度重视“教体结合”，上海市学校体育评估中心落地我校。学校击剑

体育特色项目久负盛名，是上海市击剑专业运动队体教结合改革试点学校；跆拳

道项目为上海市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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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致力于建设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科研发展和社会服务体系，围绕国家战

略特别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形成了以“解决重大实际问题”为特色的

应用决策咨询研究优势。目前拥有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1个，“上海高

校智库”1个，设有上海科技金融研究院、现代支付与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自

贸区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院等多个科研机构。与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合作成立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服务经济与制度创新”决策咨询研究基地。

学校始终坚持开放办学，实施国际化办学发展战略，与国（境）外 100 多所

高校及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与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国际会计师公

会 AIA、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专业机构合作进行国际会计资格的培训。现

有中外合作交流项目 50 多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4个，每年有各类长短期留学

生近 1000 人，其中学历生 300 余人。2015 年我校与丹麦国际商学院

（InternationalBusiness Academy）合作建立了孔子课堂，2016 年与波兰克拉

科夫经济大学联合申请获批欧盟伊拉斯谟加计划（Erasmus Plus），2017 年与

美国纽约长岛大学顺利开展 ICON（全球咨询网络）国际咨询比赛。

在未来的发展中，学校将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主动服务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科创中心和自贸区建设，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面向国际，走内涵

提升、特色发展之路，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和开放办学战略，促进科教融合、产教

融合，全面开展综合改革，加快提高学校服务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努力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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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届毕业生各专业人数介绍

学院 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

研究生

（92 人）

会计学院

（合计 92 人）
审计硕士（专业学位） 92

本科

（4688 人）

会计学院

（合计 1529 人）

会计学 565

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 51

会计学（ACCA 方向） 117

会计学（CIMA 方向） 53

会计学（专升本） 100

财务管理 243

资产评估 99

审计学 195

审计学(信息系统审计方向) 106

金融学院

（合计 873 人）

金融学 221

金融学（国际金融方向） 219

金融学（金融理财方向） 233

金融学（合规与反洗钱方向） 45

金融学（CFA 方向） 38

金融工程 45

信用管理 72

工商管理学院

（合计 404 人）

物流管理 40

人力资源管理 43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70

市场营销 89

工商管理 100

工商管理（国际企业管理方向） 37

工商管理（艺术金融管理方向） 25

国际经贸学院

（合计 446 人）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3

经济学 136

国际商务 77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合计 467 人）

财政学 128

行政管理 46

税收学 222

税收学（国际税收方向） 34

劳动与社会保障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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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数学学院

（合计 192 人）

应用统计学 49

数学与应用数学 56

经济统计学 42

金融数学 45

信息管理学院

（合计 198 人）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

电子商务 33

外国语学院

（合计 214 人）

日语（商务日语方向） 37

商务英语 88

英语（商务英语方向） 45

英语（金融英语方向） 44

保险学院

（合计 160 人）

保险学 83

保险学（精算方向） 77

法学院

（合计 164 人）

法学 126

社会工作 38

人文艺术学院

（合计 41 人）
汉语言文学 41

专科

（583 人）

会计学院

（合计 205 人）

会计 96

会计（审计） 72

会计（中加合作） 37

金融学院（合计 245 人）

国际金融 66

国际金融（中丹合作） 121

市场营销（中丹合作） 58

国际经贸学院（合计 69 人） 国际经济与贸易 69

信息管理学院（合计 29 人） 计算机信息管理(中日合作) 29

外国语学院（合计 35 人） 商务英语 35

总计 536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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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就业工作联系人一览表

学院 姓名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会计学院

研究生（松江校区） 周升铭 67705118 zhoushengming34@163.com

本科
浦东校区 金茵 50218614 jinyin515@126.com

松江校区 肖玲飞 67705479 68144817@qq.com

专科（徐汇校区） 赵春苗 64398745 877702645@qq.com

金融学院

本专科 浦东校区 杨自保 50218610 18121265150@163.com

本科（松江校区） 应莹 67705074 yingying_jinrong@126.com

专科（徐汇校区） 卢挚飞 64398745 wufanfan1016@sina.com

工商管理学院

（本科）

浦东校区 顾锦春 50213703 gujinchun1234@126.com

松江校区 蔡秀敏 67705482 caixiumin83@126.com

国际经贸学院
本科

松江校区 梅荣 67705403 meirong1987@126.com

浦东校区 魏敏 50211896 weim2009@126.com

专科（徐汇校区） 梅荣 64390332 meirong1987@126.com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本科）

浦东校区 冯程 33935954 happyorange0915@163.com

松江校区 李海扬 67705390 lihaiyang@lixin.edu.cn

统计与数学学院

（本科）

浦东校区 赵建芬 33935407 zhaojianfen301@163.com

松江校区 田美 67705165 timinay@163.com

信息管理学院

（本专科）

浦东校区 李淑芳 50218713 292980989@qq.com

松江校区 陈光 67705165 13611752968@163.com

外国语学院
本科

浦东校区 陈昱 68682551 13761609901@139.com

松江校区 陈静 67705163 chj_lixin2013@126.com

专科（徐汇校区） 张文鹏 15902113681 johnson_xuan@163.com

保险学院（本科）浦东校区 余玲 50218208 yul@shfc.edu.cn

法学院

（本科）

浦东校区 高洁 68681270 gaojie@shfc.edu.cn

松江校区 徐颖勰 67705291 xuyingxie@lixin.edu.cn

人文艺术学院

（本科）
松江校区 凌媛媛 15801867940 87481205@qq.com

https://wx.qq.com/cgi-bin/mmwebwx-bin/webwxcheckurl?requrl=http%3A%2F%2F18121265150%40163.com&skey=%40crypt_50035730_dcfb6b2b1ca1e8aff3f5c7d6ad317c68&deviceid=e481153394149594&pass_ticket=m5nZb9BNiMLQ0DW1dBU627CjdwXjYljrLcRo3GePjiDJ%252BkGVazjyI5GW%252F8DaKywD&opcode=2&scene=1&username=@eb3bd87aab9708dbaab7d1cb29fbc2a44cd657a82db639852f2e0e8b02e00fbf
https://wx.qq.com/cgi-bin/mmwebwx-bin/webwxcheckurl?requrl=http%3A%2F%2Fyingying_jinrong%40126.com&skey=%40crypt_50035730_dcfb6b2b1ca1e8aff3f5c7d6ad317c68&deviceid=e481153394149594&pass_ticket=m5nZb9BNiMLQ0DW1dBU627CjdwXjYljrLcRo3GePjiDJ%252BkGVazjyI5GW%252F8DaKywD&opcode=2&scene=1&username=@eb3bd87aab9708dbaab7d1cb29fbc2a44cd657a82db639852f2e0e8b02e00fbf
mailto:zhaojianfen3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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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与创业工作处

网址： jiuye.lixin.edu.cn

E-MAIL: job@lixin.edu.cn

浦东校区： 上川路 995号学生活动中心 116室

电话：50212184、50216069 传真：38860762
联系人：陈虎

松江校区： 文翔路 2800号序伦大楼 311室

电话：67705123、67705475 传真：67705040

联系人：赵伟 沈劼

研究生处

网址： gs.lixin.edu.cn

E-MAIL: lxjy@lixin.edu.cn

地址： 松江区文翔路 2800号行政楼 112室

电话： 67705237

联系人： 罗娇

mailto:job@lixin.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