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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旦大学税务专业硕士校内教师基本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称 

学历/

学位 
专业 

任课/

导师 
实践经验 

1 张军 教授 
研究生

/博士 

西方经

济学 
导师 

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 “当代中国

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

经济文汇》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获

得者并曾入选中国人事部“新世纪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 杜莉 副教授 
研究生

/博士 

财政学 

税收学 

任课/

导师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学术负责人，复旦

大学公共经济学系常务副系主任、复

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兼任世界银行咨询专家、全国高校财

政学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税收教育

研究会理事、上海市财政局政府采购

评审专家 

3 孙琳 副教授 
研究生

/博士 
财政学 

任课/

导师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项目负责人，复旦

大学公共经济学系副系主任，复旦大

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会

计学会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专业委

员会委员，上海民主建国会经济研究

委员会的副主任，复旦大学俄罗斯中

亚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

研究员，上海市财政专项资金评审专

家 

4 张中祥 教授 
研究生

/博士 
经济学 导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千人计划”特聘

教授、公共经济学系系主任，上海特

聘专家，欧洲环境和资源经济学家学

会(EAERE)中国代表 

5 汪立鑫 教授 
研究生

/博士 

政治经

济学 

财政学 

任课/

导师 
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6 王弟海 教授 
研究生

/博士 

西方经

济学 

财政学 

导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 

《世界经济文汇》编辑部主任 

7 何立新 副教授 
研究生

/博士 
财政学 

任课/

导师 
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8 徐筱凤 副教授 
研究生

/硕士 

财政学 

税收学 

审计 

任课/

导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 

《世界经济情况》主编和编辑部主任 

9 徐晔 副教授 
研究生

/博士 
税收学 

任课/

导师 
   

10 余显财 副教授 
研究生

/博士 

财政学 

税收学 

任课/

导师 

上海市财政局绩效评估专家、上海市

财政局政府采购专家、上海市规划与

http://www.econ.fudan.edu.cn/newsdetail.php?cid=4740


序

号 
姓名 职称 

学历/

学位 
专业 

任课/

导师 
实践经验 

国土资源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曾任

上海某公司高级税收顾问；多次在上

海交通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税收改革相

关节目 

11 刘军梅 副教授 
研究生

/博士 

世界经

济 

财政学 

任课/

导师 

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兼任

上海东欧中亚学会副秘书长 

12 王殿志 讲师 
研究生

/博士 
财政学 任课 

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特色公共经

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央人民银行

货币政策司“十二五期间的财税体制

改革研究”、山西省晋城市财政局“晋

城市推进民生财政建设的系统方案研

究”，以及“评估几年来财税改革成

效”等项目的开展阶段。 

13 王城 教授 
研究生

/博士 

西方经

济学 
导师 

国家特聘专家，复旦大学姚祖辉特聘

教授，2009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1984年复旦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

1994年获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

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商

学院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爱荷华州立

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经济

学副教授和教授 

14 吴力波 教授 
研究生

/博士 

西方经

济学 
任课 

国际能源署“能源技术展望 2010”中

国问题高级咨询专家；2010年获邀参

加英国外交部主办的高级别“威尔顿

庄园”会议；目前担任国际能源环境

经济学协会中国分会常务理事、上海

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务，市发改

委、经委、科委十二五规划咨询专家 

15 严法善 教授 
研究生

/博士 

政治经

济学 
导师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秘书长、全

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秘书

长、上海《资本论》研究专业委员会

主 任、上海私营经济研究会副秘书

长、上海生产力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全国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会理事 

16 尹翔硕 教授 
研究生

/博士 

发展经

济学 
导师 

曾任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院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17 范剑勇 教授 
研究生

/博士 

区域经

济学 
导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与上海市曙

光学者，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 



序

号 
姓名 职称 

学历/

学位 
专业 

任课/

导师 
实践经验 

18 袁堂军 副教授 
研究生

/博士 

世界经

济 
导师 

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

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

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际金融报研究院

学术院长，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客座

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日

本中国经济学会干事，日本经济学会

会员，Cliometrics学会会员。 

19 周光友 副教授 
研究生

/博士 
金融学 导师 具有多年的银行工作经验 

20 刘庆富 教授 
研究生

/博士 
金融学 导师 复旦斯坦福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21 罗汉 副教授 
研究生

/博士 
英语 任课 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 

22 聂叶 副教授 
研究生

/博士 
金融学 导师 复旦大学财务处副处长 

23 周伟林 副教授 
研究生

/博士 

区域经

济学 
导师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中心研究员、副教授、城市经济研究

所所长、上海市经济学会理事 

24 程向前 副教授 
研究生

/博士 

西方经

济学 
导师 院长助理，高级研修中心主任 

25 孟俭 讲师 
本科/

学士 
英语 任课 复旦 EMA中国经济项目主管 

26 常中阳 讲师 
研究生

/博士 
金融学 任课 

北京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信用分析

师 

  



二、复旦大学税务专业硕士校外导师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王陆进 国家税务总局 总会计师 

2 刘佐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报社 总编辑、研究员 

3 段际凯 上海市审计局 副局长 

4 龚祖英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 党组书记、副局长 

5 徐欣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 副局长 

6 马嘉楠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 局长 

7 赵敏 世界银行中国局 高级经济学家 

8 林绥 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 合伙人 

9 蒋琳琦 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 
税务合伙人、注册会计师、注

册税务师 

10 林弘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合伙人/中国注册会计师 

11 卢奕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毕马威华中区税务主管合伙人 

12 江莉莉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税务服务合伙人 

美国注册会计师 

13 
Lachlan 

Wolfers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税务合伙人 

14 
Brett 

Norwood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合伙人 

15 厉俊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合伙人 

16 周冬梅 普华永道 合伙人 

17 郭康玺 沪港国际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级会计师 

18 李耀华 
上海丞厚源投资管理事务所 

上海德励税务师事务所 
合伙人 

19 戴峻 上海汇衡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20 
Mark 

Merric 
Law Firm of Mark Merric,LLC 合伙人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21 黄宁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管理合伙人 

22 严锡忠 上海左券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23 蔡彤 苏州雅本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24 钱晓峰 柯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亚太区税务总监、中国区首席

财务总监 

25 徐薇 美国 UL 公司 大中华区财务总监 

26 朱萍 亚什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税务总监 

  



三、复旦大学税务专业硕士课程学习及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课程门数 基本学分要求 

公共学位课 须修 2门 5学分 

学位基础课 须修 3门 9学分 

学位专业课 须修 4门 12学分 

专业选修课 须修 4门 8学分 

注：必修环节： 社会实践+案例报告+毕业论文。 

  



 

四、复旦大学税务专业硕士课程设置情况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核

方式 

公共

学位

课 

MAST6100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B620006 商务外语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

基础

课 

MIB620004 经济学分析与应用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20004 中国经济问题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20005 中国税制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

专业

课 

MT620001 税务管理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20002 税收理论与政策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20003 国际税收专题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20006 税收筹划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

选修

课 

MT630001 企业税务风险管理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30002 高级税务会计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30003 公司财务分析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30004 独立审计专题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30005 数量分析方法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五、复旦大学税务专业硕士实务课程目录 

序号 时间 题目 主讲人 工作单位 

1 11/26/2012 转让定价专题 叶永青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2 12/7/2012 营改增专题 蒋琳琦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3 12/14/2012 并购重组专题 蒋琳琦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4 1/22/2013 转让定价专题 
David 

Chamberlain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5 3/7/2013 国际税收专题 卢奕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6 3/14/2013 国际税收 江莉莉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7 3/28/2013 增值税的背景、原理和中国增值税及其改革 
Lachlan 

Wolfers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8 4/8/2013 常设机构判定的最新动态 马世奇 荷兰国际财税文献局 

9 4/18/2013 国际税收实务 江莉莉 KPMG税务部 

10 5/8/2013 “营改增”税改谈青年人生 郭康玺 沪港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11 5/30/2013 我国税制改革最新动态 刘佐 中国税务报社 

12 11/19/2013 跨国经营产业链设计中的税务规划 蒋琳琦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序号 时间 题目 主讲人 工作单位 

13 11/29/2013 全球化、本土化以及可持续化 杨佳璘 
卡特彼勒再制造工业（上

海）有限公司 

14 12/26/2013 国际并购中的税收筹划 李嘉 CEC投资咨询公司 

15 4/22/2014 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 朱萍 
亚什兰（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16 5/5/2014 企业内控设计和执行 黄云芬 沪港集团 

17 5/5/2014 美国国际税法 Mark Merric 
Law Firm of Mark 

Merric,LLC 

18 5/6/2014 美国国际税法 Mark Merric Law Firm of Mark 

Merric,LLC 

19 5/7/2014 美国国际税法 Mark Merric Law Firm of Mark 

Merric,LLC 

20 5/8/2014 美国国际税法 Mark Merric Law Firm of Mark 

Merric,LLC 

21 5/9/2014 美国国际税法 Mark Merric Law Firm of Mark 

Merric,LLC 

22 5/15/2014 

Two Critical International Tax Issu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ax Treaties and Fiscal 

Transparency 

Pro. Pistone 
国际财税文献局（IBFD）

学术委员会 

23 5/15/2014 国际税收筹划（上） 倪伟东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24 5/22/2014 国际税收筹划（下） 倪伟东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序号 时间 题目 主讲人 工作单位 

25 5/29/2014 中国增值税改革：进程和实践知识 王军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26 6/5/2014 转让定价与独立交易原则 
Brett 

Norwood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27 6/10/2014 跨境并购重组及风险防范 黄宁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8 6/12/2014 转让定价与独立交易原则 
Brett 

Norwood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29 10/22/2014 
传统的“意见型”审计业务与审计师提供的“顾问

型”咨询对比 
潘青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30 10/26/2014 基于数据分析的审计新趋势 何铮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31 10/29/2014 
互联网企业审计过程中常见的会计难点以及税务考

量 
林弘、梁捷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32 11/5/2014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和财务报表分析 沈小红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33 11/12/2014 国际化视野下的税务战略 梁捷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34 11/17/2014 企业并购和税务 周冬梅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35 11/19/2014 境外红筹上市架构重组的涉税分析及案例 蒋琳琦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36 12/20/2014 Career Management 徐薇 UL公司 

37 5/14/2015 International Tax Planning 倪伟东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序号 时间 题目 主讲人 工作单位 

38 5/21/2015 转让定价专题（上） 
Brett 

Norwood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39 5/28/2015 营改增专题 王军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40 6/4/2015 转让定价专题（下） 
Brett 

Norwood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41 6/18/2015 International Tax Planning Eric Zhang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42 11/19/2015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和财务报表分析 沈小红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43 11/26/2015 互联网行业的审计和税务问题探讨 林弘、梁捷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44 12/3/2015 境外红筹上市架构重组的涉税分析及案例 蒋琳琦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45 12/10/2015 国际化视野下的税务战略 梁捷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46 4/5/2016 转让定价与独立交易原则 徐猷昂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47 4/19/2016 税避与反避税案例分析 徐猷昂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48 5/11/2016 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公正性 
Pasquala 

Pistone 

国际财税文献局（IBFD）学

术委员会主席 

49 5/11/2016 国际税收筹划专题 倪伟东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50 5/17/2016 国际税收筹划实务 Eric Zhang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序号 时间 题目 主讲人 工作单位 

51 5/25/2016 营改增对金融保险服务业的影响 王军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52 10/20/2016 企业税务风险防范及税务稽查应对 史俊明 大成律师事务所 

53 11/1/2016 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交易的具体税收筹划 Mark Merric 
Law Firm of Mark 

Merric,LLC 

54 11/18/2016 IPO 财务规范过程中的税务筹划 桂标 上海浦江会计师事务所 

55 12/8/2016 企业整体税务筹划与效益最大化 蒋琳琦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56 12/12/2016 如何有效处理营改增的五‘最’ 尹双年 中国税务专家咨询网 

57 3/5/2017 涉税争议案例解析 严锡忠 
上海左券律师事务所主任、

上海市财税法学会副会长 

58 4/5/2017 家族信托和传承 张雪玲 美国久久家族办公室合伙人 

59 4/6/2017 Transfer Pricing & Case Studies 徐猷昂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60 4/12/2017 对冲基金投资实务 罗鹏巍 
香港对冲基金 Spring River 

Capital 

61 4/13/2017 Transfer Pricing & Case Studies 徐猷昂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62 4/20/2017 VAT Reform & Case Sharing 李忆敏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63 4/27/2107 International Tax Planning – Concepts & Case 

Studies 
倪伟东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序号 时间 题目 主讲人 工作单位 

 5/4/2017 International Tax Planning – Concepts & Case 

Studies 
Eric Zhang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六、复旦大学税务专业硕士项目合作单位和实习基地目录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实习基地 

1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机关  

2 上海市税务局 国家机关 是 

3 上海市审计局 国家机关  

4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 国家机关  

5 世界银行 国际组织  

6 国际财税文献局 国际组织  

7 毕马威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是 

8 德勤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是 

9 安永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是 

10 普华永道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是 

11 沪港国际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咨询机构 是 

12 上海德励税务师事务所 税务师事务所  

13 上海汇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14 上海左券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15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16 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事务所  

17 中国税务咨询网 咨询机构  

18 Law Firm of Mark Merric,LLC 律师事务所  

19 美国 UL公司 外国企业  



20 亚什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外国企业（500强）  

21 柯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外国企业（500强）  

22 苏州雅本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企业（上市公司）  

  



七、复旦大学税务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情况 

年度 招生人数 复试分数线 

2012 19 350 

2013 20 360 

2014 22 360 

2015 21 375 

2016 21 370 

2017 45 370 

 

八、复旦大学税务专业硕士研究生就业情况 

年度 求职成功率（%） 平均起薪（元/月） 

13级税务专硕 100 8844 

14级税务专硕 100 12898 

15级税务专硕 100 13203 

注：12 级税务专硕的起薪调查数据缺失。 

 

九、复旦大学税务专业硕士项目师生获奖目录 

年度 奖项 获奖者 获奖成果 

2016 
第一届全国税务教指导委优秀

案例评选一等奖 徐晔 
A宾馆有限公司实施信息化

稽查案例分析 

2016 
第一届全国税务教指导委优秀

案例评选三等奖 杜莉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居民身份

变动的税收影响案例分析 

2017 
首届全国优秀税务硕士学位论

文评选二等奖 
桑翔宇 

（导师：余显财） 

非债务税盾与企业融资结构—

—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注：首届全国优秀税务硕士学位论文评选的奖状尚未颁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