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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CON130003.03 修订时间 2020/12/18 

课程名称 国际金融 

英文名称 International Finance 

学分数 3 总学时 3（16周） 

任课教师 

/课程负责人 
沈国兵 开课院系/地点 

经济学院 

上课地点：H6305 

开课学期 
第二学期 

星期三 6-8 
联系方式 guobingshen@sina.com 

预修课程 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一）课程性质 

请根据教学培养方案上的课程性质在以下栏目中选择。 

     通识教育课程     □      大类基础课程     □ 

     专业必修课程     √      专业选修课程     □     其他   □         

（二）教学目标和基本内容 

本课程在于向学生系统阐述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基本知识和一般原理，使学生通过对以下

十四章理论和问题的系统学习，能够运用国际金融基本原理和数量方法来分析中国金融问题。

并且，通过国际金融理论学习和案例思辨，使学生能够理解相关的中国金融问题，如人民币汇

率问题、中国汇率决定、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中

国外汇储备，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这些将有助于我们学生提高其分析和解决中国金融问题的能

力。本课程包括十四章内容，分为十六周学时进行教学授课，主要讲课内容包括： 

第一讲    汇率、外汇交易和汇率变动 

第二讲    汇率决定理论（传统理论、汇率协调一致模型、现代理论） 

第三讲    汇率决定理论（资产组合模型、理性预期和“新闻”模型） 

第四讲    国际收支差额和国际支付体系 

第五讲    国际收支失衡调节机制及国际收支理论 

第六讲    国际金融市场问题（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离岸金融市场） 

第七讲    金融创新和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 

第八讲    国际银行业监管与巴塞尔资本协议 

第九讲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投资理论 

第十讲    货币危机理论和美欧债务危机比较 

第十一讲  汇率制度分类和汇率制度选择理论 

第十二讲  人民币汇率制度和香港联系汇率制度 

第十三讲  国际储备及中国外汇储备问题 

第十四讲  外汇管制和人民币国际化 

第十五讲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政策搭配理论 

第十六讲  最佳货币区理论和共同货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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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不少于 5种） 

序

号 
作者 教材或参考资料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日期 

1 

Krugman, P.; M. 

Obstfeld and M. 

Melitz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Part Three and Four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11th Edition 

in 2018 

2 
Yarbrough, B.V. and 

R. M. Yarbrough 

The World Economy: Trade 

and Finance ——Part Two 
Thomson/South-Western 

7th Edition in 

2006 

3 
Hallwood, P. and R. 

MacDonald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3rd Edition, 

2000 

4 沈国兵 
选用教材： 

《国际金融》（第三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

第 2 次印刷 

5 沈国兵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第一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3 月

第一版 

6 甘道尔夫 

《国际经济学Ⅱ：国际货

币理论与开放经济的宏观

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年中文

版 

（四）教学安排与教学重点 

周次 章节名称 
学时

数 
课程内容和教学重点 教材/参考书 课程作业（选做 5次） 

1 

汇率、外汇

交易和汇率

变动 

3 

汇率问题、外汇交易、 

汇率的决定与调整、汇

率变动、外汇风险 

Hallwood and 

MacDonald（2000） 

沈国兵（2018） 

汇率变化的基础是什么? 

中美摩擦下外汇风险？

美联储无限量化宽松货

币政策对美元会有怎样

的影响？教材中计算题。 

2 

汇率决定理

论:协调一致

模型和货币

模型 

3 

汇率协调一致模型、国

际收支说、弹性价格和

粘性价格货币模型 

Hallwood and 

MacDonald（2000） 

沈国兵（2018） 

哪些因素造成购买力平价

不成立？区分弹性价格

货币模型和多恩布什模

型差异；理解实际利率平

价；美联储大规模 QE 货

币政策带来的冲击？中

国怎么办？ 

3 

汇率决定理

论:资产组合

模型和新闻

模型 

3 

资产组合平衡论、理性

预期汇率理论和汇率

“新闻”理论 

Hallwood and 

MacDonald（2000） 

沈国兵（2018） 

从异质交易者角度理解汇

率决定的投机泡沫模型

和混沌模型；外汇市场微

观结构理论的发展前景 

4 

国际收支差

额和国际支

付体系 

3 

国际收支差额分析 

中美贸易收支失衡与

再平衡 

国际收支支付 

Krugman, Obstfeld & 

Melitz（2018） 

Yarbrough, B. and R. 

Yarbrough（2006） 

沈国兵（2018） 

试述中美贸易收支不平衡

原因，如何调整？ 

疫情蔓延下美国国债规模

是否可持续？取决于什么

条件？ 

5 国际收支失 3 国际收支失衡调节机 Krugman, Obstfeld & 国际收支失衡调节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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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调节机制

及国际收支

理论 

制、 

国际收支古典调节理

论和现代调节理论 

Melitz（2018） 

Yarbrough, B. and R. 

Yarbrough（2006）、

沈国兵（2018） 

主要措施有哪些？ 

中美贸易失衡与再平衡：

事实特征及主要成因 

6 
国际金融市

场问题 
3 

国际金融市场新特

征？货币市场、资本市

场、离岸金融市场、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 

Hallwood and 

MacDonald（2000） 

沈国兵（2018） 

国际金融市场形成需要具

备哪些条件?  

比较外国债券和欧洲债券 

中国金融市场的新发展 

7 

金融创新和

国际金融衍

生产品市场 

3 

金融创新的主要理论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

场、中国与美国金融衍

生产品市场发展比较 

Hallwood and 

MacDonald（2000） 

沈国兵（2018） 

甘道尔夫（2001） 

试述中国与美国金融衍生

产品市场发展异同 

花旗银行（Citibank）金融

创新的动因？ 

8 

国际银行业

监管与巴塞

尔资本协议 

3 

国际银行业监管与巴

塞尔资本协议、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 

Hallwood and 

MacDonald（2000） 

沈国兵（2018） 

参照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监

管内容，试析我国银行业

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

略；巴林银行教训有哪些 

9 

国际资本流

动和国际投

资理论 

3 

国际资本流动特征 

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 

国际投资理论；中国资

本外逃、“热钱”流入 

Krugman, Obstfeld & 

Melitz（2018） 

沈国兵（2018） 

甘道尔夫（2001） 

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措施

有哪些？ 

试析中国资本外逃的诱

因、测算方法及控制措施 

10 

货币危机理

论和美欧债

务危机比较 

3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 

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

主权债务危机比较 

Krugman, Obstfeld & 

Melitz（2018） 

Yarbrough, B. and R. 

Yarbrough（2006） 

沈国兵（2018） 

比较第一、第二和第三代

货币危机模型。 

比较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

主权债务危机的异同点。 

 

11 

汇率制度分

类和汇率制

度选择理论 

3 

汇率制度的分类 

“中间空洞化”假说 

汇率制度选择影响因

素；汇率制度选择理论

假说 

Krugman, Obstfeld & 

Melitz（2018） 

沈国兵（2018） 

甘道尔夫（2001） 

试对 1999 年和 2009 年汇

率制度分类进行比较； 

中国的经济结构特征有哪

些？哪些因素影响到汇率

制度的选择？ 

12 

人民币汇率

制度和香港

联系汇率制

度 

3 

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

与选择；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外汇交易的两种模式 

香港联系汇率制度 

Krugman, Obstfeld & 

Melitz（2018） 

沈国兵（2018） 

Yarbrough, B. and R. 

Yarbrough（2006） 

影响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

与选择的主要因素？ 

中美贸易摩擦下，港元能

否选择人民币作为锚货

币？ 

13 

国际储备及

中国外汇储

备问题 

3 

国际储备的特征 

最佳国际储备量的确

定方法 

中国外汇储备问题 

Krugman, Obstfeld & 

Melitz（2018） 

沈国兵（2018） 

甘道尔夫（2001） 

试析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由

不断扩大转向减少成因？ 

影响一国国际储备需求的

主要因素有哪些？中国持

有多少是适度的？中国积

累巨额外汇储备同时，又

向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借

了大量外债，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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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外汇管制和

人民币国际

化 

3 

外汇管制的主要内容 

货币自由兑换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

换的主要内容 

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 

Krugman, Obstfeld & 

Melitz（2018） 

沈国兵（2018） 

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自由

兑换需要哪些条件？ 

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需要哪

些条件？人民币国际化的

模式选择？ 

15 

宏观经济政

策目标和政

策搭配理论 

3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和

政策搭配理论 

米德冲突、斯旺模型 

Krugman, Obstfeld & 

Melitz（2018） 

沈国兵（2018） 

试用解决米德冲突问题理

论来分析如何化解当前的

内外失衡问题？ 

试用斯旺模型说明内部和

外部平衡之间的冲突。 

16 

最佳货币区

理论和共同

货币区 

3 

最佳货币区理论的衡

量标准 

欧元区的理论与实践 

东亚共同货币区 

Krugman, Obstfeld & 

Melitz（2018） 

沈国兵（2018） 

比较传统分析说与另类分

析说；欧元区面临的挑战

是什么？ 

货币国际化模式与人民币

国际化目标选择 

17 复习考试周     

（五）考核方式 

成绩构成：考勤   11%   平时作业   24%   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  65%  

考试形式：开卷   □      闭卷   √        其他    □ 

出勤 11 分，作业 20 分，课堂互动 4 分（pre） 

考试日期：2021-01-06，考试时间：13:00-15:00；考试地点：H4204 

（六）课程网络资源 

本课程教学大纲、课件等均可在沈国兵教授主持的《国际金融》精品课程网站下载： 

http://fdjpkc.fudan.edu.cn/201914/main.htm 教学课件（Lecture Notes）。 

动态方式：周二下午 3:30 后，经济学院 722 室办公室面议交流问题 

静态方式：E-mail to: guobingshen@sina.com 

 

（七）教师教学、科研情况简介（限 200-300 字） 

教学团队：沈国兵、唐东波、樊潇彦、张涛：http://fdjpkc.fudan.edu.cn/201914/344/list.htm 

教学团队负责人沈国兵：教学工作上，坚持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启发式教学模式。 

1、主要教学成绩有：（1）2019 年 7 月，主持的《国际金融》教材建设，获 2019 年度

复旦大学精品课程立项。（2）沈国兵主编：《国际金融》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8月版。（3）沈国兵编著：《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3月。

（4）沈国兵主编：《国际金融》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8月版；荣获 2015

年度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5）沈国兵主编《国际金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6）主编《国际金融》，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7）复旦加州大学互

换生英文课程《中国金融发展导论》建设。（8）中国经济、中国金融 EMA 留学生英文

课程 Monographic Study on Chinese Finance 建设。 

2、教学成果校内外评价：（1）主编的《国际金融》教材，荣获 2015 年度上海市普通

http://fdjpkc.fudan.edu.cn/201914/main.htm
mailto:guobingshe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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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优秀教材奖。（2）2012 年 12 月，荣获 2012 年度本科生教学优秀教师称号。（3）

2010 年 6 月，主持的《国际金融基本理论与现实问题课程建设》，荣获复旦大学教学成

果奖三等奖。（4）2008 年 11 月，荣获复旦大学复华奖教金文科科研成果奖。（5）主编

的《国际金融》教材，由上海财大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印刷、再版多次，销量

一万多册，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和好评，被多所高校列为教学用书或考研参

考书，受到师生们高度好评。 

3、科研情况：（1）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 项、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

项、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 1 项、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 1 项、曙光学者计划项目 1

项；（2）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 项；（3）

出版学术专著 7 部、主编教材 5 部、发表学术论文 80 多篇；（4）学术论著获得教育部

人文社科奖、上海市哲学社科奖、吴玉章和安子介等省部级奖励 11 项、其他奖励 7 项。 

4、学术访问：Academic Visitor of Nottingham University during 2008-2009, and 

Academic Visitor of Oxford University during 2015-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