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2020 暑期在线课程学习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

Summer Online I Program

项目类型：专业课

项目时间：6-10 周

报名截至：专业课开始前一周



2020 东华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分访学项目选拔通知

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鼓励我校学生出国（境）深造获得第

二校园的学习经历，我校将选拔指定名额的优秀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参加暑期访学项目学习。

一、项目内容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简称 LSE）

在线证书项目完全基于在线学习的特点与需求而精心设计，充分整合 LSE 优质的课程与教学

资源，通过先进的在线教学平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习者提供灵活自主的专业课程在线学

习机会，以满足不同领域职场人士或在校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通过在线学习，学生将充

分体验 LSE 严谨的学术氛围与顶级的师资力量，有效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同时可获得 LSE

官方颁发的项目证书与成绩证明，助力个人未来的求学或职业发展。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暑期在线证书项目，基于知名的在线学习平台 GetSmarter, 每个

方向的项目时长为 6-10 周不等，通常每周会开放一个独立的课程模块给学习者。核心课程

均为录播模式，方便学生根据自己的时间自主安排学习进度。

除核心课程以外，课程每周还会安排一次在线讨论环节，由授课老师或课程设计者来设

计主题，学生将围绕这些主题参与在线讨论，其表现也将作为项目考核的内容之一。其它互

动活动还包括在线聚会、视频讲座、在线投票、情景模拟练习等（视不同课程的实际安排而

定）。

LSE 在线证书项目主题丰富多元，以下是具体的课程介绍：

第一类：商科与管理

1. 加密货币与颠覆性

时长：6 周 课时量：每周约 7-10 小时 开课日期：2020 年 8 月 26 日

注册截至日期：2020 年 8 月 18 日

模块 1：什么是加密货币和区块链？ 模块 4：从比特币到加密资产



模块 2：加密货币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

模块 3：货币、价值、市场和机构

模块 5：加密货币监管和风险

模块 6：全球创新背景下的加密货币

主要授课老师：Carsten Sørensen 博士，LSE 信息系统与创新副教授

2. 管理数据分析

时长：8 周 课时量：每周约 7-10 小时 开课日期：2020 年 8 月 12 日

注册截至日期：2020 年 8 月 4 日

模块 1：不确定性下的决策

模块 2：数据可视化和描述性统计

模块 3：通过概率量化风险

模块 4：数据完整性和统计推断

模块 5：基于证据的决定

模块 6：理解事物的起因

模块 7：时间序列预测

模块 8：通过讲故事来传达见解

主要授课老师：James Abdey 博士，LSE 统计学讲师

3. 管理金融学

时长：6 周 课时量：每周约 8-12 小时 开课日期：2020 年 8 月 5 日

注册截至日期：2020 年 7 月 28 日

模块 1：财务分析

模块 2：财务预测

模块 3：贴现现金流分析

模块 4：最佳投资

模块 5：筹资战略

模块 6：公司整体评估

主要授课老师：Dirk Jenter，LSE 金融学副教授

4. MBA基础知识

时长：10 周 课时量：每周约 8-12 小时 开课日期：2020 年 8 月 5 日

注册截至日期：2020 年 7 月 28 日

模块 1：以影响力引领

第一节：战略环境

模块 2：经理经济学

模块 3：竞争战略

模块 4：企业战略

第二节：财务工具包

模块 5：财务会计

模块 6：管理会计

模块 7：分析财务报表

第三节：人员因素

模块 8：经理的思维

模块 9：轻推行为

模块 10：作为领导工具的组织文化

主要授课老师：Connson Locke 博士，LSE 全球管理硕士项目主任



5. 谈判技能

时长：6 周 课时量：每周约 7-10 小时 开课日期：2020 年 8 月 26 日

注册截至日期：2020 年 8 月 18 日

模块 1：谈判的基本概念

模块 2：谈判策略

模块 3：原则性谈判

模块 4：谈判中的创造力和情感

模块 5：谈判中的文化、权力和影响

模块 6：谈判的未来

主要授课老师：

Connson Locke 博士，LSE 实践学资深讲师

Tara Reich 博士，LSE 雇佣关系与组织行为学助理教授

注：本项目会安排三次实时的在线模拟谈判实操练习，学生需在项目正式开始前的

orientation 环节预订适合自己参加的时间段

6. 房地产经济学与金融

时长：8 周 课时量：每周约 7-10 小时 开课日期：2020 年 7 月 8 日

注册截至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

模块 1：城市经济

模块 2：了解房地产市场的供需情况

模块 3：房地产周期

模块 4：房地产定价特征

模块 5：金融和房地产估价基础

模块 6：抵押

模块 7：房地产投资

模块 8：可持续房地产

主要授课老师：

Henry Overman，LSE 经济地理学教授

Gabriel Ahlfeldt，LSE 城市经济学与土地发展副教授

第二类：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

1. 商业、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

时长：8 周 课时量：每周约 7-10 小时 开课日期：2020 年 7 月 29 日

注册截至日期：2020 年 7 月 21 日

模块 1：全球化的演变

模块 2：全球经济中的商业、生产和投资

模块 3：管理全球系统

模块 5：挑战全球化

模块 6：冲突和不稳定

模块 7：应对破坏性力量



模块 4：全球权力转移 模块 8：企业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的反应

主要授课老师：Robert Falkner 博士, LSE 国际关系副教授

2. 公共政策分析

时长：10 周 课时量：每周约 7-10 小时 开课日期：2020 年 7 月 29 日

注册截至日期：2020 年 7 月 21 日

模块 1：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和目标

模块 2：个人和战略互动

模块 3：机构和公共政策

模块 4：公共政策的量化技能

模块 5：政策评估

模块 6：政策沟通

模块 7：公共政策进程

模块 8：代表、问责和公共政策

模块 9：公共政策的政治性

模块 10：公共政策面临的挑战

主要授课老师：

Daniel Berliner 博士，LSE 政治科学与公共政策副教授

Ryan Jablonski 博士，LSE 政治科学助理教授

第三类：科学与技术

1. 机器学习：实际应用

时长：8 周 课时量：每周约 7-10 小时 开课日期：2020 年 9 月 2 日

注册截至日期：2020 年 8 月 25 日

模块 1：从数据中学习

模块 2：机器学习原理

模块 3：回归

模块 4：变量选择和收缩方法

模块 5：分类

模块 6：基于树的方法和集成学习

模块 7：神经网络简介

模块 8：无监督学习

主要授课老师：

Kostas Kalogeropoulos 博士，LSE 统计学副教授

Yining Chen 博士，LSE 统计学助理教授

Xinghao Qiao 博士，LSE 统计学助理教授

注：本课程内容比较偏技术，建议学生具备 R 代码、统计学、代数、微积分等方面的基

础知识。



第四类：法律

1. 监管：理论、策略与实践

时长：8 周 课时量：每周约 7-10 小时 开课日期：2020 年 8 月 12 日

注册截至日期：2020 年 8 月 4 日

模块 1：监管案例分析

模块 2：监管策略

模块 3：新策略：从市场到推动

模块 4：风险与监管

模块 5：执行与自律

模块 6：评估监管质量

模块 7：问责、透明与参与

模块 8：跨国监管

主要授课老师：

Robert Baldwin, LSE 法学教授

Veerle Heyvaert, LSE 法学教授

2. 数据：法律、政策与监管

时长：6 周 课时量：每周约 7-10 小时 开课日期：2020 年 8 月 5 日

注册截至日期：2020 年 7 月 28 日

模块 1：数字化与监管挑战

模块 2：数据作为资产，数据作为权利

模块 3：算法规则

模块 4：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下

的算法剖析

模块 5：数据所有权

模块 6：数据与主导地位

主要授课老师：

Andrew Murray, LSE 法学教授

Orla Lynskey, LSE 法学副教授

二、报名截止日期

课程注册截至日期前一周

三、项目总费用

以下费用包含学费和项目服务费，已享受 15%的学费优惠。

类别 课程名称 费用

1.加密货币与颠覆性 2,030 英镑（约合人民币 1.89 万元）



第一类：

商科与管理

2.管理数据分析 2,030 英镑（约合人民币 1.89 万元）

3.管理金融学 2,030 英镑（约合人民币 1.89 万元）

4.MBA 基础知识 2,965 英镑（约合人民币 2.75 万元）

5.谈判技能 2,115 英镑（约合人民币 1.97 万元）

6.房地产经济学与金融 2,115 英镑（约合人民币 1.97 万元）

第二类：

政治经济、国际关

系与公共政策

1.商业、国际关系与政治

经济学

2,030 英镑（约合人民币 1.89 万元）

2.公共政策分析 2,030 英镑（约合人民币 1.89 万元）

第三类：

科学与技术

1.机器学习：实际应用 2,030 英镑（约合人民币 1.89 万元）

第四类：法律 1.监管：理论、策略与实

践

2,115 英镑（约合人民币 1.97 万元）

2.数据：法律、政策与监

管

2,115 英镑（约合人民币 1.97 万元）

五、申请条件

1、项目名额：15 名。

2、申请要求：

1）仅限本校全日制在校生，本科和研究生均可申请；成绩优异、道德品质好，在校期间

未受过纪律处分，身心健康，能顺利完成在英学习任务；

2）英语要求：具备良好的英语基础，能够达到大学英语四级 470 或六级 470，英语专业

四级或八级通过；

3）家庭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能够提供访学所需学费及生活费；

4）通过项目面试；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审核、以及我校院系及国际合作处的派出资

格审核。



六、报名方式

第一步：项目咨询和申请，并填写报名表，链接如下：

https://k8mm1amta1700adb471ba12b.cloudcc.com/customize/page/6392e0939/ce.jsp?name=ce

第二步：填写东华大学学生出国出境交流院系推荐表，并提交至国际合作处，链接如下：

http://ico.dhu.edu.cn/f4/b6/c8399a128182/page.htm （疫情防控期间，申请人可将电子版的推

荐表附相关签署人的推荐意见截图发送到张老师的邮箱：snow@dhu.edu.cn，邮件主题为：

姓名+学院+项目名称）

第三步：在拿到邀请函，即录取材料之后，提交东华大学学生出国境校内备案材料，具体请

等待后续通知。

七、报名咨询

国际合作处：张老师 snow@dhu.edu.cn；

项目执行：林老师 13148322530（手机微信同号）

咨询邮箱: joy.lin@usiea.org

国际合作处

2020 年 6 月 12 日

https://k8mm1amta1700adb471ba12b.cloudcc.com/customize/page/6392e0939/ce.jsp?name=ce
http://ico.dhu.edu.cn/f4/b6/c8399a128182/page.htm
【简版】2020暑期东华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分访学项目通知.docx
【简版】2020暑期东华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分访学项目通知.docx
【简版】2020暑期东华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分访学项目通知.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