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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5 月，学校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校名为广东

财经学院；1985年 6月，更名为广东商学院；2013年 6月，

更名为广东财经大学。经过 35 年的发展，学校已建设成

为全日制本科生、硕士生 27700 多人的省属重点院校，是

广东和华南地区重要的经、管、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社会服务基地。

学校有广州和佛山三水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 2275

亩，广州校区毗邻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佛山三水校区位于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旅游经济区。现有校舍约 72.8 万平

方米 ,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4008 万元，图书 524 余万

册（含电子图书）；自主建成各类数字化教学资源 1680

多项。

师资队伍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260 多人，其中正高职称教师

207 人、副高职称教师 413 人，552 人具有博士学位；有

硕士生导师 242 人、博士生导师 9人、博士后合作导师 21

人；拥有 1 支国家级教学团队、11 支省级教学团队、4 支

省级科研团队、4个珠江学者设岗学科。

有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珠江学者讲座教授 2 人，

特设“南岭学者”岗位 8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 12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省

学位委员会委员 1人、省学科评议组成员 3人。

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培养对象 1 人，

广州校区教学楼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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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 人入选财政

部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养工程，16 人次入选广东

高校“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省级培养对象，11 人入选

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2人入选“广

东省特支计划”青年文化英才项目，3 人入选广东省理论

宣传青年优秀人才项目；有广东省、广州市“十大中青年

法学家”4人，广东省教学名师4人，南粤优秀教师13人。

2013 年首次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学校坚持“育人为本，全面发展；因材施教，学以致

用”的人才培养理念，坚持并不断完善“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主体，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课内教育与

课外教育相结合、实体课堂与虚拟课堂相结合、校内外教

育资源相融合”的开放、协同、实用、有效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科学精神、人文素

养、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勇于开拓创新的应用型高级专

门人才。

近几年来，学校人才培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是全国首批两个经管类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之一，并入选首批国家级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中心。

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潜质的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实验

区为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学校入选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国家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我校与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共建

的经济学实践教育基地为国家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

经管类跨专业综合实验教学团队为国家级教学团队。

“企业仿真综合运作”课程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国

际贸易”和“电子商务物流”2 门课程为国家级双语教学

示范课程。

获批为教育部首批研究生课程建设试点单位，是广东

省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学校。

国际化应用型会计人才协同育人平台、广东财经大学

税收学专业协同育人基地获批为广东省协同育人平台。

2017 年，学校与广东省教育厅、佛山市人民政府、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签署共建广东财经大学佛山校区协

议，共建国际商学院、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佛山研究生

院、佛山现代服务业研究院以及现代服务业孵化和创新创

业基地等“四院一基地”，突出实践创业、校政行企协同

育人、国际化三个办学特色。

毕业生总体就业率稳居全省高校前列，并保持较高的

就业质量。历年来，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

为 99%，毕业生在社会上赢得良好口碑。

学科专业建设

学校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坚持商法融合，

促进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艺术学

等多学科协同发展，已形成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的学科专

业体系。

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和法学 3 个一级学科是省级优

势重点学科，理论经济学是省级特色重点学科。

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设计学等 8 个硕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覆盖 40 多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点）和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拥有金融、

税务、保险、审计、法律、出版、工程、会计、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旅游管理、艺术等 12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现有 57 个本科专业，其中市场营销、法学、金融学、

会计学、财政学等 5 个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市场营销

专业为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2017 年，学校获批成为广东省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

单位。

科学研究

学校坚持“求真、致用”的科学研究理念，不断提升

科学研究水平。

拥有 4 个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广东财经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广东财经大学法

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广东地方公共财政研究中心、粤港

澳大湾区资本市场与审计治理研究院；1 个广东省协同创新

平台——珠三角科技金融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中心；1 个广东

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大数据与教育统

计应用实验室；1 个广东省重点智库——华南商业智库；2

个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广东财经大学开放型经济

创新研究中心、广东财经大学商贸物流与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1 个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广东财经大学华南商

业史研究中心；2 个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广州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发展研究基地、广州都市文学与

都市文化研究基地。

近 5 年，教师承担国家级项目 87 项，省部级项目 326

项，实现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零”的突破。在《中国科学》《经

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406 篇，

被 SCI、EI、ISTP 三大检索收录 231 篇；出版各类著作 214

部。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29 项，其中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2 项。2017 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指数排行中，我校以 22 篇学术论文被全文转载位列全国高

校第 86 位，在综合指数排名中我校列第 68 位。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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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学报》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核心期刊、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全国高校

百强社科期刊、全国高校社科特色栏目期刊和人大“复印

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学校坚持需求导向和“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

的社会服务理念，紧密结合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热

点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和咨询服务。

63 位专家教授被聘为省市行政决策咨询专家、应急

管理顾问和省市人大立法顾问、财经顾问等。

学校先后与政府和社会各界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与

广州市社科联共建“广州市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协同创新

中心”，与广东省国税局、地税局共建校政协同创新平台

“广东纳税服务研究中心”，与广州合锦嘉竣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共建南沙自贸区科技金融创新发展基地，与广州

市地税局共建全国首个校政合作的税务干部进修学院，与

广东省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共建广东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协同

创新中心，与清远市人大常委会共建清远市地方立法研究

评估与咨询服务基地，与东莞虎门镇共建广东财经大学东

莞电子商务研究院，与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共建广东

福利彩票社会责任研究与实践基地，与广东省税务学会、

博智税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建互联网 + 财税研究中

心，与广州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共建广

州科技金融协同创新研究院，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共建广

东财经大学瑞华审计研究院。

学校坚持国际化发展战略，以培养能够在经济全球化

环境中参与国际竞争的应用型国际化人才为目标，以打造

能够胜任国际化教育工作的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为路径，

充分借力国（境）外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多层次、多渠道、

多形式的涉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教育国际化的程度、

水平和效益。

着力构筑教学与管理人员国际化培训平台：持续实施

“专任教师海外访学工程”，创建了“广东财经大学国际

化师资海外研修基地”佩斯大学站和西澳大学站，分批选

派教师和管理干部赴国（境）外出席学术会议、开展合作

研究、参加课程学习或业务培训。

着力构筑科学研究国际化合作平台：立项建设 9 个国

际暨港澳台科研合作创新平台类项目；建成了广东财经大

学国际化教育项目英语教学与研究中心，创设了广东财经

大学国际化教育交流中心。

着力构筑应用型高端人才国际化培养平台：与国（境）

外 70 多家高等院校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共

同推进实施 41 个国际化教育项目；创办了 3 个中外合作

本科实验班；创建了“广东财经大学海外实践教学平台”

德国基地、新西兰基地、意大利基地和阿根廷基地；成为

“一带一路”高校联盟成员院校和教育部“中美人才培养

计划”121 项目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基地。

着力构筑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化交流平台：

不断打造具有学校品牌和特色的计划外国际教育与培训项

目体系，并与德国歌德学院合作成立了华南地区首家德语

培训和德语考级权威机构“广东财经大学歌德语言中心”；

初步构建了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积极推进

国际学生招生与培养工作。

学校坚守“正心诚意，求真向善”的精神，践行“厚

德、励学、笃行、拓新”的校训，秉持“习礼乐文，精于

术业”的办学理念和“法治、科学、民主、阳光”的治校

方略，彰显“商法融合、实践创业、多元协同”的办学特

色，立足广东，面向社会，服务发展，努力建设有特色高

水平应用型财经大学。

                    （数据截至2018年 4月 18日）

广东财经大学概况
UNIVERSITY PERFILE

佛山三水校区行政楼

社会服务

对外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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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OLLMENT CHARTER 2018

广东财经大学 2018 年本科招生章程
ENROLLMENT CHARTER 2018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学校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

切实维护学校和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国务院关

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

号）、《教育部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教学〔2018〕2 号）有关精神及广东省招生考试相关文

件规定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招生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

公开程序，德智体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

并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考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学校概况

第三条 学校全称：广东财经大学

第四条 学校国标代码：10592

第五条 学校地址：广州校区在广州市海珠区仑头路

21 号（广州国际会展中心旁），邮政编码 510320；佛山

三水校区在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旅游经济区，邮政编码

528100

第六条 学校主要采取“2+2”的学习模式，即第一、

二学年在佛山三水校区学习，第三、四学年在广州校区学

习；部分专业四年在广州校区或佛山三水校区学习。

第七条 办学层次：本科

第八条 办学性质：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第九条 办学类型：全日制

第十条 学校主管单位：广东省教育厅

第十一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并取得我校正式学籍

的本科学生，在允许的修业期限内获得规定的学分，达到

毕业生基本要求的，准予毕业并颁发广东财经大学全日制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对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

生，授予广东财经大学学士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十二条 学校设立由学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学校教师、学生及校友代表组成的招生委员会，全面

负责贯彻执行教育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

员会的有关招生工作政策，负责制定招生章程、招生规定

和实施细则、确定招生规模和调整学科招生计划，领导、

监督招生工作的具体实施，协调处理招生工作中的重大事

项。

第十三条 招生办公室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执行机构，

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学校的招生规定和实施细则，编制招生

计划，组织招生宣传和录取工作，处理普通全日制本科招

生的日常事务。

第十四条 学校设立由分管校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组

成的招生监督小组，对招生工作实施监督，对投诉和举报

进行处理。在录取期间成立信访组，安排专人负责考生的

信访和申诉。

第四章  招生计划及录取批次

第十五条 学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及有关要求均以生源

省公布的专业目录为准。

第十六条 在广东省，学校录取批次为本科批次。其

他省份的录取批次具体请参照生源省招生办公室公布的招

生目录。

第十七条 学校预留计划不超过招生计划总数的 1%。

广东财经大学

2018 年本科招生章程

第四章  招生计划及录取批次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一章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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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计划用于生源质量调控及解决考生专业服从调剂而需

要增加的计划等问题。

第五章  录取规则

第十八条 执行教育部规定的“学校负责，招办监督”

的录取体制，招生录取严格遵守教育部、省招生办公室的

有关政策和规定，以考生高考成绩为基本依据，本着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综合衡量德智体美，择优录取。

第十九条 在省招生委员会划定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上，在保证完成招生计划的前提下，制定具体录取标准，

按照文科类、理科类、美术类、音乐类等分类录取。

第二十条 根据生源情况确定投档比例，投档比例原

则上控制在招生计划的 100％－ 120％以内，学校视生源

情况在此比例内作适当调整。在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学校可根据各省级招办公布的平行志愿

投档规则及生源情况确定招生计划微调方案和调档比例。

第二十一条 在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检

查合格、统考成绩达到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符合我

校投档要求的情况下，学校依据考生分数及专业志愿择优

录取。在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

投档至我校的文科类、理科类考生，在体检合格且服从专

业调剂的情况下，均不退档。

第二十二条 普通类专业录取按“专业志愿优先，同

一专业志愿高考总分高者优先”的原则，不设置专业志愿

级差。在第一专业志愿额满的情况下，按考生第二专业志

愿录取，依次类推。相同分数的按排位先后录取；相同分

数且无排位的，按考生语文成绩、数学成绩、外语成绩顺

序，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排序靠前的考生优先录取。

考生所填报的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若服从专业调

剂，则根据考生成绩调剂到其他专业录取；若不服从专业

调剂，作退档处理。

在内蒙古自治区录取原则单列，实行“招生计划 1:1

范围内按专业志愿排队录取”的原则。

第二十三条 美术类专业考生高考文化成绩及美术统

考专业成绩均达到学校在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美术类专业录取批次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按“专业志愿

优先”的原则，投档至我校的广东生源考生，按投档分从

高到低，择优录取。投档分相同的按排位先后录取，相同

分数且无排位的，按照术科统考成绩、语文成绩、数学成绩、

外语成绩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排序靠前的考生优先

录取；投档至我校的广东省外生源考生，按高考文化成绩

（含政策加分）占 40%，美术术科统考成绩占 60% 的比例

合成综合分，按综合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综合分相同

广东财经大学 2018 年本科招生章程
ENROLLMENT CHARTER 2018

广州校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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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按照术科统考成绩、语文成绩、数学成绩、外语成绩

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排序靠前的考生优先录取。

第二十四条 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在有相应专业统考的省份，高考文化成绩及统考专业成绩

均达到学校在生源所在省前述两专业录取批次最低录取控

制分数线，投档至我校的考生，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按文化

成绩（排位分）排名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文化成绩相同时，

专业成绩高者优先录取；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按高考文化

成绩（含政策加分）占 40%，统考专业成绩占 60% 的比例

合成综合分，按综合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在无相应专业统考的省份，高考文化成绩达到学校在

生源所在省前述两专业录取批次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并

取得我校专业校考合格证前提下，投档至我校的考生，广

播电视编导专业按文化成绩（排位分）排名从高到低，择

优录取 , 文化成绩相同时，专业成绩高者优先录取；播音

与主持艺术专业按高考文化成绩（含政策加分）占 40%，

校考专业成绩占 60% 的比例合成综合分，按综合分从高到

低，择优录取。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综合分相同时，按照术科成绩（有

校考的省份按照术科校考成绩，无校考的省份按照术科统

考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当考生术科成绩也相同时，

按考生语文成绩、数学成绩、外语成绩顺序，从高分到低

分排序，排序靠前的考生优先录取。

第二十五条 高水平运动队的录取，依据《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

作的通知》以及各省招生委员会有关规定、我校有关规定

执行。具体报考及录取规则为：

（一）报考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考生，需参加学校高

水平运动队体育专项测试。

（二）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分为以下三类：

1．符合高水平运动队单招条件的考生，在体育专项

测试中成绩优异，并符合学校高水平运动队项目发展需要

的考生，可获得学校一类合格资格。一类合格资格考生数

不超过当年高水平运动队总招生计划的 20%。

2．符合高水平运动队条件的考生，在体育专项测试

中成绩突出，确有培养前途，并符合学校高水平运动队项

目发展需要的考生，可获得学校二类合格资格。二类合格

资格考生数不超过当年高水平运动队总招生计划的 30%。

3．符合高水平运动队条件的考生，在体育专项测试

中成绩合格，并符合学校高水平运动队项目发展需要的考

生，可获得学校三类合格资格。

（三）高水平运动队录取规则：

1．获得一类合格资格的考生，可不参加高考文化课

统一考试，只须参加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组织的文化课考

试。文化课考试成绩合格者，学校将按教育部及生源所在

省（市、自治区）相关文件规定进行录取。

2．获得二类合格资格的考生，须参加高考文化课统

一考试，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市、自治区）

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65% 者，学校将按教育

部及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相关文件规定进行录取。

3．获得三类合格资格的考生，须参加高考文化课统

一考试，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市、自治区）

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者，学校将按教育部及

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相关文件规定进行录取。

4．各生源省若另划高水平运动队高考文化成绩录取

控制线的，按各省相关文件执行。

（四）对已取得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合格资格的考生，

若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所需材料原件的，将视其为

主动放弃学校当年高水平运动队合格资格，学校将根据体

育测试成绩并结合高水平运动队项目发展需要，依次替补。

第二十六条 我校公共外语教学为英语，请非英语语

种考生慎重报考。

第二十七条 有关加分或照顾录取政策，在各省份执

行各省招生办公布的加分项目及分值。加分分值适用于投

档及专业分档。

第二十八条 在广东省，报考我校文科类、理科类本

科层次的高中毕业生，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三门科目均

须获得等级成绩，且至少须有两门学科成绩达到 C 级及以

上等级。

第二十九条 在广东省，报考我校美术类、音乐类的

高中毕业生，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三门科目均须获得等

级成绩，且至少须有两门学科成绩达到 D级及以上等级。

第三十条 香港免试生、澳门保送生、定向生、内地

西藏班和内地新疆班的录取，按教育部及学校相关规定执

行。

广东财经大学 2018 年本科招生章程
ENROLLMENT CHART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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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我校录取考生的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

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

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新生入学后，学校以教育部、卫生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

导意见》、《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

通知》为依据，对新生进行身体健康状况复查，对经复查

不符合体检要求或不宜就读已录取专业者，按有关学籍管

理规定办理，予以转专业或取消入学资格。 

第三十三条 学费收费标准按省政府批准同意实施的

标准执行；住宿费等费用的收费标准按照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物价管理部门有关文件执行。

第三十四条 中外合作本科实验班收费包含学费、专

业培训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根据广东省物价管理部门核

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执行。

第三十五条 国家助学贷款、奖学金、勤工助学等助

学措施按照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和我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学校设立优秀新生奖学金，具体方案为：

（一）优秀广东省新生奖学金

1.普通类。被我校录取的广东省生源中，普通类文科、

理科投档分排名前 20 名的本科新生，报到注册后奖励 1

万元。

2.艺术类。被我校录取的广东省生源中，美术类（统

考）投档综合分成绩排名第一的本科新生，报到注册后奖

励 1万元。

（二）优秀外省新生奖学金

被我校录取的广东省外生源中，普通类文科、理科投

档分在其生源省（自治区、直辖市）排名前 50 名以内的

本科新生，可申请 1万元的优秀新生奖学金。

（三）佛山校区全学段新生奖学金可与上述新生奖学

金重复申请或发放，具体办法依据我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招生咨询及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学校招生考试处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仑头路 21 号

邮政编码：510320

咨询电话：020-84096844

电子邮箱：zsb@gdufe.edu.cn

学校网址：http://www.gdufe.edu.cn

招生网址：http://zsb.gdufe.edu.cn

第三十八条 招生工作的监督与申诉

联系部门：学校纪委、监察处

监督电话：020-84096824

传    真：020-84096824

第三十九条 本章程由学校招生考试处解释。本章程

若与国家和省的规定不一致，以国家和省的规定为准。

第四十条 本章程公布后，如遇部分省份高考招生政

策调整，则广东财经大学将根据当地相关政策制定相应的

录取政策，并另行公布。

第四十一条 本章程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适用

于学校 2018 年全日制普高本科招生工作，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广东财经大学 2018 年本科招生章程
ENROLLMENT CHARTER 2018

广州校区第一综合楼

第六章 录取体检标准

第七章 收费标准与资助政策

  第八章 招生工作的咨询、监督与申诉 

            第九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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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商 管 理 学 院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ION

工商管理学院第十六届品牌策划大赛

学院简介

工商管理学院前身为成立于 1983 年的企业管理系，

是学校工商管理学科教育的主体。现有教职员工 81 人，

其中教授 11人，副教授 22人，博士 48人；学生 2330 人，

其中本科生 2779人，研究生 51人。依托较强的学科优势，

学院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

不断开拓进取。

工商管理学院是您求学和深造的理想之地。这里有您

选择的理想专业 --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和物流管理，具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企

业管理二级学科硕士点，其中，工商管理一级学科 2012

年获评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2016 年获评为广东省特色

重点学科，市场营销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和广东省名牌

专业，工商管理专业系广东省特色专业和省级重点建设专

业；这里有您职业提升的省精品课程 --《管理学》、《市

场营销学》、《分销渠道管理》、《零售学》、《物流学》

和《供应链管理》；这里有沉甸甸的科研成果 --2012 年

以来，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6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2项，

在《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南开管理评论》、《中

国管理科学》等期刊公开发表论文 200 多篇，出版著作 16

部，2部教材入选国家高等教育本科“十二五”规划教材，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 项；这里有您实

习锻炼的机会，有中国南方人才市场、广州颐和集团、沃

尔玛-好又多、北潢物流等广东省示范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这里有助力您圆梦的两大特色品牌活动 -- 品牌策划推广

大赛和读书演示大赛；砥砺前行三十余载，学院为华南地

区乃至全国不断输送高质量、复合型的财经类人才，涌现

出相当一批知名企业的创始人和高层管理人才。同时，学

院设有“宝供物流奖学金”和“北潢助学金”，为品学兼

优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提供资助。

在广东省“冲补强”教育战略背景下，学院将立足珠

            第九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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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商 管 理 学 院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与冠中盈集团党支部开展党建结对共建系列活动

                                              

三角，以“贯通中外知识、贡献管理智慧、培育商界精英、

服务广东经济”为使命，力争把学院建设成为工商管理学

科重要研究基地，具有职业竞争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

养基地，服务各级政府、企业的决策咨询基地，成为在省

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和一定影响力的工商管理学院。

咨询电话：020-84096072

       专业介绍

工商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具有健全人

格和社会责任感，掌握现代工商管理理论、方法和技能，

富有创业精神，具有较高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在

各类工商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等领域从事专业管理

工作，同时具备进一步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能力的高层

次、复合型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管理学、工商管理

主要课程：管理学、战略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学、

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学、创业学、公司

治理、运营管理、管理运筹学、工商管理专业综合实验、

企业管理研究方法等课程。

主要实践环节：本专业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组

织学生开展校内品牌策划大赛、推荐学生参加校外精英企

业实习，并进行行业调研、学年论文、校内仿真综合实验、

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实践活动。

主要专业实验：ERP( 生产制造 )、工商管理专业综合

实验。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海外留学深造、国内考研深造。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7.92%，2017

届 98.87%

学生就业方向：各种类型的生产型企业、流通型企业、

咨询管理公司，政府机构，教育事业单位或自主创业等。

市场营销专业

培养目标：致力于培养具有广博的知识体系和良好的

人格品质，掌握从事市场营销活动所需要的基础理论和分

析方法；具备发现、分析和解决营销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

力；能够从事市场研究、营销策划和销售管理等工作的复

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毕业生能够在中外工商企业和各

类非赢利机构从事市场营销相关工作，亦可选择出国留学

以及考研继续深造。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管理学、工商管理

主要课程  管理学、战略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学、市场研究、消费者行为学、零售学、分销渠

道管理、服务营销、互联网营销、营销策划、创业学等。

主要实践环节：本专业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组

织学生开展校内营销策划大赛、推荐学生参加校外精英企

业实习，并进行行业调研、学年论文、校内仿真综合实验、

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实践活动。

主要专业实验：ERP( 供应链管理 )、市场营销专业综

合实验。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海外留学深造、国内考研深造。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100%，2017 届

98.95%

学生就业方向：各种类型的生产型企业、流通型企业

的市场部或销售部；银行（客户开发与管理）、咨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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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广东企业管理研究生暑期学校开幕式

2017 年校运会工商管理学院勇夺桂冠

公司、广告公司；政府机构、教育事业单位的政策分析和

宣传部门、其他非营利组织；自主创业等。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

理论、基本工具和实践技能，具有一定的管理、组织、协

调和创新能力，熟悉国内外劳动力市场与用工环境，视野

开阔、充满活力，能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从事人力资

源管理以及教学、科研工作的复合、应用型专业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管理学、工商管理

主要课程：管理学、战略管理、市场营销学、组织行

为学、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学、劳动经济学、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员工招聘、绩效管理、薪酬管理、

劳动关系管理、创业学等。

主要实践环节：本专业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组

织学生参加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大赛、推荐学生参加校外精

英企业实习，并进行行业调研、学年论文、校内仿真综合

实验、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实践活动。

主要专业实验：人力资源管理综合实验、仿真实习。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获得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证

证书；海外留学深造、国内考研深造。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100%，2017 届

98.53%

学生就业方向：生产型企业、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咨

询管理公司；政府机构、教育事业单位、其他非营利组织；

自主创业等。

物流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管理理论基础，系统

地掌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基础知识和实际工作技能，了解

国内外现代物流业和物流管理技术发展的动态，具有较高

的外语、计算机应用水平，能在各级经济管理部门、跨国

公司、物流企业及各类工商企业从事物流规划与设计、物

流运作管理、供应链管理、国际采购与物流等相关工作，

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物流管理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管理学、工商管理

主要课程：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统计学、会计学、

商业伦理、物流学、供应链管理、物流成本管理、仓储管

理、采购管理、国际物流、创业学、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

物流管理专业综合实验课等。

主要实践环节：本专业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组

织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广东省物流创新创

业大赛等，推荐学生参加校外精英企业实习，并进行行业

调研、学年论文校内仿真综合实验、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等实践活动。

主要专业实验：ERP( 供应链管理 )、物流管理专业综

合实验课。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海外留学深造、国内考研深造。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100%，2017 届

98.75%

学生就业方向：各种类型的物流企业、生产型企业、

商贸流通型企业等；政府机构、教育事业单位、咨询管理

公司；自主创业等。

工 商 管 理 学 院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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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学 院
SCHOOL OF LAW

SCHOOL OF LAW

2017 年挑战杯国赛一等奖

学院简介

法学院前身为广东商学院法学院，下设一个省级人

文重点研究基地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和一个法律硕士

（J.M）教育中心。目前已发展成为广东省乃至华南地区

法学教育的重要基地。

法学院设立法学专业，开展法学本科、法学双学位、

法学硕士、法律硕士（含在职法律硕士、全日制法律硕士

[ 非法学 ] 和法律硕士 [ 法学 ]）教育。专业教育突出财

经院校特色，以培养精商通法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设立

商法融合专项课程，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开设专门实验

实训课程。目前在校本科学生 1827 人，研究生 463 人，

目前已成为广东省法学全日制本科在校生人数最多的法学

院。

法学院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在广东省法学教育中占

有重要地位。法学院现有专任教师77人，其中教授 32人，

副教授 28 人，有博士学位教师 46 人，是广东高校中具

有博士以上学历和高级职称教师人数最多的法学院。有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 名、教育部法学学科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 1 名、广东省教学名师 2 名、广东省十

大青年法学家 2 名、广州市十大青年法学家 1 名，30 余

人次担任港澳法研究会、中国民事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等

全国性学术研究会理事以上职务。

法学院是华南地区法学教育的重要基地，是国家级特

色专业建设点（2008 年），首批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

培养基地（2012 年），省级试点学院（2014 年），法学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09 年）。法学院法治与经济发展

研究所是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3 年）；法学

专业是广东省高校首个法学名牌专业（2002 年），2011

年获评学校一级学科重点学科；2003 年宪法与行政法学、

诉讼法学获学校首批硕士学位招生资格，2004 年开始招收

硕士研究生；2007 年获法律硕士（JM）授权资格，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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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学 院
SCHOOL OF LAW

年开始招收全日制（非法学）法律硕士和在职法律硕士；

2012 年获评广东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2011 年获得法学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资格。学院学科齐整，现有宪法学

与行政法学、诉讼法学、法学理论、民商法学、经济法学、

刑法学、国际法学七个硕士研究生授权点和法律硕士专业

（J.M）授权点和一个博士后工作站。

近五年法学院教师发表论文 278 篇，取得纵向课题立

项数 88 个，项目经费合计 523.30 万元。取得横向课题立

项数 40 个，项目经费合计 341.20 万元。出版学术专著、

教材等共计 41 部。

为保障实验教学需要，学院建有省内领先的实验教

学中心。目前已建成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各类实验室

9 个，实验室面积达 1460 平方米，实验仪器设备总价近

千万元，构建了涵盖实务实训、模拟仿真、虚拟仿真三种

实验手段的多种实验设施，开展实验项目 200 多个。学院

还设有法律诊所等实训机构，与法院、检察院等实务部门

广泛合作，建立了 30 余个校外实践基地。

为落实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学院设立广

东财经大学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开设“司

法法务”和“企业法务”两个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生源

从学校全日制本科生中遴选，实施生源动态管理。实验区

以商法融合为理念，以协同培养为机制，以应用型、复合

型法律人才培养为目标，开设系列法律实务课程和法商融

合类课程，突出训练学生法律职业技能和培养学生复合型

知识结构。实验班聘请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企业法

务人员承担法律实务课程教学。

咨询电话：020-84096330

专业介绍

法学专业

培养目标：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适应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际需

要。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能、合

理的知识结构，具备依法执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

正司法、高效高质量法律服务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熟悉

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复合型、职业型、应

用型、创新型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本专业的毕业生流向

为立法、司法等国家机关，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及

考研、出国深造等。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法学

主要课程：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刑法学、

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学、国际法学、商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

学、国际私法学、合同法学、证据法学、金融法、婚姻家

庭法学、律师与公证制度、法律英语、司法文书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公、检、法、司等机关见习、律

师事务所、企业单位实习、实验实训等。

主要专业实验：ERP 模拟仿真实习、模拟法庭、法庭

辩论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法学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8.88%、2017

届 98.5%

学生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进入人大、公、检、法等

司法机关及司法、海关、工商、税务等国家行政机关，少

量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及银行、保险等企业单位从事法律服

务工作，有部分毕业生从事专职律师工作。

学生在 2018 年国际刑事法院中文模拟法庭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广东省第二届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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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计 学 院
SCHOOL OF ACCOUNTING

SCHOOL OF ACCOUNTING

学院承办首届广东省管理会计师协会大学生会计税务技能创新大赛

72 人，其中专业教师 58 人。教师队伍中教授 14 人，副

教授 28 人，讲师 16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33 人；全

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 3 人，广东省会计领军（后备）

人才1人，南粤优秀教师2人，入选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

人才工程”省级培养对象 3 人，校级培养对象 13 人，入

选广东省高等学院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对象 3人，入选 2015

年广东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1 人。先后有多名教师作为高

级访问学者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内外名校访学。

近年来，会计学院教师承担科研课题 150 余项，其中国家

级科研课题 12 项，省部级科研课题 41 项，市厅级科研课

题30项，校级科研课题31项，横向科研课题39项；在《管

理世界》、《会计研究》、《金融研究》、《财政研究》、

《统计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30 余篇，

公开发表教研教改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70余部。

会计学院具有良好的教学条件和教学手段，供专业实

验教学使用的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是国家级实验教学

会计学院前身为成立于 1983 年的会计教研室，1985

年成立会计系，1999 年改名为会计学院，是广东财经大

学设立最早的教学单位之一，现有会计学、财务管理、审

计学三个本科专业，一个国际会计 (ACCA) 人才培养创新

实验区和首批广东省协同育人平台“国际化应用型会计人

才协同育人平台”。会计学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广东

省名牌专业；财务管理专业为广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

专业；审计学专业为广东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所属一级

学科工商管理为省级优势重点学科，具有会计学硕士、会

计学专业硕士（MPAcc）、审计学专业硕士（MAud）和工

商管理硕士（MBA）财务与会计方向学位授予权。会计学

院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2459 人，硕士研究生 253 人。

会计学院目前拥有一支职称结构与学历结构科学合

理、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较强的师资队伍。学院现有教工

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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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计 学 院
SCHOOL OF ACCOUNTING

示范中心，拥有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审计智慧教室”和

审计专业综合能力提升实践基地，拥有校外实习基地三十

多个。已形成“手工会计模拟实验——会计、财务管理、

审计电算化模拟实验——校内企业仿真综合实习——校外

实地实习”等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2016 年，学院国际

会计 (ACCA) 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被 ACCA 英国总部认定为

华南地区首个“黄金级培训机构”。

学院在三十余年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高素质、复合

型、应用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在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全国挑战杯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

挑战赛、ACCA“就业力大比拼”、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赛等国内外高水

平大赛中获多项奖励。学院团委获评 2016-2017 年度“广

东省五四红旗团委”，学院学生工作团队获评 2016 年广

东省高校学生工作优秀团队。近五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始终

保持在 99% 以上。

咨询电话：020-84096991  84096491  84096785

              

会计学专业

培养目标：会计学专业是广东财经大学最早开设的专

业之一，秉承广东财经大学“育人为本，全面发展；因材

施教，学以致用”的人才培养理念，立足于培养具有良好

的思想道德、科学精神、人文素养、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

勇于开拓创新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要求，旨在培养适

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

质，具备经济、管理、法律和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能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从事会计方面工作的复合型、

国际化、应用型和创新型专业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经济学

主要课程：经济法、管理学、会计学基础、中级财务

会计学、财务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审计学、成本会计、

管理会计、金融会计、高级财务会计学、会计学专业综合

实验课、税法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校内 ERP 仿真模拟实习、校外实

践基地实习。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会计学硕士，会计专业硕士

（MPAcc），审计专业硕士(MAud),工商管理硕士（MBA）。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9.16%，2017

届 100%

学生就业方向：各类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从

事财务会计实务、会计电算化操作等工作。

财务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财务管理专业是广东省应用型人才示范专

业，旨在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

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具备管理学、经济学、法律和财务管

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能力，以深厚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知

识为基础，经过财务管理专业知识学习积累和思维方式培

养，培养具备扎实的财务管理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知晓

国内外会计、财务管理惯例，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

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能在营利性和

非营利性机构从事财务管理方面工作的综合应用型高级专

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经济学

主要课程：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

信息系统、统计学、会计学、经济法、初级财务管理、中

级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投资学、

跨国公司财务、项目评估、资本市场运作、企业财务分析。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校内 ERP 仿真模拟实习、校外实

践基地实习。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会计学硕士，会计专业硕士

（MPAcc），工商管理硕士（MBA），金融学硕士。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9.12%，2017

届 99.43%

学生就业方向：大中型工商企业、商业银行、保险公

司、各类投资基金和金融机构等单位从事财务管理、投资

分析等工作。

学生活动——真账实操之文化广场

专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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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

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具备经济、管理、法律

和审计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通晓审计、会计准则及相关

的经济法规，掌握现代审计理论、方法和手段，能在经济

管理领域从事会计、审计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法学

主要课程：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

信息系统、统计学、财务管理、税法、经济法、初级财务

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学、高级财务会计学、审计学基础、

注册会计师审计、计算机审计、内部审计、政府审计、独

立审计准则、审计专题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校内 ERP 仿真模拟实习、校外实

践基地实习。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会计学硕士，会计学专业硕士

（MPAcc），审计学硕士，审计学专业硕士（MAud）。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100%，2017 届

99.14%

学生就业方向：大中型工商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

门、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的审计实务工作。

师生第三课堂交流活动

会 计 学 院

SCHOOL OF ACCOUNTING

学生活动——党建带团建实践活动之参观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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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学 院
SCHOOL OF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学院举行一年一度的模拟广交会 

学院简介

经济学院是广东财经大学教学科研实力最雄厚的学院

之一，在全国同类院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学院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设有

特色高水平经济学院为目标，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专业教学

与学科建设为依托，以“优化队伍、拓展资源、强化质量”

为主线，积极探索“开放、协同、实用、有效”的人才培

养模式，形成了“创新创业、开放协同、服务发展、社会

满意”的办学特色与“队伍年轻化、资源多元化、成果高

端化、保障体系化”的办学优势。

学院现有教职工 87 人，其中专任教师 72 人，专任教

师中有教授 19人，副教授 19人，教师中“广东特支计划”

青年文化人才 1 名，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 2

人，取得博士学位的 53 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合作导师

2 人，“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硕士生导师 26 人，

具有海外工作学习经历的教师 27 名；学院还同时聘请了

裴长洪、张宇燕、贾根良等一批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经济

实践的成功人士为学院的客座教授和多名实践指导老师，

形成了一支具有较高教学科研水平的师资队伍。

学院现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含

1+2+1 国际商务实验班和国际商务实验区）、经济统计学

4 个本科专业，目前在校本科生 2597 人，四个本科专业

招生一直都是热门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名列前茅，而

且就业质量高，每年均有优秀的毕业生考取南京大学、武

汉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名校的硕

士研究生，还有一批学生申请到加州大学、北卡罗纳州立

大学、温莎大学、伦敦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悉尼大学

等国外知名高校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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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现有研究生 200 余人，有 1 个应用经济学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 3 个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和保险（MI）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其中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分别是省级优势重点学

科和特色重点学科，保险专业硕士 2016 年综合得分进入

全国十强，在华南地区排名第一；建有广东省联合培养研

究生示范基地 2 个；区域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开放发展创新

研究团队为省级创新团队。学院现拥有广东省普通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东财经大学国民经济研究

中心、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开放型经济创新研究

中心；成立了地区经济运行仿真实验室等 5 个科研机构。

硕士毕业生就业率每年均为 100%，而且就业层次高，近 5

年，学院获得各类课题120余项，其中国家级课题13项，

实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零”的突破。在《中国社

会科学》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238 篇。研究报告得到时

任广东省委书记、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

洋同志的高度肯定性批示，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10 余

项，其中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3项。

学院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学专业

为广东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

广东省省级名牌专业和特色专业，国际商务专业为广东省

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立项建设专业，经济统计学专业为校

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和省级特色专业，企业国际化高

级商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为广东省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实验区。国际贸易等多门课程为国家级或省级双语教学

及精品示范课程。学生在大学生“挑战杯”、“双百工程”、“全

国市场调研大赛”、“全国数学建模”、“美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各级各类比赛中，

获得省级以上各种比赛奖项近百项，其中获大学生市场调

查与分析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4项；获得 2017 年（第五届）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一等奖一项；获 2017 年第七届

挑战杯广东省赛特等奖和全国赛一等奖与二等奖各一项，

获得2017年SAS中国高校数据分析大赛百强，近两年获“攀

登计划”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项目 5项。 

学院坚持国际化办学思维，近五年每年选派 8-10 名

教师到国际知名大学培训访学，每年承办国际学术会议，

创建了广东财经大学—乌普萨拉大学—斯德哥尔摩经济学

院“中—欧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了“中美人才培养计

划”1+2+1 本科国际商务专业实验班。与国（境）外 10 多

家高等院校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咨询电话：020-84096896  84096038  84096920

专业介绍

经济学专业

培养目标和特色：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综合素质较高，比较系统地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与分

析方法，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和较高的外语、

数学、计算机应用能力，知识面广，具有向经济学和管理

学等相关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能从事经济分析、预测、

规划和经济管理工作，能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

教育部门和研究机构从事与经济有关的各项工作的复合型

应用人才。

作为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经济学专业从大经

济学科的视野出发，构建以“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 + 现代

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 中国经济改革与实践”为内容的三大

板块经济学理论课程体系，建立强化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

和实验实践教学的长效机制；强化学生的科研训练，通过

课堂写作、导师指导、课外研讨、社会实践、学习交流等

多个环节训练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改变过去那种单一、

单向传递知识和学习被动接受知识的模式，确立“知识传

递 - 融通应用 - 拓展创造”的梯度教学目标，通过师生共

同参与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体验式教学等方式培养学生

发现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经济学

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初级微观经济学、初级宏观

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双语)、中级宏观经济学（双语）、

计量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流派、经济史、《资本论》选读、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统计学、经济研究方法、经济预测与决策、世界经济、法

经济学、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公司治理、财政学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包括实验课程）实践教学

环节、校内外实践教学环节（社会实践、行业调研、企业

见习、品牌竞赛活动、ERP和企业仿真实习等）、校外实习（实

习基地集中实习和分散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学

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等。

主要专业实验：计量经济学、经济预测与决策、实验

经济学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申请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

留学或考上国内名校攻读经济学大类的硕士研究生。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9.29%，2017

经 济 学 院
SCHOOL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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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学 院
SCHOOL OF ECONOMICS 

届 99.35%

学生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

大型公司、新闻与出版机构、大专院校、经济研究机构、

经济咨询及各种经济服务部门从事理论研究、决策咨询、

综合管理等工作。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培养目标和特色：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掌握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系统的国际经贸专业知

识和商法融合类知识，熟练掌握 WTO 国际贸易规则、世界

各国经济文化背景和政策法规，具有较强的国际贸易实务

操作能力，认识与把握国内外经济、贸易的运行机制和发

展规律，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创新创业精神，具

有“专业基础好、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特点，能

在涉外企事业单位、涉外中介机构等部门从事相关国际经

贸的实务操作、管理和服务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

新型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广东财经大学设置最早的专业

之一，先后成为“学校重点建设专业”、“校级重点学科”、

“广东省名牌专业”、“广东省特色专业”。“国际贸易”

课程为校级精品课程，广东省精品课程培育课程，国家级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等。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经济学院院

长为专业负责人，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 8 人，名校博士毕

业 8 人，有海外研修经历 7人，授课十佳青年教师 2人，

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论证专家 1 人，省级科研创新团队带

头人 1 人。目前紧紧抓住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及“一带

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省自由贸易实验区等建设的

机遇，围绕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学科的发展定位，以学生

发展为本位，以申报国家级特色专业为契机、以推动专业

认证为抓手打造高水平，以产教融合为抓手夯实应用型，

以国际化、信息化为“双轮”助力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发

展，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学科建设水平、科学研究与

社会服务能力。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学

主要课程：国际贸易、商务英语函电写作与翻译、国

际结算、国际市场营销（以上课程为双语教学或全英文教

学）、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学、

会计学、财政学、国际金融、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国际

贸易实务、基础商务英语、商务英语视听说、BEC 商务英

语高级、国际商务谈判、电子商务、国际服务贸易、国际

技术贸易、世界经济、贸易数据库与分析工具、国际商法、

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国际贸易法案例专题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包括实验课程）实践教学

环节、校内外实践教学环节（社会实践、行业调研、企业

见习、品牌竞赛活动如模拟广交会等）、校外实习（实习

基地集中实习和分散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学年

论文和毕业论文等。

主要专业实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综合实验课、计

量经济学、电子商务、国际商务谈判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考取国内名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

业或其他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出国留学。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8.94%，2017

届 97.96%

学生就业方向：外贸行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专业

相关的跨境电商、IT 互联网等行业，通信 (移动、联通、

电信 ) 行业，考取不同岗位的公务员和不同高校的研究生

等。

国际商务专业

培养目标和特色：本专业以经济、管理和法学学科

为平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经济学基础知
学生获得 2017 年 SAS 中国高校数据分析大赛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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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扎实，系统掌握国际商务理论和实务知识，熟悉国际

商务法律法规，具有应用外语、数理分析和信息技术手

段的能力和较强的国际商务沟通能力，适应企业国际化

经营，能在跨国集团、涉外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从事

商务管理、商务活动策划、法律咨询、政策研究等工作

的复合型、外向型、应用型人才。

国际商务专业拥有广东省国际暨港澳台合作创新平

台 " 中欧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高级商务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中美联合创新人才培养实践

基地（国际商务）等专业平台，同时与广州市智干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建综合实习基地，能为学生提供

良好的科研与实践平台。国际商务专业师资力量雄厚，

90% 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丰富，

多位教师具有大型企业工作经历与经验或在国外著名大

学访问研究的经历。培养过程中注重文化特质培养，提

升跨文化管理意识和能力；注重商法融合，完善跨学科

国际商务知识体系，增强国际商务实践能力。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经济与贸易、商法学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积分、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应用商务统计学、计量经

济学、管理学、会计学、全球营销管理、跨文化商务沟

通、国际商务谈判、国际商法及环境、国际财务管理、

国际经济学、全球品牌管理、国际战略管理、组织行为

学、电子商务系统、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BEC 商务

英语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包括实验课程）实践教

学环节、校内外实践教学环节（社会实践、行业调研、

企业见习、品牌竞赛活动如国际商务谈判大赛等）、校

外实习（实习基地集中实习和分散实习、专业实习和毕

业实习）、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等。

主要专业实验：计量经济学、国际结算、国际商务

谈判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在国内外高等学校等攻读经济

学、管理学等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7.83%，

2017 届 100%

学生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政府部门、跨国公司、

各类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驻外机构从事国际贸易、国

际物流、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研究、管理和咨询工作。

国际商务专业（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报考条件：高考英语成绩 100 分及以上且只招收有专

业志愿的考生

项目介绍：国际商务专业（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作

为教育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CEAIE）、中教国际教

育交流中心 (CCIEE) 和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 (AASCU)

合作框架下的“1+2+1 中美合作交流”项目（144 所中美

大学参加该项目，其中中方大学114所，美方大学30所），

是广东省人才培养模式重点建设的创新实验区（班），旨

在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国际创新性人才。我校于

2014 年启动该项目，与美国北亚利桑那等美国高校对接，

以“双校园”、“双教学”、“双学位”为特色，中美高

校互认学分、共授学位，毕业后可获得中美两所大学的文

凭，迄今已有50多名学生全部获批赴美进行对接学习（其

中 33人在北亚利桑那大学、1人在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

分校）。我校探索中外合作本科实验班模式取得了出色的

办学成效，于 2015 年 10 月成为教育部“《中美人才培养

计划》121 项目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基地”，并获“2015 年

度《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项目突出贡献奖”，2017 年

被评为《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项目先进单位。第一批

19名学生中有 14名登上“院长名单”，期中 7人获得 4.0

的全科满分成绩。多名学生在美期间参加了各种竞赛活动

并取得优异成绩。

项目优势：

学生首获全国统计建模大赛一等奖

经 济 学 院
SCHOOL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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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优势：本项目列入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成

果清单。

• 平台优势：中美项目院校可在项目平台上进行多

对多校际合作，中方学生可在项目平台上的 24 所与广东

财经大学合作的美方高校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

• 双学位优势：参加《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双

学位项目的本科生可用四年时间，同时获得广东财经大学

的管理学学士学位和美国对接高校的商科类学士学位。所

获得的文凭和学位均为中美两国政府及国际承认。

• 录取便捷：参加《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双学

位项目的合格学生，无须提供托福成绩即可申请，取得美

方大学录取通知书和美国签证。

• 签证优势：项目学生统一办理签证，申请学生赴

美签证率始终保持在 98.5% 以上。

• 保障优势：《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双学位项

目由中交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和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主

办和全程监督，同时所有中美项目院校均配备协调员老师

对 121 项目学士进行全程管理。

• 就业及深造优势：由于学生同时拥有中美两国大

学的文凭和学位以及良好的赴美出入境记录，学生毕业以

后可到美国或其他国家继续深造并易于获得奖学金。学生

在中美两国学习过程中，随着对两国社会、文化和科技更

为全面与深入的了解，逐渐成长为熟练掌握英语，拥有专

业知识，具备国际视野并通晓国际规则的国际化人才，有

利于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提升。

• 节省费用：本项目较一般留学路径节省约 50% 的

成本。

培养目标：本实验班培养熟悉中美文化，兼具国际视

野、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经济学和管理学基

础扎实，系统掌握国际商务规则和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

具备优良的思想品德、团队协作精神和跨文化商务沟通能

力，能够有效运用全球市场战略，分析和运用财务信息、

识别和解决商务问题，能够在跨国公司、涉外企事业单位

和政府部门从事国际化运营和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

国际化人才。

培养模式：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按照 1+2+1 模式联合

培养，学生先在广东财经大学完成规定的课程和学分，并

取得托福成绩（总分至少 70 分）或雅思成绩（总分至少

6.0），然后在美国对接高校完成规定的课程和学分，再

返回广东财经大学完成规定的后续课程和学分。在学习期

限内同时达到两校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将分别获

得广东财经大学的管理学学士学位和美国对接高校的商科

类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管理学、经济学、法学

国内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全英）、宏观经济学（全

英）、微积分、会计学、跨文化商务沟通、国际财务管理、

管理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全英）、全球营销管理、全球

品牌管理、贸易实务与管理（全英）、国际物流与供应链

管理、商务英语听力、商务英语口语、商务英语阅读、商

务英语写作等。

国 外 主 要 课 程：Finite Math（ 有 穷 数 学）、

Principle of Finance（ 金 融 学 原 理）、Financial 

Accounting（财务会计）、Introductory Investments（投

资学）、Money and Banking（货币银行学）、Corporate 

Managerial Finance（ 公 司 管 理 金 融）、Financial 

Analysis & Working Capital Mgt.（财务分析和资本市

场运营）、Intro to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计

算机信息系统）、Managerial Accounting（管理会计）、

Legal Environment of Business（商务法律环境）、

Applied Business Statistics（应用商务统计学）、

Production & Operations Management（生产运营管理）、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管理信息系统）、

“1+2+1”中美人才培养实验班任课教师在美国佩斯大学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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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Organizing & Leading（管理组织和领导）、

Business Communication（商务沟通）、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营销学）、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 Organizational Behavior（组织行

为学）、Project Management（项目管理）、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管理决策）、Strategic Management

（ 战 略 管 理）、Business Ethics（ 商 务 伦 理）、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Theory（中级微观经济学

原理）、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Theory（中级宏

观经济学理论）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包括实验课程）实践教学

环节、校内外实践教学环节（社会实践、企业调研、品牌

竞赛活动如国际商务谈判大赛等）、校外实习（实习基地

集中实习和分散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学年论文

和毕业论文等。

主要专业实验：计量经济学、国际商务综合实验课、

国际商务谈判、商业策划等。

学生就业方向：能够在跨国公司、银行、涉外企事业

单位、国际商贸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政府

部门从事国际化运营和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国际化

人才。学生亦可选择在国际商务、国际经济等领域进一步

深造。

收费标准：

（一）在我校按第一学年专业学费人民币 2410 元、

专业培训费人民币 25,820 元收取，每学期按在我校所选

修的学分，每学分 60 元收取学分学费。( 国内期间的住

宿费等另计 )

第四学年按专业学费人民币 2410 元、专业培训费人

民币 5,820 元收取，每学期按在我校所选修的学分，每学

分 60 元收取学分学费。（国内期间的住宿费等另计）

（二）在美国学习期间的学费，由美国对接高校按其

当年收费标准收取。以北亚利桑那大学 2018 年公布的总

费用为例：学费约19,200美元/学年、基本食宿费约9,600

美元 / 学年、保险费及学杂费约 4,000 美元 / 学年，两学

年总费用合计约 65,600 美元，按 1:6.5 汇率计算，约合

人民币 43 万元。（注：实际费用届时以美国对接高校提

供的数额及当日汇率为准；如需修读语言课程、夏季学期

课程或实验班教学计划外课程，费用另计。）

（三）本实验班项目合作单位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

收取申请费、中方留学服务及手续费、美国非移民签证申

请费、SEVIS I-901 费等共计人民币 25,300 元，以及项目

境外管理费 3,000 美元；另收取回国保证金人民币 50,000

元并在学生于规定期限内回国返校后全额无息退回。

【注】

① 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是由教育部中国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注册成立的以从事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为主业的

独立法人机构，是首批获得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

局资格认定，可开展跨省市自费出国留学服务业务的全国

性机构之一。

② 本实验班新生须在 2018 年 12 月 20 日前，向中教

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一次性缴付“申请费、中方留学服务及

手续费、美国非移民签证申请费、SEVIS I-901 费”等共

计人民币 25,300 元。

③ 本实验班学生须在获得美方大学录取通知书后，

向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一次性缴付  “项目境外管理

广州校区实验楼

第十一届模拟商务谈判大赛比赛现场

经 济 学 院
SCHOOL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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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3,000美元和“回国保证金”人民币50,000元（该项“回

国保证金”在学生于规定限期内回国返校后全额无息退回）。

④ 本实验班学生须在获得美国签证后，向美方大学预

交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等费用。

⑤ 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的相关收退费办法，详见该

中心的《“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双学位项目出国留学

委托服务合同》。

经济统计学专业

培养目标和特色：培养经过统计学、数据科学和经济

学课程训练，系统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具有经济、

金融、大数据等相关学科的专门知识，能熟练地运用计算

机处理数据和分析数据，能够承担社会经济和企业经营管

理大数据收集、处理与深度分析工作，胜任企事业单位和

经济、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采集、统计数据分析与管理、

经济预测等工作的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

经济统计专业是省级特色专业，在培养过程中不断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建设了基于大数据分析和经济管理等多

专业融合的核心课程群；拥有跨专业、跨课程教学模式的

实验教学团队；以中央财经支持地方建设专项基金建设的

仿真实验室平台为基础，以现代教育技术为手段，建成经

济统计学专业网络教学平台。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

主要课程：数学分析、离散数学、高等代数、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

财政学、会计学、计量经济学、国民经济统计学、企业经

营统计学、时间序列分析、应用随机过程、多元统计分析、

市场调查与预测、计算机基础、C++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

数据结构与算法、数据挖掘 -Celemetine、Python 编程、

数据处理技术与 SPSS、数据分析技术与 SAS、R 软件与大数

据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包括实验课程）实践教学

环节、校内仿真综合实习、毕业实习、学年论文和毕业论

文等。

主要专业实验：计量学经济学、时间序列析、 多元

统计分析、  投入产出分析、 C++ 程序设计、 数据挖

掘 -Celemetine、Python 编程、数据处理技术与 SPSS、数

据分析技术与 SAS、R 软件与大数据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在国内外高等学校等攻读经济学、

管理学等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100%、2017 届

98.6%。

学生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企事

业单位从事资料（信息）收集与管理、数据分析与处理、

预测与计划等工作；在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银行等金融

机构从事风险管理与评估等工作；在科研、教育部门从事

教学与科研等工作。

学生荣获第 37 届头脑奥林匹克大赛大学组世界第六名

学生参加第一届广东高校模拟联合国大会获得最佳代表团奖 

学生冯永健作为青年代表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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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第十五届广东省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荣获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

学院简介

信息学院是 2000 年由信息管理系、计算中心等部门

合并而成。全院现有教职工 84 人，专任教师 70 人，其中

教授 16 人、副教授 27 人、博士 45 人、在读博士 5 人， 

12 位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工程培养对象。信息学院有管

理科学与工程一级硕士点，技术经济与管理硕士点，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工程领域）专业硕士学位点。开

设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商务、

软件工程四个本科专业，其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于

2004 年被评为广东省名牌专业、电子商务专业于 2009 年

被评为广东省特色专业。学院的四个本科专业与位于美国

纽约的佩斯大学等国外高校以 3+2 的合作模式开展本、硕

联合培养。学院在校全日制本科学生、研究生 2048 人，

已向社会输送毕业生 5600 多名。第三方评价机构统计，

2017 年信息学院毕业生平均就业年薪排名列全校第一。

信息学院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着力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坚持“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其在经济、管理、商贸等领

域的应用为特色”的学科发展思路。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

电子商务采用校、政、行、企结合，在校内开展跨境电商

创业实训实操及电子商务软件开发的培养全程与应用结

合；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以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金融

及财经数据分析和挖掘为切入点；以校企共建校内校企共

建的多个研发基地为依托，全天候参与实际软件开发、VR

设计及物联网项目开发的培养模式开展计算机和软件开发

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学院近年来，承担或完成包含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部省级以上课题30余项。出版专著5部。

软件著作权数十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500 多篇，其中有

一百多篇论文被 SCI、EI、ISTP 等收录。

信息学院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改善办学条件、注重教学研究与改革，大力提升专业建设

的水平与质量。“电子商务物流”获得国家级双语示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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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获得省级以及校级教研项目三十多项，省级教学成果

奖3项。学生积极参加各类竞赛活动，获国家级奖励17项、

省级奖励 54 项，其中获第六届“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

银奖 1项、2012 年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2009

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颁发的“全国先进班集体”等荣誉。

先后同世界顶级信息技术服务公司 TCS（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东软、用友、金智、H3C、恒

拓开源、中科院软件所广州分部、广州慧扬信息、广东智

慧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建

立校内外人才培养实习、开发基地三十多个，使学生在项

目开发中提升能力。力争让多数学生毕业前具有实际项目

开发经验。

在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理论水平的基础上，以创业实

训、项目实训为抓手，以校企、校政合作模式设立了广东

财经大学东莞电子商务研究院。与东莞的政府和产业集群

合作开展电子商务创业实践，依托毗邻广交会会展中心及

“广州琶洲互联网创新聚集区”的区位优势，作为中国电

子商务协会合作单位与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的支撑单位，

以及地方电子商务协会的良好合作关系。以东莞的世界制

造基地，虎门的服装产业链集群、广新控股、广州华新集团、

深圳一德集团为供应链背景，发挥与淘宝、京东、ebay、

amazon 等国内外知名电子商务平台的良好的校企合作关

系，合作开展电子商务的创业实践，设立了校园电子商务

产业孵化园，校企合作校内研发基地，实现实习实训校内

外同步实施，全学段实践衔接。实现实训、创业、就业的

无缝对接。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办学，拓宽学生的视野，与美国

佩斯大学等国外高校合作进行 2+2 双学士、3+2 本科、硕

士联合培养，使我院 4 个本科专业的学生经过我校二、

三年的本科培养，英语托福 80 分以上，通过双方认定就

直接进入美国佩斯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本

科、硕士阶段学习，用四、五年左右的时间获得我校颁发

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及美国佩斯大学颁发的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学位证书，基于计算机在美国的高就

业率的现状，有很多机会实现在纽约华尔街、硅谷工作。

赛登伯格学院毕业生均可获得 36 个月 OPT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合法在美国企业带薪实习的机会。

或优先获得全额奖学金在佩斯大学等国外高校攻读计算机

博士学位的机会。

信息学院所有专业本科前三年学习成绩平均 75 分以

上，托福成绩80分以上可以直接转入中美联合3+2的本、

硕双学位联合培养模式，根据项目合作协议，学生在该校

硕士研究生（共 30 学分）单位学时学费减免 30%。经过共

五年的学习，达到相应要求，可获得广东财经大学的本科

学历和学士学位及美国佩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学

位。获得硕士学位者有机会在美国曼哈顿或硅谷的 IT 公

司实习。有机会获得全额奖学金在美国佩斯大学攻读博士

的机会。

【注】美国佩斯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已连续 30 多

年获得ABET（美国应用科学、计算机及工程课程认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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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认证。该校毗邻 IBM Yorktown 研究中心和 Verizon、

At&T、Qwest、Philips 等国际知名 IT 或金融公司，并已

与之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每年均有大批毕业生在这

些公司就业。该校本科生实习项目 2013 年 US News 全美

排名第五，目前已有 2800 多位校友成为 CEO 或董事长。

信息学院坚持“重责任、讲团结、谋发展，内强素质、

外塑形象”的工作理念。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努力把学

院建成在国内财经类院校中声誉好、质量高、特色鲜明的

信息学院。

咨询电话：020-84096901

专业介绍

电子商务专业

电子商务是广东省级特色专业，以跨境电商创业实训、

项目实训为抓手，以产、学、研、用、校、政及行业协会

合作模式，合作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的创业实践，实现实训、

创业就业的无缝对接。培养现代信息技术和现在商贸技术

相结合的复合型、应用型电子商务（特别是跨境电商）专

业人才。

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现代信息

技术，现代商贸理论与实务的复合型人才。要求学生系统

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经济管理理论与方法、现代商贸理论

与实务、网络贸易、网络营销的理论与知识；掌握电子商

务（特别是跨境电商）系统的分析、设计、实现和评价的

技术；了解进行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具备较强的实践能

力与创新意识，能够从事电子商务技术、运作与管理的高

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经

济学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

理学、会计学、网络经济学、网络营销学、网络金融、电

子商务物流、电子商务系统开发与管理、客户关系管理、

移动商务、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程序

设计、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软件工程与实践、信息安全。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计算机基础训练、课程设计、电

子商务综合实践、实战网络营销、网上创业、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参加经管类国家示范实验中心 ERP 系统实习，

广东省电子商务市场应用重点实验室进行电子商务安全及

应用实习。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电子商务试验教学基地

进行电子商务实务，网上广交会实践。在校学习期间可进

入校内校园电子商务产业孵化园、企业合作研发基地参与

实际电子商务（特别是依托主流跨境电商平台的运营）运

营和项目的开发。社会调查、行业调研、毕业实习、毕业

论文。

主要专业实验：程序设计课程设计、数字与模拟电路

实验、数据结构实验、计算机网络实验、电子商务信息系

统开发、ERP 仿真实习。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攻读管理科学与工程、经济与贸

易、计算机应用等专业硕士。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100%，2017 届

98.45%

学生就业方向：在国家政府机关从事电子政务系统的

建立、管理和维护工作，或在物流、证券、广告、银行等

 广东财经大学东莞市电子商务研究院签约仪式

信 息 学 院
SCHOOL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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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从事电子商务系统的建立、管理和维护工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培养

计算机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专业，该专业融合我校的经济、

管理等学科背景，具有计算机技术扎实的特点，以计算机

在管理、金融等方面的应用为特色。该专业就业面广，拓

展性强。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系统地、

扎实地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知识、方法及

技术，具有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网络、云计算、智能信

息处理、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数

据库系统的分析、设计、维护和管理能力，具备较强的实

践能力与创新意识，能在科研部门、学校、政府部门、企

业和金融服务部门等各行业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计算机

系统和网络设计、管理与维护、软件系统开发与管理等工

作的高素质应用人才。

专业方向：互联网金融、网络工程、多媒体技术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 , 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离散数学、数字与模拟电路技

术、计算机组成原理与汇编设计、程序设计、数据结构、

算法分析与设计、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网络、

软件工程、信息安全。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包括硬件电路设计及调试、计算

机基础训练、课程设计、专业综合实践、社会实践、毕业

实习、毕业论文。在校内恒拓开源的合作研发基地参与实

际项目的开发。在 TCS（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东软、用友、金智、H3C、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建立的

人才培养基地进行项目实习，使学生在项目开发中提升能

力。进入中外合作办学 2+2 项目的学员将在美国曼哈顿或

硅谷的IT公司实习，并有在美国带薪实习和工作的机会。

在校学习期间可进入校内企业合作研发基地参与实际项目

的开发。具体信息见我校信息学院的主页。

主要专业实验：程序设计课程设计、数据结构实验、

数字与模拟电路实验、微机接口技术实验、计算机组成原

理实验、操作系统实验、数据库原理实验、计算机网络实

验、软件工程课程设计、专业综合实践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攻读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

应用技术专业硕士。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100%，2017 届

98.57%

学生就业方向：IT 行业软硬件开发和系统维护；计

算机网络建设与维护；政府机关、银行、证券、保险、电

信等行业从事计算机管理、数据处理和维护；在科研、教

学部门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有机会在美国华尔街或硅谷

工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创新实验班）

“具有财经院校特色的计算机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实验区”于 2012 年获批为广东省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实验区，培养掌握计算机科学基本理论知识、技能、方

法，具备计算机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能力，有创新意识和

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在 IT 应用领域和经济、商务相关领

域从事软件系统设计、开发与应用、大数据分析和智能计

算等工作，具有较强竞争优势和卓越工程师潜质的高级复

合型 IT 人才。

培养目标：本实验班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系统掌握计

算机科学理论知识、方法、技术，具备计算机软硬件、计

算机网络、人工智能、数据库系统的分析、设计、维护和

第十八届 IT 文化节开幕式暨大学生创新创业论坛

信 息 学 院
SCHOOL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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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能够在政府

部门、科研院所、学校、企业、金融服务行业从事计算机

科学研究、计算机系统和网络设计、管理与维护、软件系

统开发与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国际化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离散数学、数字与模拟电路技

术、计算机组成原理与汇编设计、程序设计、数据结构、

算法分析与设计、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信息安全，人工

智能基础、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图像处理、

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计算机网络、算法分析与设

计、人工智能基础、linux 应用开发、工程数据分析、云

计算体系架构、移动应用开发、物联网技术、网络规划与

管理、网络安全、TCP/IP网络编程、大型数据库系统应用、

大数据分析与挖掘、计算机前沿技术专题、软件工程。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硬件电路设计及调试、计算机

基础训练、课程设计、专业综合实践、社会实践、毕业实

习、毕业论文；在广东财经大学校内合作研发基地参与实

际项目开发，在广东财经大学与 TCS（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东软、用友、金智、H3C、广州中科院软件

所等国内外知名机构合作建立的校外人才培养基地进行项

目实习。在校学习期间可进入校内企业合作研发基地参与

实际项目的开发。

学生就业方向：可以在 IT 行业中的软硬件开发与系

统维护或计算机网络建设与维护等部门，或在政府机关以

及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等企事业单位，从事计算机管

理、数据处理与维护、人工智能等工作；也可以科研院所

或学校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或者继续攻读计算机软件与

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的硕士及博士学位。

 学校与美国佩斯大学讨论合作开展计算机人才培养方案

信 息 学 院
SCHOOL OF INFORMATION 

软件工程专业

软件工程专业结合广东财经大学的特色，培养面向经

济、管理领域的软件项目管理和软件设计人才，在校实践

课程多，重点强化学生能力训练，使学生在实际项目开发

中提升能力。该专业要求数学、物理基础好，英语能力强，

该专业需求广、就业薪酬高。

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自然

科学和人文社科基础知识、计算机科学基础理论、软件工

程专业及应用知识，具有软件开发能力，具有软件开发实

践和项目组织的初步经验，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具有竞

争和团队精神，具有良好的外语运用能力，能适应技术进

步和社会需求变化的高素质软件工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程序设计、数据结构、面向对

象程序设计、操作系统、编译原理、数据库原理、软件工程、

系统分析与设计、统一建模语言及建模工具、软件项目管

理、软件测试技术、软件构件与中间件技术、计算机网络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软件开发、课程设计、专业拓展

训练、专业强化训练、专业综合实践、社会实践、毕业实

习、毕业设计，在校内恒拓开源的研发基地参与实际项目

的开发。在 TCS（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东软、

用友、金智、H3C、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建立的人才培

养基地进行项目实习，在校学习期间可进入校内企业合作

研发基地参与实际项目的开发，使学生在项目开发中提升

能力。社会调查、行业调研、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主要专业实验：程序设计课程设计、数据结构实验、

数字与模拟电路实验、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操作系统实

验、数据库原理实验、计算机网络实验、软件工程课程设

计、软件测试、应用软件系统综合设计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攻读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

应用技术等专业硕士。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8.44%，2017

届 98.62%

学生就业方向：IT 行业软件开发和系统维护；政府

机关、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等行业从事计算机管理和

软件设计；在科研、教学部门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广东省级名牌专业。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管理理论与信息技术相互渗透的综

合性专业，研究信息技术与管理融合所产生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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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主要培养具有经济与管理知识、掌握大数据分析等

信息技术应用、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级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

人才。毕业后能够在国家各级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工商

企业和科研机构从事信息系统二次开发、系统流程再造、

数据采集分析、信息化战略制定、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信息系统实施与管理、信息系统审计等工作。

我校该专业是培养将 IT 技术应用于管理、金融领域

的复合型、应用型的专业人才。该专业拥有优秀的师资队

伍和良好的实验环境、丰富的校内外合作基地，就业前景

好，就业质量高。

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计算机及

互联网和金融基础理论知识，熟练掌握计算机和互联网技

术，掌握金融理论和互联网金融产品分析与设计方法，有

较强的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能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

工商企业、科研部门从事信息技术的应用和信息系统分析、

设计、实施工作，并以此解决管理和评价问题，帮助社会

经济组织提高现代化管理效率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

理学、管理统计学、管理运筹学、数据库原理、数据分析

方法与工具、商务智能、数据分析与管理决策、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电子商务及 web 开发、

移动开发技术与应用、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管理信息系

统、信息系统项目管理、企业信息系统及应用、数据库原

理、操作系统、云计算体系结构、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

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系统、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移动开

发技术与应用、移动商务。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计算机基础训练、课程设计、管

理信息系统工程实践、仿真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参加经管类国家示范试验中心 ERP 系统实习，深圳市天软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工程支撑平台开发实践。在校学习

期间可进入校内企业合作研发基地参与实际项目的开发。

社会调查、行业调研、毕业实习。

主要专业实验：程序设计课程设计、数据库系统设计、

计算机网络、金融分析平台分析与设计、管理信息系统开

发。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攻读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应

用技术、金融工程硕士学位，本科前三年学习成绩平均 75

分以上，托福成绩 80 分以上可以直接转入中美联合 3+2

的本、硕双学位联合培养模式，经过共五年的学习，获得

广东财经大学的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及美国佩斯大学或美

国西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8.7%，2017

届 98.58%

学生就业方向：在国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银行、

证劵、保险、电信、管理咨询公司、IT 行业从事计算机

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维护以及管理咨询与服务等工作；

在科研院所、教育系统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

信息学院 2017 级新生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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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承办 2017 年科技金融产业协同创新研讨会

学院简介

金融学院的前身是 1988 年建立的投资经济系，设有

投资经济专业。1998 年增设货币银行学专业，1999 年根

据教育部关于高校本科专业调整的精神，将投资经济和货

币银行学合并为金融学专业，改名为金融学系，2003 年

更名为金融学院。学院现设有金融系、投资系、金融工程系、

保险系等四个系，现有 1 个科研实体机构：广东省珠三角

科技金融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中心，3 个非实体科研机构：

理财研究中心、粤港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中心、佛山金融

科技产业创新研究院。学院现有专任教师53人，教授16人，

副教授 18 人，具有博士学位专任教师 46 人，博士生导师

1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27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 人，

广东省珠江学者 1 人，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培

养对象 2 人，广东省师德先进个人 1 人，南粤教书育人先

进个人 2 人，南粤优秀教师 2 人，具有美国、英国、加拿

大、日本等国访学、交流经历的教师 15 余人，已初步形

成科技金融和微金融等两个研究团队。

金融学专业 2003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 年被

批准为广东省名牌专业，2009年被批准为国家级特色专业。

金融学科 2010 年获得全国首批金融硕士（MF）学位授予

权，2011 年荣获中国人民银行唯一支持申报的科技金融

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博士项目。2012 年以金融学科为主打方

向申报的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获批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

2014 年珠三角科技金融产业协同中心获首批广东省协同

创新发展中心。《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分别于

2006 年和 2011 年获省级精品课程，《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于 2013 年获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立项，投资学专业于

2014 年获批为广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金融

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团队”于2014年获批为省级教学团队。

2014 年金融学院与西澳大学开展金融学专业本科生“2+2”

金 融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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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培养模式。2015 年《现代投资理论》获批我校首个省

级研究生示范课程，2015 年金融学专业获批省级综合改革

试点专业，证券投资学被评为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获省

级立项，获得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

立项3项。2016年《金融工程学》获批省级研究生示范课程。 

2017 年保险专业获省级特色专业立项。    

近 5 年来学院共获各类课题 93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

项目共计 22 项，获得其他省部级与横向科研项目立项近

50 项，科研经费达 1300 多万元。教师发表学术论文近

300 篇，《经济研究》、《Applied Energy》、《Energy 

Policy》、《Energy》、《管理科学学报》、《金融研究》、《财

贸经济》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在核心期刊上发

表论文 210 篇；出版学术著作 13 部，教材 5 部。国家社

科基金规划办成果要报刊发 2 篇文章；获得广东省哲学社

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5 项；广东

省金融学会成果奖 5项；广东省社科联学术年会奖 2项。

金融学院人才培养目标着眼于数理分析型、市场营销

型、实践应用型相结合的金融专业人才，突出实践应用能

力培养。现有本科生 2200 人，研究生 269 人。累计培养

本科生近万名，自 2004 年招收研究生以来，已有 580 余

人获得硕士学位，培养的学生已成为银行、证券等金融领

域的精英，他们以扎实的金融学专业功底、勤恳的工作态

度在社会上塑造了金融学院良好形象。先后有 10 多名研

究生考取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研究生。

为提升学生的职业应用能力，学科点一直在探索协同

育人，2012 年学院与深圳市证大速贷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广财证大微金融学院”，打造微金融创新协同育人中心，

建立微金融实习基地，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力。2013 年

学科点与佛山集成金融集团共建了广东研究生联合培养示

范基地。2014 年“粤港金融人才协同培养实践教学基地”

获批为广东省级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2015 年与广东省贵

金属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共建了广东省大学生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2016 年学科点与深圳证大速贷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共建了广东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2017 年

与广州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共建的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 此外，学科点聘请了各类金融机构高管

人员 50 名担任校外硕士生导师，与校内导师共同承担研

究生培养工作。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不断增强、科研能力不断提升，

如 2012 年我院学生“艾晨斯”品牌管理策划有限公司获

华图教育和教育部合作的“第一期华图教育大学生创业基

金”项目资助；2006 届学生撰写的论文《对我国菲利普斯

曲线的实证分析》荣获全国第八届“挑战杯”课外科技作

品竞赛特等奖；2009 年、2010 年获全国“挑战杯”大赛

二等奖各 1 项，2013 年、2016 年获三等奖 1 项。2011 年

获广东省“挑战杯”大赛二等奖 3 项，三等奖１项；2012

年获广东省“挑战杯”省级金、银、铜奖各 1 项。2015

年学生成果丰富，5 个项目获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

项资金立项资助，其中重点项目 2 个，一般项目 3 个，在

2015 中国大学生金融挑战赛中我院 12、14 级的 5 位同学

获得冠军；2012 级金融工程候东阳团队的项目成功挂牌

“青年大学生创业板”；在 2015 年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

省大学生课外学术活动科技作品竞赛中，我院学子获特等

奖 2 项，三等奖 5 项。在 2016 年“挑战杯 • 创青春”广

东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荣获金奖 1项、银奖 2项、铜奖 2项。

在 2017 年第十四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中荣获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在 2017 年首届全国高等院校投资理财规划大赛中荣获团

体二等奖。在 2018 年全国高等院校保险综合业务大赛中

荣获团体二等奖。

咨询电话：020-84096890  84096980

专业介绍

金融学专业

金融学专业是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2009 年又被评

为国家级特色专业，2006 年《货币银行学》课程被评为

省级精品课程，金融学科是省级重点学科。金融学专业现

有21名专任教师，其中教授10名，副教授6名；博士19名；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人，南粤优秀教师2人，

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工程培养对象 2 人；金融专业主干课程

教学团队为省级教学团队；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15 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8项，省级各类基金项目近 10 项。

培养目标：为适应中国金融改革与创新对应用创新型

人才的需求，本专业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系统掌握金融理

论知识、具备扎实的金融实务技能和具有较强的业务拓展、

创新能力，能胜任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及政府部

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应用经济学

主要课程：金融学、国际金融学、投资学、会计学、

公司金融、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学、保险学原理、金融工

金 融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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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证券投资学、金融企业会计、

金融计量学、金融营销、金融风险管理、国际结算、固定

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企业行为模拟、校内仿真综合实

验、专业实习、创新与实践、毕业实习。

主要专业实验：金融学综合实验、ERP 软件、金融分

析软件。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读研、出国学习。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投资咨询机构、财务

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工商企业、政府经济管

理部门、高等学校等。

金融工程专业

金融工程专业是一门将工程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引入

金融领域，用新型金融工具、金融数量方法创造性地解决

金融实际问题的新兴交叉学科，具有数学应用程度高、经

济学与金融学结合紧密、实践操作性强、对市场经济发展

适应迅速等特征。金融工程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0 人，其

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5 人，拥有博士学位 10 人，美国华

盛顿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1 人，已形成一支职称、学源、年

龄等结构合理的高素质教学团队，承担（参与）国家社科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广东省社科、

广东省自科、广州市社科等各级科研项目 10 多项，实践

教学拥有国家级经管实验中心金融实验室，指导学生参加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获广东省一等奖、全国二

等奖。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精神，

系统掌握金融基本理论及金融工程的基本原理与技术，具

备对金融问题的分析、研究、应用能力，能胜任银行、证

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专业工

作，具有证券分析技术与投融资操作技能、良好综合素质

和优秀人格的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应用经济学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金融

学、国际金融、金融计量学、金融经济学、金融工程学、

投资学、公司金融、金融衍生工具、固定收益证券、金融

风险管理、金融分析软件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社会调查、行业调研、创新实践、

毕业实习。

主要专业实验：金融工程学、金融计量学、投资学、

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分析软件、金融工程专业综合实验。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学生毕业后可继续在国内外攻读

金融工程或相近的金融学、金融风险管理、公司金融、投

资学、数量金融、金融统计等方向的研究生。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投资咨询机构、财务公

司、工商企业、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高等学校等。

投资学专业

投资学就是对投资进行系统研究，从而更科学地进行

投资活动。投资学主要包括证券投资、国际投资、企业投

资等几个研究领域。投资学不仅要学习经济学、管理学的

基础知识，更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既要熟悉宏观的

投资政策背景，又要精通各种投资的微观技巧。投资学专

业旨在培养具备当代世界政治、经济视野，了解中国投资

政策，能够在银行、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及信

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从事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工作等。

投资学专业（金融投资）是校级特色专业，省级应用

人才培养示范专业。有 13 位专任教师，其中教授 3 人，

副教授 6 人；博士 11 人，硕士生导师 8 人，广东省高等

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1 人，海外留学背景教师（双

语教学教师）3 人，中国注册理财规划师及中国注册理财

规划师专家委员 1 人，广东省技能鉴定中心理财专家委员

1人。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投资学基本理论知识

和专业方法、数理基础扎实，具有扎实的资本运营管理理投资学专业学生在首届全国高校投资理财规划大赛中收获佳绩

金 融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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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和投资理财方案优化设计技能，能在银行、证券、

投资、保险及其他企事业部门从事投资理财工作的复合型、

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应用经济学

主要课程：金融学、国际金融、证券投资学、公司金

融、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投资学、金融理财原理、金融

工程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金融风险管理、投资决策经

济分析、金融计量学、资本市场运作案例分析、投资基金

管理、金融营销、个人理财理论与实务、房地产金融与投

资、固定收益证券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ERP 财务管理系统、企业行为

模拟、社会实践、毕业实习（校内仿真综合实习和校外实

地实习）。

主要专业实验：证券投资分析、综合理财规划、资本

市场运作案例分析、投资学、投资决策经济分析、金融工

程学、投资学专业综合实验。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学生毕业后可继续在国内或国外

攻读投资学专业或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7.35%，2017

届 100%

学生就业方向：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投资咨询机构、财务

公司、工商企业、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中高等学校等。

保险学专业

保险学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8 人，其中教授 1 人，副教

授 1 人；博士 6 人，其中具有海外留学或访问经历的教师

3人。专业教师曾在平安保险集团、太平洋保险集团工作，

拥有丰富的实务经验，有利于教学与实际相结合。本专业

2014 年立项为校级“创新强校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专业，本专业拥有香港富通保险公司等多个实习基地，建

立了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粤港金融人才协同培养实践教

学基地 2014 年立项为广东省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2017

年本专业获广东省特色专业立项。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扎实的经济学、

金融学基础知识，掌握系统保险知识和保险理论，具备保

险实务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能胜任保险、

银行等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工作，具

有较为深厚理论功底、较为全面的专业技能、良好综合素

质和优秀人格品质的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应用经济学

主要课程：金融学、国际金融、保险学、人身保险、

财产保险、保险精算、再保险、社会保险、金融理财原理、

金融风险管理、投资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专业综合实验，校外专业实习。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学生毕业后可继续在国内、外攻

读保险学专业或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保险学专业学生在首届全国高校保险综合业务大赛中收获佳绩

金 融 学 院
SCHOOL OF FIN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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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从事保险经

营、保险营销等相关业务；政府机关、社会保障部门从事

保险监督与管理或社会保障服务的相关工作；其他金融机

构或大中型企业从事保险或与保险有关的金融业务。

金融学专业（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报考条件：高考英语成绩 100 分及以上且只招收有专

业志愿的考生

项目介绍：金融学专业（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是广

东财经大学与西澳大学 1 合作开办的学历教育项目，按照

2+2 模式联合培养，学分互认、学位联授。本实验班项目

的合作单位是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培养目标：本实验班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系统掌握金

融理论知识和实务技能，具有较强社会适应能力和跨文化

交流能力，能够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以及政府

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从事涉外金融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

国际化高端金融人才。

培养模式：标准修业年限四学年。按照 2+2 模式联合

培养，学生先在广东财经大学广州校区完成规定的课程和

学分，并取得雅思成绩（总分至少 6.5，且听说读写各单

项成绩均至少 6.0），然后在西澳大学进行对接学习。在

修业年限内同时达到两校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将

分别授予广东财经大学的毕业证和经济学学士学位及西澳

大学的商科类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

国内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全英）、宏观经济学(全

英）、管理学（全英）、统计学（全英）、金融学（全英）、

会计学（全英）、全球市场营销管理（全英）、消费者行

为（全英）、商务英语听力、商务英语口语、商务英语阅

读、商务英语写作等。

国 外 主 要 课 程：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y

（ 企 业 财 务 政 策）、Investment Analysis（ 投 资 分

析）、Derivatives and Markets（衍生产品及市场）、

Financial econometrics（金融计量方法）、Business 

Analysis & Valuation（商务分析评估）、Financial 

Planning（理财规划）、International Finance（国际

金融）、Bank: Theory and Practice（银行：理论与实

践）、Derivative Strategy and Pricing（衍生战略和

定价）、Securities Market Transactions（证券市场交

1 注释：西澳大学在 QS 2015/2016 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 98，被评定为

全球五星级大学，是“澳大利亚八校联盟”成员之一。

易）、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Management（应用金

融管理）等。

学生就业方向：中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机构、投资咨询机构、财务公

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跨国企业、政府经济及金

融管理部门等 。2

收费标准：

（一）在我校第一、二学年按专业学费人民币 2050

元 / 学年、专业培训费人民币 25,820 元 / 学年收取。每

学期按在我校所选修的学分，每学分60元收取学分学费。

国内期间的住宿费等另计。

（二）在西澳大学学习期间的学费，由该校按其当年

收费标准收取。以该校 2018 年公布的总费用为例：学费

约37,300澳元 /学年、基本食宿费约20,290澳元 /学年，

两学年总费用合计约115,180澳元，按 1：4.85汇率计算，

折合人民币约 56 万元。（注：实际费用届时以西澳大学

提供的数额及当日汇率为准；学生如需修读语言课程、暑

期课程或实验班教学计划外课程，费用另计。）

（三）本实验班项目合作单位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收取项目管理与服务费人民币 20,600 元；另收取回国保

证金人民币 20,000 元并在学生于规定期限内回国返校后

全额无息退回。

【注】

① 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是西澳大学唯一授权负责

本实验班项目管理与服务的澳大利亚注册机构。

② 本实验班新生须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向澳中

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一次性缴付项目管理与服务费人民币

20,600 元。

③ 本实验班学生须在获得赴西澳大学对接学习所需

的澳大利亚签证后 5 日内，向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一次

性缴付回国保证金人民币20,000元（该项“回国保证金”

在学生于规定期限内回国返校后全额无息退回）。

④ 本实验班学生在赴西澳大学对接学习前，须申请

签证，并向澳大利亚使领馆提供 35 万元人民币左右的银

行存款证明。

⑤ 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的相关收退费办法，详见

该协会的《广东财经大学—西澳大学本科金融学专业实验

班 2+2 双学士项目管理与服务合同》。

2 注释：拥有广东财经大学和西澳大学两个学士学位的学生，如果向澳大

利亚的力拓集团、西澳电力、毕马威、奥卡吉等世界 500 强企业求职，将

会很有竞争力。

金 融 学 院
SCHOOL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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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税 务 学 院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举办 2016 南方财税论坛

学院简介

财政税务学院前身为创建于 1986 年 7 月的财政税务

系，1987 年与原广东省税务局共建税务专业，遂改名为

税务系。1998 年，由于税务专业调整为财政学专业，更

名为财政税务系。2004 年，增设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

理专业，财税系更名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2008年 6月，

根据学科发展需要，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按学科分设，遂

更名为财税学院。2010年，新设资产评估专业，2011年，

新设注册税务师专业方向。2011 年 3 月，与广州市地方税

务局共建广东财经大学税务干部进修学院。2013 年 6 月

更名为财政税务学院。2016 年 7 月，与广州市国家税务

局共建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学院拥有教职员工 58 人，现有专任教师 45 人，专任

教师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19 人，讲师 17 人；拥有博士学

位 33 人，博士后研究人员 6 人，在读博士 1 人；同时，

拥有客座教授 84 人，实践导师 62 人。经过不断的发展，

学院现有财政系、税务系、资产评估系和财税管理信息化

实验室 4 个系室，开设了财政学、税收学、资产评估、税

收学（税务师）4 个专业（专业方向），财政学、税务专

业硕士 2 个硕士点。2006 年，财政学专业获广东省名牌

专业，2010年8月，财政学专业获国家级特色专业；2015年，

税收学专业获广东省协同育人基地；2016 年，税收学专

业获广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2013 年，获国家

级大学生实践基地1个，获省级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2个；

学院设有财税信息化、资产评估、政府采购、纳税服务以

及非营利组织等 5 个研究中心。现拥有在校全日制本硕生

近 2200 余人，研究生 100 余人。

财政税务学院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教学工作为中心，

不断优化师资队伍，加强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与创新，改

善办学条件，提升专业建设的水平与质量。2007 年 3 月

获广东省重点（扶持）学科,2012年、2016年分获第八批、

第九批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创新团

队作为国民经济人才培养与创新团队之一，获批为中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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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团队；设有广东“珠江

学者”岗位，“广东地方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为广东省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 - 拉美国家税务教育国际论

坛”获广东省创新强校工程对外交流与合作项目。学院举

办学术会议 20 余次，举办学术报告 100 余场；赴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格鲁吉亚等国参加国际学术

交流 10 余人次；先后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50 余人次到访

讲学；专任教师中兼任教育部财政学类教指委、中国财政

学会、省政府顾问等社会职务 30 人次。近五年来，共承

担各类横向委托项目 100 余项，为行业部门提供研究报告

120 余份，累计为广东省财税部门、广西财税部门、新疆

地税、甘肃地税、宁夏地税、喀什财政局等地培养财税干

部 10000 余人次。

经过 30 年的薪火相传，目前，财税学院具有良好的

教育教学质量，保证了专业基础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强、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应用型等专门人才的培养，至

今学院已向社会输送了 7000 余名毕业生，其中绝大部分

都已成为财税、海关、公安等政府部门的中坚和骨干，涌

现出了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卫士、全国税务系统优秀税务工

作者、全国税收征管能手、全国二级英模等先进或英雄人

物。

    展望未来，财政税务学院将继续秉承广东财经大学优

良的办学传统，将继续以自身独特的专业特色、优秀的品

格和精湛的学术造诣熏陶着一代代莘莘学子，培养更多人

品和学品具有影响力的群体，以更加开放和务实的姿态，

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咨询电话：020-84096158 专业专业专业

财政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质量

的要求，以财政基本理论为基础，突出财政知识的应用、

财务会计等业务技能训练，培养具有宏观视野，经济管理

理论基础扎实，熟悉国家财税法律法规与政策，掌握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胜任财政、税务、

海关、国有资产管理以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

社会中介部门、教学与科研部门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应用经济学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初级财务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学、财政学、西方财政学、

政府预算管理、政府财务概论、税法、政府采购学、地方

财政学、绩效预算管理、税收管理、中国财税史、国有资

产管理等。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财政、税务、海关、劳动和社会保障、

公安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机构、

金融等领域从事相关业务和管理工作，在教学与科研部门

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税收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税务、会计、经济、

法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熟练掌握涉税业务、财务会计等

专业技能， 具有从事税收征管、企业税务管理、税收筹

税收宣传月活动闭幕式

财 政 税 务 学 院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专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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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等经济管理工作所要求的知识、能力、素质，富有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税务专门人才，为财政、税务、海关部

门等政府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部门、教学与

科研部门提供应用型税务专业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应用经济学

主要课程：税法Ⅰ、税法Ⅱ、税法案例专题、税收概

论、中级财务会计学（上）、中级财务会计学（下）、税

收管理、税收筹划、纳税检查、税收专业综合实验课、涉

税服务实务等。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100%，2017 届

99.42%

学生就业方向：税务、海关、财政及其他经济管理部

门、企业、中介机构、金融等领域从事相关业务和管理工

作，在教学与科研部门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资产评估专业

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经济学与管理学基本理论为基

础，旨在培养拥有扎实的资产评估专业知识，掌握现代资

产评估专门技术与方法，能在资产评估相关中介机构和企

业、以及房地产等政府管理部门从事资产评估业务和管理

工作的基础扎实、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

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

主要课程：资产评估概论、企业价值评估、无形资产

评估、机电设备评估、建筑工程评估基础、房地产估价理

论与方法、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财政学、

经济法、财务管理、中级财务会计等。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100%，2017 届

98.18%

学生就业方向：资产评估、银行、财政及其他经济管

理部门等从事相关业务和管理工作，在教学与科研部门从

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学生就业方向：资产评估相关中介机构和企业、以及

房地产等政府管理部门从事资产评估业务和管理工作。

财 政 税 务 学 院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第二十六个税收宣传月暨税宣街活动

财政税务学院成立三十周年庆典

全国资产评估高等教育实验教学研究会成立暨第一届实验教学研讨会

《财政研究》2016 年度、2017 年度“邓子基财税学术论文奖”

：



38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学生在华东实习，考察南京碧桂园湖光山水别墅项目

学院简介

公共管理学院于 2008 年 3 月成立，是在原财税与公

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两个专业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目前，学院拥有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

动与社会保障、文化产业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及房地产开

发与管理等6个本科专业，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

授权点 1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省级专业改革

综合试点 1 个，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 个，校级

重点学科 1 个，校级特色专业 1 个，校级示范校外教学基

地 4 个，省级精品课程 1 门。拥有一支专业能力较强、

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62 人，其

中专任教师 49 人；教师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17 人，高

级职称教师占专业教师的 51%；具有博士（含在读博士）

学历学位的教师 43 人（在读博士 3 人），占专任教师的

87.8%；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培养对象 16 人，广东省青

年文化英才 1人，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 1人。

近 4 年来，学院教师取得了一批丰硕的科研成果，承

担国家级项目 4 项，主持省部级项目 19 项，市厅级项目

21 个，横向课题 63 个；发表科研、教研论文 135 余篇，

其中核心期刊以上论文 30 多篇；出版学术专著 10 部。获

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

学）三等奖一项，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一项。

并聘请了 30 多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和地方政府部门领导

为客座教授。

目前在校本科生 2282 人，研究生 138 人。我院学子

取得了第十五届“挑战杯”国赛二等奖，第九届全国大学

生房地产策划大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

奖，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广东财经大学研究

生首届案例大赛一等奖等众多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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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 -时代地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挂牌签约仪式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公共管理学院以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要为导向，紧

密联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尤其是紧密联系珠三角实

际设置培养计划。公共管理学院培养的毕业生就业率高，

毕业生良好的适应能力，深受社会各界和用人单位欢迎。       

咨询电话：020-84095828  84096023     

       专业介绍

行政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面向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

组织，培养系统掌握现代行政管理学、管理学、政治学、

经济学等学科基本理论知识，熟悉我国行政管理法规政策，

能在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机构从事行政

管理工作，并具有较强的社会经济活动统筹策划能力、调

研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关系沟通协

调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公共管理、政治学

主要课程：管理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公共政策、

经济法、管理文秘、管理沟通、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公共

部门战略管理、宪法与行政法、公共经济学、国家公务员

制度、电子政务、社会学与社会调查方法、数理概论与统

计、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政府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

非政府组织开发与管理、行政管理专业商法融合案例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一是课程实践性教学，即课程作

业、课程实验、专题研讨；二是集中实践性教学，即创新

创业实践、毕业实习以及毕业论文（设计 )等。

主要专业实验：电子政务、政府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

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与管理等实验。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攻读硕士研究生或出国留学。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7.44%，2017

届 100%

学生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可在政府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从事人事、财务、文秘、后勤保障等行政

管理事务管理工作，也可在相关教学和科研单位从事教学

和科研工作。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专本专业培养具有一定法学素养和现代公

共精神，具备现代城市管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

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现代化城市规划、建设与管

理的基本方法、手段和技能，能在各级市政部门、企事业

单位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从事业务管理和综合管理工作，并

具有社会调研和信息处理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社会

人际关系沟通、协调能力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公共管理

主要课程：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

事业管理概论、公共政策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

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原理、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公共部

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工程项目管理、公共管理量化分析。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一是课程的实践性教学，即课程

实验、专题研讨；二是集中实践性教学，即社会调查与志

愿服务、城市管理专题调研、毕业实习以及毕业论文（设

计 )等。

主要专业实验：电子政务实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实

验、公共管理量化分析实验。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攻读硕士研究生或出国留学。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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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可在政府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从事人力资源、文秘、财务、后勤保障等

行政事务管理工作，也可在大中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教

学、科研工作。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管理学、经济学、

社会学专业理论知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

法规及现代管理技术与方法，具有劳动与社会保障组织、

管理等实际工作能力和研究工作潜能的专门人才，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政策研究部门、公共人

力资源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金融公

司、保险公司、福利机构、社区组织及教学科研部门输送

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公共管理、金融学

主要课程：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学、

社会保障概论、社会保险理论与实务、社会福利与社会救

济、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劳动关系学、

劳动经济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一是课程的实践性教学，即课程

实验、专题研讨；二是集中实践性教学，即社会保险综合

实验、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

主要专业实验：电子政务实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实

验、公共管理量化分析实验。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攻读硕士研究生或出国留学。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各级政府社会保障部门，政策研究部

门，社区等基层部门，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部门，银行、

保险等金融机构，大中专院校及研究机构等。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文化学、管理学及经济学

基本理论与方法，具有良好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素养，具备

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能在各类文化企业及政府文化管理

机关、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和其他相关企业从事经营管理、

文化营销与市场拓展、文化项目策划以及企业文化建设工

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经济学、文化学

主要课程：中国文化简史、文化营销学、文化市场调

查方法、西方文化概要、文化资源概论、文化政策与法规、

文化经济学、文化行政学、文化企业融资与资本运作、文

化产业人力资源管理、文化国际贸易、文化产业法案例专

题、中外动漫与数字产业概论、影视产业概论、文化商务

英语、文化创意产业案例、文化旅游导论、媒体运营与管理、

创意思维概论、演艺娱乐经营管理、文化项目策划实务。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一是课程的实践性教学，即课程

作业、课程实验、专题研讨；二是集中实践性教学，即社

会调查、行业调研、毕业实习以及毕业论文（设计）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攻读硕士研究生或出国留学。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文化产业部门如影视产业、文化活动

策划、出版发行、演艺娱乐、动漫与数字产业、网络游戏、

艺术品市场、文化贸易与投资、文博、文化旅游、会展、

广告传播等相关部门，也包括政府文化管理部门以及文化

事业单位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也可到其他类企

业从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土地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接受土地规划、土地测量、土地信

息管理、土地资源遥感监测、地籍管理、土地与房地产评

估、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的基本训练，能在土地管理、土地

规划、不动产评估、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等相关行业工作的

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管理学、土地科学

主要课程：管理学、经济学概论、土地管理学、地图

学、土地管理信息系统、城市规划原理、土地经济学、地

籍管理学、遥感概论、土地测量与制图、房地产经营管理、

房地产金融与投资、土地利用规划、土地与房地产估价、

土地法、建筑制图。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课程综合实习（包括土地调查、

地籍测量、空间数据管理、土地规划、不动产评估等）、

专业综合实习、社会实践、毕业实习以及毕业论文（设计)

房地产沙盘仿真实践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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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主要专业实验：地图学、遥感应用、普通测量学、土

地测量与制图、地籍管理、土地管理信息系统、土地利用

规划、城市规划、不动产估价、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

产经纪实务、建筑制图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攻读硕士研究生或出国留学。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各级政府国土、城建等管理部门及政

策研究机构、城市规划部门；房地产咨询与评估机构、房

地产公司、银行等投资与金融机构；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

和不动产管理等企事业单位。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经济学、管理学、法律、

建筑与土木工程技术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备全面

的专业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具备房地产设计、营销策划、

投资分析等核心能力，能够在房地产领域从事市场研究、

项目策划、咨询估价、投资融资、建设开发、产品营销、

企业管理及物业管理的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土木工程

主要课程：建筑材料学、建筑工程概论、建筑制图、

计算机辅助制图、建筑设计与园林艺术、房地产政策与法

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土地管理学、房地产金融学、房

地产投资学、房地产经济学、房地产项目策划、城市经济

学、房地产估价、居住区规划与设计、商业地产开发、房

地产开发实务与仿真、物业管理。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建筑 CAD、工程造价、计算机辅

助项目管理等课程实验（上机）教学、房地产专业综合实

习、房地产开发仿真实习、社会调查与实践、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等。

主要专业实验：CAD 辅助制图、建筑制图、城市规划、

居住区平面设计、房地产开发实务与仿真。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攻读硕士研究生或出国留学。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7.5%，2017

届 100%

学生就业方向：房地产行政管理机关；房地产开发公

司；银行、投资咨询公司；房地产策划、咨询、估价、物

业管理、市场分析研究等企事业单位。

 学院获评中国房地产业“2017 年度优秀人才储备基地”

学院代表队喜获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房地产策划大赛一等奖

学生在江西庐山开展野外实习系列活动

学生在广州大剧院实习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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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旅游学院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学院学生参加广交会实习

学院简介

广东财经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的前身最早上溯到1986

年。学院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紧扣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重

大需求开展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紧紧抓住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及广东“创新强校工

程建设”的机遇，围绕有特色高水平财经应用型大学的整

体发展定位，始终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本科教学工

作为中心，以师资队伍建设为保障，彰显文理交叉、地理

与旅游学科专业融合，多元协同发展的特色与优势，培养

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深厚人文素养、扎实专业技能、持

续创新能力的旅游管理类、地理规划类应用型专业人才。

经过 30 多年的的发展，广东财经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已

成为华南地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地理与旅游院系之一。

学院现开设有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

理、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五个本科

专业，一个旅游管理学术硕士学位点，一个旅游管理专业

硕士（MTA）学位点，其中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是广东省省

级特色专业，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本科专业是广东省综合

改革试点专业，酒店管理本科专业是 1998 年教育部本科

专业目录调整后全国第一个独立开办的本科专业，目前该

专业与瑞士著名教育集团（SEG）和 HIM 酒店管理学院达

成了合作意向。会展经济与管理本科专业也是全国第一批

开设的同类专业。

广东财经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现有专业包含旅游管

理类与地理学类两大专业群，跨管理学与理学两大学科；

旅游管理学科于 2007 年获得广东省重点（扶持）学科，

2016 年广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一级学科获批广东省优势

重点学科，旅游管理学科是其中的重要方向之一。学院现

设旅游管理系，酒店管理系、会展经济与管理系、自然地

理系，人文地理系等五个教学系（室）。另有广东酒店发

展战略研究中心，会展研究中心，地质遗迹研究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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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旅游学院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域发展与旅游开发研究中心（筹），旅游大数据与行为科

学研究中心（筹）等五个研究中心，一个旅游管理专业硕

士（MTA）教育中心（筹）。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47 人，其

中教授8人，副教授14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36人。

其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 人，广东省高等学

校“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省级培养对象 1 人、校级培养

对象 10 人。

近年来，学院教师取得了一批丰硕的科研成果。先后

主持 ( 完成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9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31 项，地方政府和企事

业单位等委托科研项目 61 项。在《科学通报》、《地理

学报》、《旅游学刊》、《旅游科学》、《经济管理》、

《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当代财经》、《江西财

经大学学报》、《中国软科学》、《地理研究》、《地理

科学》、《自然资源学报》、《山地学报》、《Computers 

& Geosciences》（SCI）、《Nuclea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in Physics Research B》（SCI）等国内外各级

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532 篇，SCI/EI 收录 13 篇；在高等

教育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经济科学出版社

等出版或合作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学术专著 61 部。学

院高度重视大学生科学研究、创新创业等综合能力的培养

训练。近五年来先后获得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攀登计划项目、全国高等院校旅游创新策划大赛，全国地

理文化大赛等各类各层次奖项 70 余项。

近年来学院在实验室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也取得了不

俗成绩。学院建有“自然地理综合实验室”、“城乡规划

与旅游空间信息实验教学中心”、“地理环境与旅游开发

省级示范教学中心”、“旅游大数据与行为科学研究中心”、

“区域发展与旅游开发研究中心”等 5 个研究中心；旅游

管理类专业与广州长隆集团、广州四季酒店合作建立了省

级示范实践教学基地、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之旅、

W 酒店、柏悦酒店、凯悦酒店、白天鹅宾馆等合作建立了

校级实践教学基地；地理类专业在韶关丹霞山世界地质公

园、广东乳源大峡谷风景区、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江西庐山地区、华东等地建立了各类实践教学基地。多年

来，我院为广东及华南地区输送了6000多名旅游管理类、

地理规划类专业人才，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连年达到 100%。

目前在读本科生、研究生 1600 余人。

咨询电话：020-84096389

        
        专业介绍

旅游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秉承科学教育、素质教育的理念，

培养适应现代旅游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具备经济管

理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旅游管理专业的系统知识，掌握科学

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行业实践的基本技能，拥有一定的科学

研究能力与良好的国际交流能力，具有人文素质、理论素

养、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

任，能在各类旅游企事业单位、高星级酒店及相关现代服

务业从事经营、管理、策划、咨询、服务等工作的应用型、

复合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

主干学科：管理学、经济学

主要课程：管理学原理、旅游学概论、旅游经济学、

旅游规划与开发、旅游法规、服务管理、旅游消费行为学、

旅游目的地管理、旅游统计学、旅游地理学、旅游接待业、

景区经营管理、旅行社经营管理、酒店管理概论、旅游市

场营销学、旅游专业英语、服务业人力资源管理（双语）、

旅游创新项目设计与运营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本专业在实践教学上行业融入度

高，采用“双向导师，三轮驱动”的专业实践教学模式，

即分阶段安排“专业社会调查、专业实习、毕业实习”，

在“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中安排企业和学校导师双向指

导。同时高度对接广州市品牌旅行社、品牌酒店、大型旅

游景区，建立了多个校外大型实训基地。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学生可到国内外知名高校进一步

攻读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等相关专业方

向的硕士研究生，也可报读工商管理其它相关方向的硕士

研究生。近年来，有多名该专业毕业生考取中山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大学硕士

研究生。

 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赴贵州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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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100%，2017 届

98.85%

学生就业方向：大型旅游集团公司、国际品牌酒店、

酒店管理公司、大型旅游景区、旅游规划策划公司、旅游

相关行业即政府管理部门、政府研究中心、旅游教育部门，

以及金融证券、商业外贸、房地产物业、文化传播等现代

服务行业就职。

酒店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高星级酒店发展需要，具

备较高理论素养和扎实的酒店管理专业知识，具有人文素

质、国际视野、领导艺术、创业精神、服务创新意识和社

会责任，熟悉现代星级酒店经营管理方法和手段，能够在

旅游企事业单位、高星级酒店、高级住宿业机构、高级餐

饮业机构、教育科研机构等从事酒店管理、接待服务及教

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管理学、经济学。

主要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学原理、

旅游统计学、会计学、旅游学概论、旅游消费行为学、旅

游接待业、酒店管理概论、服务管理、房务管理（双语教

学）、餐饮管理、服务业人力资源管理（双语），旅游市

场营销学、酒店战略管理、酒店管理信息系统、酒店商务

英语、酒店客户管理、邮轮管理、旅游目的地管理、会议

与宴会管理、旅游接待业创新项目设计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本专业在实践教学上行业融入度

高，采用“双向导师，三轮驱动”的专业实践教学模式，

即分阶段安排“专业社会调查、专业实习、毕业实习”。

本专业在广州、珠海等地 10 多家五星级品牌酒店和度假

村建立了实践教学基地。

主要专业实验：酒店管理信息系统模拟实验、酒店服

务管理综合实验。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本专业可以攻读国内外本专业和

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如：企业管理，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产业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等专业。

近年来，有多名该专业毕业生考取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大学硕士研究

生。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100%，2017 届

98.81%

学生就业方向：主要集中在国际品牌酒店、旅游门户

网站、大型旅游集团公司、酒店管理公司、大型旅游景区、

高级餐厅、国际邮轮、各级政府接待部门、政府研究中心

以及金融证券、商业外贸、房地产物业等现代服务行业就

职。毕业生主要分布在广东省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

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部分成功在美国、加拿大、英国、

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发展。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致力于培养适应会展业健康发展需

要，具备会展策划、组织、管理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

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熟悉国内外

会展理论和实务以及相关的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掌握会

展策划、设计、运营、管理、评估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

能力，富有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的会展业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管理学  经济学

主要课程：管理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会计学、旅游统计学、管理信息系统、旅游学概论、旅游

接待业、旅游消费行为学、旅游目的地管理、服务管理、

会展概论、会展设计、会展营销、会展项目管理、会展产

业经济、会展战略管理、会展人力资源管理、节事活动策

划与管理、会议策划与管理、会展政策与法规、会展电子

商务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专业实习（广交会）、学年论文、

毕业论文、毕业实习。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本专业可以攻读国内外本专业和

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近年来，有多名该

专业毕业生考取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

硕士研究生。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5%，2017 届

98.97%

学生就业方向：可在展览、会议、节庆礼仪、展示设

计等会展企业及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 酒店管理专业学生积极参加国内外相关大赛并屡获殊荣

地理与旅游学院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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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的基

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接受严

格的科学思维的训练和良好的专业技能训练，具有一定的

开展科学研究能力，立足于地球表层特征及其变化、自然

资源管理、环境保护，能在科研教育单位、相关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从事自然地理过程、自然灾害防灾减灾、环境

变化研究和资源管理、环境保护或应用等工作的应用型专

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地理学、环境科学、灾害学

主要课程：地质学基础、地貌学、气象与气候学、地

图学与测量学基础、水文与水资源学、土壤地理学、植物

地理学、自然资源学、遥感概论、环境科学概论、地理信

息系统、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土地管理学、区域规划、

计量地理学、中国自然地理、自然灾害学、灾害应急管理、

灾害防治工程规划与设计、灾害评估与保险、GIS软件应用、

计算机辅助设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遥感数字图像处理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粤北地区地质、地貌“课程野外

实习”、江西庐山地区自然地理“专业综合野外实习”、

华东五市区域地理“学科综合野外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主要专业实验：矿物鉴定、地貌观察、气象观测、土

壤测定、水文观测、植物观察、土地测量、遥感影像判读、

数字图像处理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在国内、外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

等攻读地理学、水利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环境科

学与环境工程、城乡规划等专业的硕士学位直至博士学位。

本专业前身的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近年来，先

后有多名学生考取英国伦敦大学、伯明翰大学、谢菲尔德

大学、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德国弗莱贝格工业大

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生考研总升学

率列学校 50 多个本科专业的前列。

学生就业情况 : 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8.61%，2017

届 100%

学生就业方向：毕业学生可在国土资源、城市管理、

城市规划、市政工程、地籍管理、房地产、土地评估与规划、

灾害应急管理、环境保护、气象、水利、海洋、能源与交通、

农业、林业等领域的国家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科研教

学机构工作。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基

本理论、知识，掌握城市规划和空间分析技术与技能，立

足于区域规划、城乡发展策划与规划设计、空间信息技术

应用、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与研究能力，培养“通地理、

精规划、强实践”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地理学、规划学

主要课程：人文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城市经济学、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区域分析

与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原理、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详细规

划、城市商业规划、旅游开发与规划、土地与房地产开发、

城乡规划综合野外实习、地图学、遥感应用、空间分析、

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原理、计算机辅助设计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专业基础野外实习、城乡规划综

合野外实习、学科综合野外实习、城市 ( 社区 ) 规划实务

与图件设计综合实习、毕业设计 (论文 )。

主要专业实践技能：区域地理综合实践、城市规划综

合实践、空间分析技术、计算机制图。

主要专业实验：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详细规划、建筑

制图、专题地图制图、遥感应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图

像数字处理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在国内外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攻

读地理学、城乡规划、土地资源管理、产业经济、区域开

发、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等相关专业硕士学位，考研率在

全校 50多个本科专业中位居前列。2013 级首届毕业生中，

多名学生考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南京大学、福州大学等

国内外知名大学硕士研究生。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全部顺利就业，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毕业生适宜在政府城市规划与国土部

门、政府研究中心、企业战略策划部门、房地产开发与各

类咨询企业、网络信息技术机构、城市与区域及产业经济

相关的研究机构及规划院所就职。

地理与旅游学院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学生在江西庐山开展野外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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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国 语 学 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学生在 2018 年全国口译大赛广东省分赛中获二等奖 1名、三等奖 3名

学院简介

外国语学院成立于 1983 年 , 目前在校本科和研究生

一千二百人，设有英语、日语、商务英语和翻译四个本科

专业，依托学校厚实的经管法和金融、财税、会计等优势

学科背景以及所在琶洲国际会展中心的有利地理环境，形

成了服务于华南地区乃至国际经济、管理和金融发展需要

的鲜明的专业特色；本专业学生四年就读于广州校区，琶

洲国际会展中心成为专业学生的实践基地，为开拓学生国

际视野、强化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提供良好的基础。学院

拥有优质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目前与西澳大学合作开展

了“4+2”和“3+2”本硕连读项目，同时，与日本多摩大

学建立了互派交流生的合作项目，取得良好的办学效果。

2017 年学校投入近七百万，建设了省内外一流的现代外

语实验中心，为开展机辅翻译、跨境电商、3d 情景教学

以及语言技能的专业培训提供先进的环境。学院注重全人

教育，注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注重将第一课堂与第二、

第三课堂的有机结合和高度融合，开展外语阅读、戏剧表

演、诗社和学习中心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学生在“广东大

学生翻译大赛”、“全国商务英语实践大赛”、“外研杯”

全国英语大赛等各类大赛中屡创佳绩。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将专业教育、博雅教育、个性化教育、职业化教育、国际

化教育和创业教育融为一体，毕业生均深受用人单位的青

睐，历年来毕业生的就业率均为 100%。

外国语学院同时拥有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内设国际交流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心、语言实验中心以及英

语诗歌研究中心、翻译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和 ESP 研

究中心四个研究机构。师资实力雄厚，现有专任教师 124

人，外教 6 人，其中有高级职称教师 29 人、博士和在读

博士20人、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校级培养对象2人。

研究实力雄厚，目前承担有从国家社科到省部级各种类型

的科研项目。学院拥有省级教学团队 2 个，近 5 年承担省

级以上科研、教研项目 30 项。

综上所述，外国语学院的优势体现为：1、四年广州

国际会展中心的就读环境；2、融合经管法、金融、财税、

会计等优势学科的鲜明的专业特色；3、国际教育平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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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展中心社会实践平台；4、新建的省内外一流的现

代外语教学中心；5、雄厚的师资力量；6、将近 100% 的

就业率。

咨询电话：020-84096759

专业介绍

英语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才兼备、具有扎实的听说读

写译能力、英语语言文学知识和较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

知识、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熟练

运用英语在政府部门、外向型企业、教育、经贸、文化、

科技、军事等领域从事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英语专业人

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

主要课程：综合英语I-IV、高级英语I-II、英语语音、

中文阅读与创意写作I-II、英语中级听力、英语高级听力、

英语中级口语、英语高级口语、英语写作、英语阅读、英

语快速阅读、汉英笔译、英汉笔译、汉英口译、英汉口译、

同声传译、语言学概论、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美社会

与文化、中国文化（英）、管理学（英）、经济学原理（英）

国际市场营销（英）、国际金融（英）。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

会）等涉外企业开展专业实习，要求学生参加各种实训实

验活动以及英语辩论赛、商务实践大赛、戏剧大赛等第二

课堂活动。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可到国内外名校继续深造，报考

和攻读外国语言文学、管理学、中国语言文学等方向的研

究生；也可参加短期的国际交流合作学习项目。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多个领域供职，例如在政

府机构、领事馆、教育、银行金融、海关、媒体、跨国企

业、科技、军事等领域从事管理或教学等工作。

日语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日语听说读写译能

力、具有日语语言文学和国际商务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

较深厚的人文知识、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商务管

理能力、能熟练运用日语在政府涉外部门或外向型企业从

事对日文化交流、翻译、经贸、教育、科技、军事等领域

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日语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商务

主要课程：基础日语 I-IV、高级日语 I-III、日语听

力 I-II、日语写作 I-II、日语口语 I-II、日汉笔译、汉

日笔译、口译、同声传译、日本概况、日本文学、经济学

概论（日）、商务函电（日）、日本经济（日）、商务洽

谈（日）、国际贸易实务（日）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我校为全省四所具有 3D 仿真实训室的高校之一

校党委黄晓波书记在广交会期间指导学院学生专业实习

外 国 语 学 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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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日本三资企业等部门开展专业实习，辅以特色的暑

假赴日实习等项目，学生可在假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以及各类日语演讲大赛、翻译大赛等第二课程活动。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可到国内外名校继续深造，可报

考日语语言文学、工商管理、管理学等方向的研究生；也

可参加日本多摩大学交换生项目及短期的国际交流合作学

习项目。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可在政府中日文化交流部门、领事馆、

教育、商务经贸、银行金融、日本跨国公司、旅游、科技、

军事等领域工作。

商务英语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宽阔

的国际视野、较系统的国际商务知识，掌握语言文学、商

务管理学、经济学和国际商法等学科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

熟悉国际商务的通行规则与管理，具备良好的中外文化素

养、较强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和实务能力，能熟练地运

用英语及商务知识在外交、外事、经贸、管理、金融、教

育、科技等领域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国际化、复合型、应

用型商务英语专业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工商管理学

主要课程：综合商务英语 I-IV、高级英语 I-II、英

语语音、商务英语中级口语、商务英语高级口语、商务英

语写作、商务英语中级阅读、商务英语高级阅读、汉英笔译、

英汉笔译、商务口译、语言学概论、英美社会与文化、当

代商务概论、跨文化商务交际（英）、国际贸易概论（英）、

连续传译、商务洽谈（英）、国际金融（英）、经济学原

理（英）、国际市场营销（英）、国际商法（英）、电子

商务（英）、英美税务导论（英）、管理学（英）、商务

函电（英）、人力资源管理（英）、会计学原理（英）。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

会）、跨国公司、银行等部门从事商务实务与管理实习，

学生可在假期参加各种商务实训活动以及商务实践大赛、

英语辩论赛等第二课堂活动。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可到国内外名校继续深造，可报

考外国语言文学、工商管理、管理学等方向的研究生；也

可参加短期的国际交流合作学习项目。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可在政府对外文化交流部门、领事馆、

教育、银行金融、跨国公司、科技、军事等领域担任商务

实务与管理、创业等工作。

翻译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创新意识和广

阔国际视野、熟练掌握相关的工作语言，具备较强的逻辑

思维能力、较宽广的知识面、较高的跨文化交际素质和良

好的职业道德，了解中外社会文化，熟悉翻译基础理论，

较好地掌握口笔译专业技能，熟练运用翻译工具，了解翻

译及相关行业的运作流程，并具备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工作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成为胜任外事、经贸、教育、

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的口笔译或跨文化交流工作的复

合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

主要课程：综合英语 I-IV、高级英语 I-II、英语中

级口语、英语高级口语、英语视听说、英语阅读、英语快

速阅读、英美文学、英汉笔译、汉英笔译、英汉口译、汉

英口译、连续传译、国际会议传译、商务翻译、科技翻译、

国际贸易实务、管理学、中文阅读与创意写作 I-II、中

国文化、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到政府部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

易会（广交会）、跨国公司、银行等部门从事翻译实践活

动，学生可在假期参加各种翻译实训活动以及口笔译大赛

等第二课堂活动。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毕业后可在国内外名校继续深造，

可报考外国语言文学、翻译、中国语言文学等方向的研究

生；也可参加短期的国际交流合作学习项目。

学生就业方向：可在政府对外文化交流部门、领事馆、

教育、银行金融、跨国公司、科技、军事、翻译机构等领

域担任口笔译和跨文化交流工作。

外国语学院成为“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理事单位

外 国 语 学 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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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汇报演出

人 文 与 传 播 学 院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学院简介

人文与传播学院成立于 2002 年，主动适应国家特别

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抢抓机遇，稳步发

展。经过 18 年的建设，已成长为校内在校生规模最大的

二级教学单位。

现设有中国语言文学系、社会学系、新闻与传播学系、

广播电视学系、应用心理学系5个系，开设有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商务文秘）、汉语言文学（创意写作）、汉

语国际教育、社会学、社会工作、新闻学（财经新闻）、

新闻学（政法新闻）、新闻学（全媒体传播）、编辑出版学、

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应用心理学 13 个本科

专业（含方向），拥有企业文化与伦理 1 个硕士学位授权

点，以及出版学硕士、艺术硕士2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现有专任教师 81 人，其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 29 人，

博士教师 48 人，博士后 2人，全日制在校生 2238 人。

自学院成立以来，学院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促教学，

以教学推科研，大胆探索，良性互动，收到明显成效。近

十几年以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2 项，国家自科基

金项目 2 项，教育部、广东省及其他省部级项目 85 项，

横向课题30余项；在C类以上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78篇，

出版各类论著 40 本，其中，教材 14 部。学院获得省级以

上“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及“创新强校”项目 25 项，涵

盖了专业综合改革、卓越艺术人才培养、战略新兴产业专

业改革、精品课程资源、教学模式改革创新实验区、大学

生实习教学示范基地、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学团队等多

个类别。教师获得校级以上各类荣誉共计 43 人，涵盖了

教学成果奖、南粤优秀教师、优秀指导教师、最佳授课教

师、三育人先进教师、优秀论文奖等类别。学生就业率近

100%，深受用人单位好评。有一百余名学生先后考取北京

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

厦门大学、苏州大学、暨南大学等名牌高校硕士研究生。

2001 年至今，学生获国际奖项 7项，国家级奖项 154 项，

省部级奖项 234 项。

咨询电话：020-8426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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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介绍

汉语言文学专业

广东财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人文与传播学院最早

开办的专业，已有 18 年的历史。在坚持汉语言文学专业

特色的基础上，适应多媒体网络时代的人才需要，适应中

国未来发展的民族文化需要，以夯实国学素养为核心，以

培养创意写作能力为目标，结合商务文秘公关技能训练，

培养适应当代职场需要的复合型中文人才。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基础和

良好的人文素养，熟悉汉语及中国文学的基础知识，具有

较强的审美能力和中文表达能力，具有初步的语言文学研

究能力和创意写作策划能力，同时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能在文化、教育、出版、传媒机构以及政府机关等

企事业部门，从事与汉语言文字相关工作的中国语言文学

学科复合型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中国语言文学

主要基础课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应用语言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

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外

国文学、文学概论、中国文化概要、基础写作、文体写作、

应用写作。

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传统中文发展模式为主的同时，结

合当代创造性人才需要和文化产业人才需要、结合广东财

经大学的学科优势，在专业方向上也进行了提升和转轨，

学生入学后，还可以选择汉语言文学（创意写作方向）和

汉语言文学（商务文秘方向），这两个方向的主要课程特

色如下：

创意写作方向发展课程：国学概论、国风素养、创意

概论、创意思维、创意训练、创意写作、社会调查研究方

法、文体鉴赏与创作等。

商务文秘方向发展课程：现代秘书学、秘书实务综合

培训、中国文化与企业管理、公共部门公共关系、领导科

学与领导艺术、语言艺术、管理沟通、电子商务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写作技能训练、秘书业务实习、

中小学教学实践、行业调研、百篇文章、仿真实习等。

主要专业实验：怀之书院国风实训、青果创意写作工

作坊、网络文秘工作室。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学、管理学、汉语国际教育等学科相关专业硕士。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文化、教育、出版、传媒机构、新媒

体文化产业创业以及政府机关等企事业部门从事与汉语言

文字运用、文化创意相关的工作。

新闻学专业

新闻学专业开办已经有16年的历史，立足财经新闻、

政法新闻两个专业特色和方向，培养既具备深厚的新闻传

播理论与知识又兼具财经、政法理论与知识的复合型新闻

传播专业人才，适应当前新闻传播业的人才需求，就业前

景广阔。本专业与世界大学排名前 90 名的世界名校西澳

大利亚大学签订有“3+1+1新闻类专业学位本硕连读项目”，

参加该项目的学生可以拿到两校的学士学位和西澳大利亚

大学的战略传媒专业硕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新闻学、经济学、管理学、

法学等相关专业知识 ，掌握新闻传播历史和基本理论，

接受新闻传播实践训练，具备利用多种传播媒介从事新闻

传播活动的能力。具备财经新闻报道的基本技能，同时具

备综合运用掌握知识、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能够应用新闻传播相关原理设计报道方案，熟练地进行自

媒体软件，整合新闻资源对自媒体进行运营。在各类媒体、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

音视频制作、经营等新闻实务的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新闻传播学

主要课程：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网络与新媒体

概论、出版与数字出版概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新闻

传播学研究方法、广播电视理论与实务、广告原理与实务、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中外新闻传播史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校内虚拟媒体实践，校内 ERP 仿

真实习教学，电视台、电台、报社、网站等媒体机构实践

教学。

中文系国风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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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实验：全媒体实验教学、电视摄像与节目制

作、新闻摄影、平面媒体实验教学、新闻采写、网站规划

与设计、非线性编辑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新闻学、广告学、社会学、文学、

经济学、法学等相关专业硕士学位。

学生就业情况：我校新闻学专业在广东地区具有较高

的知名度及美誉度，毕业广泛分布于广东省的各级各类媒

体机构，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南方

报业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东莞日报报业集团、

佛山传媒集团等。目前就业范围更加广泛，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专业对口率达 50% 以上。

学生就业方向：各类媒体机构（电视台、报社、广播

电台、网站、期刊社等）、政府机关公务员及企事业单位，

大中型文化宣传部门及大中型公关、广告公司，各级各类

教育机构。

编辑出版学专业

编辑出版学专业是研究国内外出版业运行规律并指导

出版实践发展的一门应用学科，广东财经大学编辑出版专

业已经开办 14 年，是 2018 年广东省第一批获批出版硕士

学位授权点的大学之一。本专业培养既具编辑出版学理论

与知识又兼具数字出版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可以适应

出版产业尤其是数字出版业兴起对人才市场的旺盛需求。

本专业与世界大学排名前 90 名的世界名校西澳大利亚大

学签订有“3+1+1 新闻类专业学位本硕连读项目”，参加

该项目的学生可以拿到两校的学士学位和西澳大利亚大学

的战略传媒专业硕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立足于编辑出版专业的内在规律，

实行宽口径、厚基础、重实操的教学模式，培养具备系统

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熟练的编辑出版实操技能及深厚的

人文综合素质、能胜任书刊编辑、出版、数字出版等领域

的业务和管理工作的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新闻传播学

主要课程：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网络与新媒体

概论、出版与数字出版概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新闻

传播学研究方法、广播电视理论与实务、广告原理与实务、

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出版技术、中外编辑出版史、平面媒

体编辑、新媒体编辑、出版物设计与制作、视觉传播、非

线性编辑、出版法规。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校内虚拟媒体实践，校内 ERP 仿

真实习教学，电视台、电台、报社、网站等媒体机构实践

教学。

主要专业实验：全媒体实验教学、电视摄像与节目制

作、新闻摄影、平面媒体实验教学、新闻采写编、网站规

划与设计、非线性编辑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新闻传播学、编辑出版学硕士，

社会学、文学等相关专业硕士。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专业对口率达 70% 以上。

学生就业方向：书刊出版及发行机构策划、编辑、营

销工作，各类媒体机构（电视台、报社、广播电台、网站等）

担任编辑、记者，政府机关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大中型文

化宣传部门及大中型公关、广告企业，各级各类教育机构。

社会学专业

社会学专业是系统地研究社会行为和人类群体的学

科，与经济学、政治学并称为社会科学三大基础学科。其

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结构、人口变动、民族、城市、乡村、

社区、婚姻、家庭与性、信仰与宗教、现代化等领域。本

专业拥有校内最具国际化的师资队伍，所有教师均具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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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绝大多数教师有海外研究经历，与哈佛大学、耶

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国内外主流大学有着密切的交

流与合作。本专业一直致力于带给学生全球化与本土化结

合、思维开拓与实践创新共进的教育体验。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人

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熟练掌握社会学理论和社会调查技能，

能在教育部门、科研机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从事社会调查与研究、政策研究与评估、社会规划与

管理、企业综合管理、市场调查与预测等工作的社会学专

业高级人才，并为硕士研究生教育提供优质生源。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社会学

主要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研究方法、社会心理学、

中国社会思想史、古典社会学理论、现代社会学理论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社会调查（定量、定性）、田野

工作坊、社会问题论辩、社会统计软件应用、社会模型建

构、影像日志（社会记录片拍摄）。

主要专业实验：城市社区调查、乡村田野调查、社会

心理学实验、社会工作实验。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国内外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工

作、社会政策等人文社会科学类相关学科的硕士。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学生就业方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大型企业市场研究、宣传策划、人力资源管理等部门；媒

体、市场调查公司、用户研究公司、公关公司；中介性企

业及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大数据、互联网 +行业等。

本专业毕业生考研录取率和重点率均列全校前茅。

社会工作专业

社会工作专业是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广东

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广东财经大学于 2001 年开办社会

工作专业，是全国较早开办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院校，已

取得丰硕的办学成果，形成了有特色的办学模式。专业教

师团队均为境内外名校毕业，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行

业实务水平高，在珠三角地区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深

受学生喜爱。

培养目标：本专业推行“全人”教育理念，致力于推

动学生追求“真、善、美”人生目标，助力学生发现自己

的独特品质，成就最“美”的人生。透过专业学习，更好

地洞察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社会环境，了解自己，了解社

会，追求社会进步。本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社会创新创业的

能力，提高认识、创办、经营新时代下公益慈善组织、社

会企业等的能力；培养学生自我学习创新能力、良好的人

际交往能力、敏锐的社会分析能力和高效的社会服务能力，

能充分胜任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对人才的

要求。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社会学

主要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概论、人类学概论、

社会研究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

政、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社会政策、金融学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行业参访、假期见习、志愿服务、

社会调查、学年实习、毕业实习。

主要专业实验：社会心理学实验、社会工作实验。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海内外高校攻读感兴趣的硕士学

位。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8.25%，2017

届 97.30%

学生就业方向：政府机关、银行、企事业单位、基金

会、社会组织等。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本专业是广东首家艺术招生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是

广东省战略新兴产业特色专业。专业适应传媒行业媒介分

工细化和媒介融合双向发展趋势，依托本校经、管、法等

学科的特色背景，打造专业的特色化无缝对接。同时与播

音主持艺术、新闻学、编辑出版、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

相互支撑，良性互动。专业将“互联网 +双创”育人模式

融入专业建设。学生屡获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立项。学生双创工作室运营卓有成效，被主流媒体广

泛报道。

2018 届社会工作专业学子考入北大、人大、中大等名校

人 文 与 传 播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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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文学、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相关专业硕士。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主要就业于省、市级广播电视

媒体、新媒体、影视公司、企事业单位，从事编导、策划、

记者、摄像、制作、宣传等方面工作。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6.3%，2017 届 100%。

学生就业方向：广播电影电视机构、网络新媒体视音

频内容制作机构、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以及相关教学

与科研机构。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本专业是广东省唯一省级卓越主持艺术人才建设专

业。专业以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艺术学、汉语

言文学等学科作为教学科研的基础，同时借助广东财经大

学的商科优势，紧密联系当前广播电视及网络新媒体的发

展和人才需求实际，既有播音主持与新闻宣传的通才培

养，又将财经类节目主持人特色培养作为专业建设的一大

亮点。该专业师资力量雄厚，专业成果卓越，小班授课，

注重实践。学生在齐越朗诵艺术节、中国国际动漫节声优

大赛、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大学生主持人大赛等各级专业大

赛中屡获殊荣。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播音学、新闻传播学、应

用语言学、广播电视学、文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知识，同

时兼具财经、政法方面的基础知识，具有突出的语言表达

和节目主持能力，兼具广播电视节目创意与制作能力及传

媒综合素质，能胜任在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以及各

大企事业单位从事播音主持、新闻传播、公关宣传等工作

的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

主要课程：普通话语音与播音发声、播音创作基础、

即兴口语表达、文艺作品演播、广播播音主持、电视播音

主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形体训练、形象设计、播音主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广播电视节目及影视新媒

体内容编导、策划、创作、制作等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与

技能，较高的政治水平、理论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兼具

传媒管理、产品营销素养，能够在广播电视新闻机构及其

他传媒、企事业单位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及影视新媒体内容

策划、创作、编辑、制作、撰稿等以及宣传、管理等工作

的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学生入学后，还可以选

择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制作方向）和广播电视编导（戏剧

影视文学方向）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艺术学、戏剧与影视学、新闻传播学

主要课程：基础课程：影视美学概论、中国现当代文

学、传播学原理、视听语言、新闻采编。影视制作方向发

展课程：电视导演基础、摄影基础、电视摄像、影视剪辑、

电视节目策划、数字音频制作、纪录片创作、创作工作室。

戏剧影视文学方向发展课程：编剧艺术、戏剧概论、导表

演艺术基础、戏剧作品研究、广播电视写作、中国电影史、

外国电影史。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相关课程的实践教学、阶段性实

践教学（短片创作）、影片观摩训练、写作训练、编剧训

练、学期认知实习、联合实习（广播剧创作、纪录片创作、

电视专题片创作、电视综艺晚会创作、艺术片创作等）、

专业仿真实习（GSITV 网络电视台、学生双创工作室）、

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等。

主要专业实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技术、摄影创作训

练、高清摄影摄像实训、非线性编辑制作技术、录音艺术

及声音编辑实验、演播室导播训练、纪录片创作训练、微

电影创作训练、数字节目制作技术、照明艺术实训、电视

晚会室外移动导播录制实验、专题片与艺术片创作实验、

电视综艺节目创作实验、编剧工作室实验。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学、戏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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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公安、军事、体育、文化移速、航天航空、医护、

社会工作等）从事和心理学相关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

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心理学

主要课程：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沙盘游戏与心

理治疗、绘画疗法与心理表达、消费心理学、心理咨询技

能训练、健康心理学、情绪心理学、婚姻与家庭咨询，咨

询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心理测量、发展心理学、心理统

计、实验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沙盘游戏与心理治疗实践、精神

病院实习、企业管理实习、心理咨询实习、毕业论文等。

主要专业实验：实验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中枢神经

解剖学、普通心理学等。

学士继续深造方向：心理学、管理学等相关专业硕士。

学士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师、用户体验

师、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与社区工作、企事业单位的相关

岗位等。

                                            

持艺术概论、综艺节目主持、表演基础、出镜报道与现

场主持、广播电视节目策划、艺术概论、新闻学概论、

传播学原理、新媒体概论、新闻采编、广播电视学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节目评析实践训练、节目创作

实践训练、节目主持综合实践、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

毕业实习等。

主要专业实验：播音发声、即兴口语表达、广播播

音主持、电视播音主持、出镜报道与现场主持、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电视摄像、新闻摄影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艺术、

广播电视艺术学、新闻学、传播学、应用语言学等相关

专业硕士。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主要分布在国家、省、市级

广播电视媒体、网络新媒体、影视公司，如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广东广播电视台、浙江广电集团、湖南广播影

视集团等，担任播音员、主持人、出镜记者、编辑，同

时也有部分学生在各种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传播及

公关宣传等方面的工作。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新媒体、

影视节目制作公司、电影制片厂、企事业单位公关宣传

部门及相关教学与科研机构等。

应用心理学专业

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心理学方面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知识，接受心理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的基本训

练，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具备进行心理学实验和心理

测量的基本能力，以及将心理学理论、技术应用于金融、

经济、教育、管理、社区、司法、劳教和社会其他领域（各

类用户体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心理学学科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接受初步的科学思维和科学

实验训练，能够在科研部门、教育机构及其他企事业单

位等不同领域（例如公共管理、工商管理、IT 行业、经

济决策、公共关系、市场营销、广告策划、工业与商业

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前往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见习

人 文 与 传 播 学 院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电视播音训练

哈佛大学 Michael A. Szonyi 教授指导社会学系学生做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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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设计学院

SCHOOL OF ARTS AND DESIGN

SCHOOL OF ARTS AND DESIGN

第七届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学生获奖现场

学院简介

艺术与设计学院，前身为艺术教研室，成立于 1993

年9月；2001年面向全国招生；2008年7月，艺术学院成立；

2017 年 3 月更名为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8 年 1 月获批设

计学一级学科、艺术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学院现设有广告学（广告策划与经营管理）专业、视

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专业、动画（新媒体动画）专业、

产品设计 ( 玩具与游戏设计 ) 专业、环境设计（建筑与环

境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设计（展示设计）专业。其中广

告策划与经营管理、玩具与游戏设计等专业方向为全国首

创。学院以培养创意思维、市场策划与设计执行能力为特

长，以珠三角经济发展、企业转型升级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为依据，形成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专业发

展和人才培养模式，凸显了商科背景的设计专业办学特色。

专业教学设施先进，专业实验室面积达 1800 多平方，配

备了最新的计算机及影视技术设备，全部教室配备多媒体

设备。在广东省广告集团等国内一流 4A 大型广告公司、

动画和玩具游戏公司、室内装饰设计公司建立了实习基地。

基于地域优势 ( 海珠会展产业，珠三角制造业 ) 及学

校优势学科群（商学学科）背景进行我院的学科建设和发

展，构建“国际化、大视野”的格局。在国际化视野下，

我院充分发掘地域文化资源，2013 年凝练出“艺术设计

地域化理论及其应用”作为学科研究发展框架，涵盖我院

各专业方向，衍生出岭南建筑与城市文化、低碳室内设计、

产品语义学、符号学、传统器具设计研究、岭南传统图像

的视觉文化研究等研究方向，使各学科发展目标和特色更

加明晰。学院也提出“增强传统优势学科高点，营造设计

学科亮点，拓展新型学科增长点”——“三要点”学科发

展策略，将传统优势学科、交叉应用学科、新型学科及特

色学科合理统一布局，形成学院学科特色。近年来教师发

表科研、教研论文 122 篇、艺术作品 120 件，在专业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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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上发表论文、作品 107 篇（件）。全国及省级美术作

品展获奖作品27件；承担省部厅级科研、教研项目26项；

科研、教研奖励 10 项；出版著作及教材 11 部。教师主持

完成多项大型社会横向设计课题，有多项产品设计专利投

入生产。

学院注重学术能力培养，积极引导、鼓励和推动学生

参加国内外各类艺术设计赛事，成绩斐然。学生获得省级

以上奖项共计 600 多项，其中，国际级奖项 3 个；一等奖

以上 62 项。自 2005 年首届毕业生至今已两千余人毕业，

分布在国内各地以及英国、法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工作、学习和生活，广受用人单位好评。就业率连续多年

达到 100%。

咨询电话：020-84096580

专业介绍

广告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广告学、营销传播及现代

管理理论基础，具备较强的广告策划与创意、广告经营与

管理及媒体运作与产业管理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广告

学专业毕业生能够在各类综合性广告公司、新闻媒体广告

部门、企事业单位广告管理部门以及传播咨询、营销咨询

等行业从事广告策划与广告经营管理等工作。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新闻传播学、市场营销学

主要课程：广告学概论、创意思维、网络传播、广告

媒体研究、广告创意与策划、广告经营与管理学、广告文

案创意、视觉传达设计基础、广告摄影、电脑图文设计、

创意产业研究、国际广告、品牌研究、统计与数据分析、

广告效果评估。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社会实践、ERP 校内仿真实习、

毕业实习、学生工作室创业项目孵化。

主要专业实验：广告综合项目研究，计算机辅助设计。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可报考广告学、传播学、市场营

销学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海外留学。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在各类综合性广告企业、新闻媒介广

告部门、国家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广告管理部门以及博

览和会展业、市场调研与信息咨询等行业工作；在科研院

所、教育系统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自主创业。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传播学和市场营销理论基

础，具有国际设计文化视野，掌握国际前沿视觉传达设计

理论和中国设计文化特点，具有较强的创意能力和设计执

行能力，适合集传统平面媒体和现代数字媒体的创新时代

需求，在专业设计领域、企业、传播机构、政府职能部门、

教学与科研单位从事设计、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复合

型应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艺术学、设计学、传播学、美学、心理学

主要课程：创意思维、广告学概论、媒体创意、字体

设计、图形设计、编排设计、文案创意、广告摄影、平面

广告设计、电视广告创作、交互广告设计、品牌形象设计、

品牌广告项目实践、专业考察和毕业设计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社会实践、毕业实习、学生工作

室创业项目孵化。

主要专业实验：创意思维、摄影基础、字体设计、平

与广州 GZIPP 合作《广告摄影》结课展演在太古汇佳能公司进行

艺术与设计学院
SCHOOL OF ARTS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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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设计学院
SCHOOL OF ARTS AND DESIGN

面广告设计、影视广告创作、网络广告设计、广告设计项

目实践。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可报考视觉传达设计、摄影、数

字媒体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海外留学。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在各类综合性广告企业、出版社、传

媒机构、国家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广告管理部门以及博

览和会展业、市场调研与信息咨询等行业工作；在科研院

所、教育系统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自主创业。

动画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培养具备良

好人文素质、影视动画及艺术造型、多媒体数字技术等专

业理论，了解国际前沿新媒体动画的文化理念和最新发展

趋势，有较强的动画创意和创作能力，熟悉影视动画编辑

制作技术，游戏设计的创作，能适用于各类影视动画企业、

动漫游戏企业、交互设计机构、各类影视出版媒体及新一

代数字媒体传播领域从事动画、漫画的策划、制作、传播、

运营和管理的创新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电影学、戏剧学、美术学、设计学、艺术

学理论

主要课程：中外动画史、动画剧本创作、三维动画技术、

视听语言、运动规律、分镜头设计、角色设计、 场景设计、

定格动画、漫画插画技法及创作、动画音效、动画后期合

成、动画周边产品、专业考察和毕业设计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社会实践、毕业实习、学生工作

室创业项目孵化。

主要专业实验：互动媒介创作、视听语言、运动规律

原理、动漫衍生品创作、分镜头设计、三维动画创作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可报考动画、数字媒体、游戏设

计、视觉传达设计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海外留学。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在建筑与环境艺术设计部门、广告企

业从事虚拟动画制作；在各类影视动画专业公司及企业影

视动画制作部门、电视台、出版社从事影视动画策划开发

和原画创作、影视动画的编辑制作工作；在玩具与游戏生

产企业和研发部门、大型娱乐企业从事动漫周边产品开发

与设计工作；在科研院所、教育系统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

自主创业。

产品设计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玩具与游戏产品设

计基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玩具与游戏产品设

计基础理论知识及产品造型能力、良好的职业技能和职业

素质，能在企事业单位、专业设计部门、教学科研单位从

事以玩具或游戏产品创新为重点的设计、管理、科研或教

学工作；也可以从事与动漫行业相关的平面设计、创意礼

品设计、游乐设施设计或动漫衍生产品设计工作的复合应

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产品设计方法学、人机工程学、材料与工

艺学

主要课程：设计概论、设计构成学、互动机制与创新、

数字化设计技术、材料工艺学、人因工程学、智能交互技

术基础、娱乐装备设计、传统手艺与现代产品、文创产品

开发、沉浸式场景构建、角色设定、游戏机制与项目策划、

数字互动产品开发、专业考察、毕业设计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社会实践、毕业实习、学生工作

室创业项目孵化。

主要专业实验：市场调研、用户需求分析、设计创新

体验、效果评测、展示与推广、校企合作、创新创业实践。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可报考工业设计、产品设计、游

戏设计、数字媒体、动画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海外留学。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各类文创产品、智能娱乐装备、数字

化娱乐产品生产企业和研发部门，大型娱乐企业、影视动

画专业公司的设计和经营管理职能岗位，政府和企业有关

部门的产品鉴定和质量监测工作；旅游和文化传播企业的

产品设计开发工作；科研院所和教育系统的科研与教学工

作；自主创业。

实习、就业二合一：教师与火星时代科技公司高管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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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创新和设计实践能力；既能够适应中国环境设计行业

国际化发展需要，又能胜任建筑设计、室内外环境艺术设

计、展示设计等企事业单位要求，从事专业设计与研究工

作的应用型环境设计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建筑及环境设计方法学、人机工程学、材

料学

主要课程：环境设计简史、设计制图与模型制作、人

机工程学、建筑设计方法、室内空间设计、材料构造与应

用、陈设艺术设计、城市设计、环境色彩设计、景观专题

设计、公共艺术设计、参数化设计、艺术采风、专业考察、

毕业设计。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社会实践、毕业实习、学生工作

室创业项目孵化。

主要专业实验：空间模型工艺与公共艺术创作实验、

装饰材料综合运用实验、专业绘图实验、空间信息技术实

验、室内环境数字集成实验、展示环境虚拟现实与交互设

计实验、建筑与环境艺术综合设计实验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可报考环境艺术设计、建筑设计、

园林设计、展示设计等等相关专业研究生；海外留学。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在各类建筑研究院、室内外环境设计

公司、展览公司、企业从事设计与管理；在科研院所、教

育系统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自主创业。

环境设计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培养具备扎

实的艺术设计能力，和较强的空间策划意识，熟悉设计管

理等基本知识，熟悉工程技术与材料，掌握建筑学、室内

外环境艺术设计和展示设计基础理论和技能，具有较强的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学生在 ONESHOW 中国青年创意大赛中获奖

课程与就业合作：与广州网易互动娱乐有限公司管理者面对面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摄影课程参加广州 GZIPP 活动开放日

艺术与设计学院
SCHOOL OF ARTS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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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与 数 学 学 院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学生在 2017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中收获佳绩，胡桂武老师获评全国优秀指导教师

学院简介

统计与数学学院始建于 1987 年，历经数学教研室、

经济数学教学部、数学与计算科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7 年 3 月份更名为统计与数学学院。下设统计系、数

学系、数学建模与理工公共数学教研室、微积分教研室、

线性代数与概论统计教研室 5 个教学单位；拥有广东省普

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 -- 大数据与教育统计应

用实验室、校级研究中心 -- 商业信息处理技术研究中心

和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设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统计学、应用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

用数学 5 个本科专业，其中统计学专业拥有中外合作学分

互认本硕合作项目，统计学专业在广东财经大学学习 2.5

年后，符合条件的可以进入（广东财经大学—澳大利亚科

廷大学 2.5+1+1.5 理学学士（金融数学）+ 理学硕士（精

算与财务科学））合作项目 ,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是省级

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有一个统计学（理学）学科硕士学位

授权点。

长期以来，学院坚持以“人才立院、特色兴院、科研

强院”，现有教职工 71 人，其中专任教师 62 人，在教师

队伍中有教授 11 人、副教授 19 人，硕士生导师 9 人，博

士 40 人，博士后 4 人，海外留学（访学）教师 8 人；广

东省“南粤优秀教师”3 人，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

教师培养计划培养对象”2 人，广东省“千百十”培养对

象 11 人，“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国

家级或省级）共 6人”。

科研成果多、层次高、质量好。近年来，全院教师立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 项，省部级、厅级等项目 20

多项，在国内外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 180 余篇，总体处于

全校前列。教研教改成果显著，教学质量好、水平高。近

年来，全院荣获省级教学成果奖1项，校级教学成果奖2项，

获数学建模省级教学团队、信息与计算科学省级综合改革

试点专业等省级教学项目 8 项，连续 3 年获全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广东赛区优秀组织单位、广东省高校青年教师

教学大赛二等奖、“广东省微课大赛一等奖”等省级教学

奖励 6项。

学院按照“加强基础、强化实践、突出能力、注重融

合”的人才培养理念，形成了以数据科学、统计学、数学、

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路径，构建了以“大

数据”、“统计精算”、“数据分析”、“金融数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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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人才培养特色，打造了“省内领先、国内前列”的

“数学建模竞赛”品牌，培育了以美国东北大学、澳大利

亚悉尼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外一流大学

为目标的“考研品牌”，总体就业率高、质量好。

自 2010 年以来，我校在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参

赛队数和竞赛成绩逐年突破，2010 年至今，指导学生共

获得各级各类奖励 1000 多人次，其中国际一等奖 101 人

次、国际二等奖 216 人次、国际三等奖 255 人次，国家一

等奖 33人次、国家二等奖 131人次，省一等奖 192人次、

省二等奖 184 人次、省三等奖 183 人次。2015 年全国一等

奖总数名列全省第一，国家级一等奖总数名列全国15强。

咨询电话：020-84096350  84091567  84096904

专业介绍

统计学专业

培养目标 :实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数学和金融学基

础，掌握现代统计学理论和方法，掌握精算学基本理论，

能够在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从事精算分

析、风险管理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统计学

主要课程：保险原理、应用回归分析、金融数学、精

算模型、寿险精算、应用随机过程、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精算管理、生存模型。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攻读统计学、证券投资、统计分

析等专业和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

学生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率 2016 届 97.56%，2017

届 100%

学生就业方向：可在政府部门（统计局等），银行、

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部门，市场调查公司、咨询公

司、各公司的市场研究部门等企事业单位工作。

应用统计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系统的统计学知识，掌握

现代统计学理论和统计分析方法，能够在保险、商业、工

业、教育等相关领域进行大数据搜索、整理和统计分析的

应用型高级统计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应用统计学

主要课程：概率论、数理统计、现代非参数统计、统

计机器学习、应用多元统计、应用回归分析、抽样调查理

论与方法、统计预测与决策、统计计算与软件、R 语言程

序设计。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攻读应用统计学、风险管理、统

计分析等专业和研究方向的硕士。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可在金融保险部门、投资、证券及社

会保障机构、市场调研、咨询及信息产业部门、国家统计

部门从事统计调查、统计信息管理、数量分析等开发、应

用和管理工作。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数学理论基础，具有

较高数学素养和较强创新意识，熟悉金融理论，掌握比较

系统的现代金融学专业知识和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复合型人

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培养方向：金融数学

 优秀学生冯杰伟博士就读于美国东北大学

统 计 与 数 学 学 院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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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与 数 学 学 院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主干学科：数学

主要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空间解析几何、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常微分方程、实变函数、程序设计基础（C

语言）、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证券投资学。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攻读数学、经济管理、数理金融

等专业和研究方向的硕士。

学生就业情况：2016 届、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可在金融、投资、保险等部门从事金

融分析、金融建模、策划与管理等工作。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数据科学、数学、

统计学和财经理论基础，掌握先进的统计方法和软件、计

算机算法思想和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软件，能综合运

营上述方法和技术解决大数据（特别是财经大数据）的分

析问题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统计学、数学、计算机科学

主要课程：数理统计、应用回归分析、应用多元统计

分析、数学分析、Python 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

数据采集、大数据分析技术与软件等。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攻读数据科学、统计学等专业和

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

学生就业方向：可在工商、金融、电信、电商、信息

咨询等企业或党政部门、学校等单位从事大数据分析与决

策咨询等工作。

在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中获各类奖项 1000 多人次

优秀学生邢玥铭在全球顶级金融机构担任高管

与西班牙皇家科学院院士 Jaume Llibre 教授等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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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学院简介

国际商学院是广东省教育厅、佛山市人民政府、佛山

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广东财经大学四方主动适应广东特别

是广佛经济圈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广东财经大学佛

山校区联合创设的全学段教学学院。学院立足本土，放眼

国际，紧密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着力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

的商学创新型、应用型、国际化高端人才。2018 年计划

开设金融学专业、电子商务专业、财务管理专业、物流管

理专业和“广东财经大学—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2+2 本科财

务管理专业实验班”（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学院具有鲜明的办学理念：第一，紧密对接现代服务

业产业链和创新链，通过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教学模式改

革，探索彰显“商法融合、实践创业、多元协同”的办学

特色；第二，充分借力国（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与地方

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造国际学术交流合作

平台，提升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师资建设的

国际化水平；第三，积极探索“中外联合培养 + 校地协同

育人”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引入国际课程体系和职业资格

认证体系标准，部分专业课程实行全英授课，打造集教学

与科研于一体的国际化开放实验平台，着力培养创新型、

应用型、国际化高端人才。

学院具有突出的办学优势：一是师资力量雄厚，授课

教师包括由佛山市政府、三水区政府和广东财经大学多方

资助，专门引进的高层次海内外人才，以及从国内外知名

高校和企业引入的高层次客座教授，还有广东财经大学相

关专业的高水平教授和副教授；二是硬件设备好，佛山市

政府将专门为学院新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厚德书院和学

生公寓等；三是学生创新创业和就业前景好，佛山市政府

和三水区政府将积极在市内大中型公司企业安排实践教学

活动，并提供创新创业和就业机会。

佛山市俞进副市长参加佛山校区 2017 级全学段本科新生开学典礼

国 际 商 学 院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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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商 学 院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学生在佛山校区全学段学习，实施书院制管理。所有

入学新生都将获得新生奖学金资助；所有学生在学习期间

均可根据自己的专业教学计划和未来发展规划，选择报名

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相关国际化教育项目。

咨询电话：0757-87828023

       专业介绍

金融学专业

注：本专业在佛山校区全学段学习

金融学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旨在培养基础扎实、

素质全面、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紧扣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对金融人

才的需求，重视学生的国际化培养和教师团队的国际化。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具备宽

厚的金融学理论基础和熟练的业务技能，有较强的跨文化

交流能力和职业迁徙能力，富有创新和敬业精神，面向国

内外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政府经济管

理部门及企业单位从事经济金融业务经营与管理的高素质

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经济学、管理学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国际

金融、经济计量学、证券投资学、财政学、财务报表分析、

金融市场学、金融数量方法、统计学、金融风险管理、投

资组合管理、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衍生证劵与其他投资

等。

学生就业方向：中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机构、投资咨询机构、财务公

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跨国企业、政府经济及金

融管理部门等。

 电子商务专业

注：本专业在佛山校区全学段学习

电子商务是广东省级特色专业，以创业实训、项目实

训为抓手，以产学研用、校政及行业协会合作模式，合作

开展电子商务的创业实践，实现实训、创业就业的无缝对

接，培养现代商务管理理论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高素质复

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系统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经济管理理论与方法、现代商贸

理论与实务、网络贸易、网络营销的理论与知识；掌握电

子商务系统的分析、设计、实现和评价技术；了解与电子

商务相关的法律知识，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

能够从事电子商务技术、运作与管理的高素质复合型、应

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经

济学

主要课程：管理学（双语）、国际贸易（双语）、管

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概论、数据库管理、程序设计基础、

高级跨境电子商务 I、高级跨境电子商务 II、供应链与物

流管理、网络营销、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法律与法规、

商务智能、电子商务管理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计算机基础训练、课程设计、电

子商务综合实践、实战网络营销、网上创业、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参加国家级经管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 ERP 系

统实习，在跨境电子商务实验室进行电子商务安全及应用

实习。在电子商务教学基地进行电子商务实务、网上广交

会实践。

主要专业实验：程序设计课程设计、电子商务系统分

析与设计、电子商务网站设计与开发、商务模式分析与设

计、电子商务项目策划、ERP 仿真实习。

学生就业方向：国家政府机关从事电子政务系统的建

立、管理和维护工作。物流、证券、广告、银行等各类企、

事业单位的电子商务系统的建立、管理和维护。可望实现

在校学习、就业、创业的无缝对接。

财务管理专业

注：本专业在佛山校区全学段学习

培养目标：财务管理专业是广东省应用型人才示范专

业，该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

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具备经济、管理、法律和财务管理

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从事财学校党委书记黄晓波、校长于海峰与国际商学院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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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经济学

主要课程：宏观经济学(双语）、微观经济学(双语）、

金融学 ( 双语）、管理学 ( 双语）、经济法、税法、财务

会计基础 ( 双语）、中级财务会计学、公司战略与风险管

理（CPA）、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

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校内 ERP 仿真模拟实习、校外实

践基地实习。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会计学硕士，会计学专业硕士

（MPAcc），工商管理硕士（MBA），金融学硕士。

学生就业方向：大中型工商企业、商业银行、保险公

司、各类投资基金和金融机构等单位从事财务管理、投资

分析等工作。

物流管理专业

注：本专业在佛山校区全学段学习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管理理论基础，

系统掌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基础知识和实际工作技能，了

解国内外现代物流业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发展动态，

掌握物流管理实践领域的基本方法和技术，具有良好的沟

通能力和外语听说读写能力，能在各级经济管理部门、跨

国公司、物流企业及各类工商企业从事物流规划与设计、

物流运作管理、供应链管理、国际采购与物流等相关工作，

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管理学、物流管理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

程、工商管理、交通运输

主要课程：管理运筹学、物流学导论、供应链管理（双

语）、库存管理原理、采购管理、物流成本管理与实务、

企业物流管理及案例分析、国际物流、运营管理、战略管

理、企业沙盘模拟实训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本专业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广东省物流创新

创业大赛等，推荐学生参加校外精英企业的实习，行业调

研、校内仿真综合实验、毕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

主要专业实验：ERP( 供应链管理 )、物流管理专业综

合实验课。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海外留学深造、国内考研深造。

学生就业方向：各种类型的物流企业、生产型企业、

商贸流通型企业等；政府机构、教育事业单位、咨询管理

公司；自主创业等。

国 际 商 学 院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国际商学院与顺德创意产业园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

学生进行佛山市市情教育活动

 学校党委副书记吴琦给佛山校区学生颁发新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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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
SCHOOL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TOURISM

SCHOOL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TOURISM

学院简介

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是广东省教育厅、佛山市人民政

府、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广东财经大学为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

重要批示精神，主动适应广东特别是广佛经济圈社会发展

对人才的需求，在广东财经大学佛山校区联合创设。学院

立足本土、放眼国际，主旨是服务地方经济，目标是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文化创意与旅游人才。国家

文化部和旅游局的合并，说明本学院将文化类与旅游类专

业融合的人才培养思路与国家大政方针相吻合。学院开办

有广告学、数字媒体艺术、酒店管理等专业。

学院具有鲜明的办学理念，第一，具有专业特色的实

验、实践教学贯穿始终。学院正在建设和引入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实验室和实验设施，具有由佛山市政府支持的相

关产业实践平台，建立以理论教学为基础，以实验教学为

主要支撑，以实践、创业教学为助力点的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第二，校政行企协同育人。学院与佛山市政府、重点

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对接产业链和创新链，人才培养与行

业需求无缝对接；第三，国际化办学。学院积极引入国际

课程体系和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标准，部分专业课程实行全

英授课，打造集教学与科研于一体的国际化开放实验平台，

着力培养高层次国际化应用型人才。

学院具有突出的办学优势，一是师资力量雄厚。学

院授课教师一方面来自于广东财经大学现有相关专业的教

授、副教授；另一方面是学院在佛山市政府和广东财经大

学双重资助的条件下，专门引进的高层次海内外人才。同

时，学院借助优越的办学背景和经济条件，从国内外知名

高校和知名企业引入一批高层次客座教授。二是硬件设备

好。佛山市政府专门为本学院新建办公大楼、教学与实验

实训中心以及学生公寓。三是学生就业前景好。佛山市政

府将积极在市内大型企业安排本学院学生的实习和就业。

学院实行佛山校区全学段教学，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

所有学生将获得一次性新生奖学金资助。

咨询电话：0757-87828153  87828026

学生赴酒店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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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介绍

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
SCHOOL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TOURISM

酒店管理专业

注：本专业在佛山校区全学段学习

广东财经大学已有 20 余年开办酒店管理专业的历史

和经验 ,是广东省第一批开设该专业的学校。师资力量雄

厚，实践平台高端，国际化程度高，社会评价度高。在 “新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

想指引下，广东省将再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广州被赋予

了国际枢纽的功能，酒店业必然成为广东省大力发展的产

业之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多种高端服务业需

求，适应现代高端星级酒店需求，  具有开阔的战略发展

思维，科学的服务管理理念，综合的酒店及相关旅游产业

管理知识，先进的国际化管理技能，同时具备一定的文化

创意素能、社会责任、创新精神和开拓精神，能够在星级

酒店及相关产业多个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创新型、复合型

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管理学、旅游学、经济学

主要课程：管理学原理、服务管理、酒店管理概论、

现代服务业概论、统计学、旅游学概论、管理信息系统、

会计学、酒店前台与客房管理、餐饮管理、酒店市场营销、

服务业人力资源管理、旅游心理学、酒店战略管理、酒店

规划与筹建管理、社交礼仪、跨文化交际。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社会调研、行业调研、国内外酒

店实习。

主要专业实验：酒店管理信息系统模拟实验、酒店多

项岗位仿真实验。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旅游管理、企业管理、管理科学

与工程等学科相关专业硕士。

学生就业方向：各类大型星级酒店、酒店管理公司、

休闲度假企业、旅游公司、会务公司、政府及企事业单位

相关部门。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注：本专业在佛山校区全学段学习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是一门融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信

息技术于一体的新型交叉专业。近年来随着中国影视产业、

娱乐产业和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发展，对数字媒体创意人才

有大量需求。我校在已有的视觉传达设计、动画、广播电

视编导、编辑出版、信息管理、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群的

多年积累和支撑下，在学院大力引进海内外高水平师资的

背景下，2018 年成功获批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为理念和特

色，培养了解国内外网络、交互媒体、影视行业发展现状

与未来趋势，掌握数字技术在影视艺术领域、网络多媒体

艺术领域中的知识、技能和具体运用，熟悉网络传播、运

营规律及产品开发流程，掌握数字视频特效制作技术、互

联网交互设计制作和网络传播等前沿技术，能够从事多领

域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相关领域视频内容制作与运营的创新

型专门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戏剧与影视学、设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为佛山校区全学段新生颁发专项奖学金

学生在酒店开展实践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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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交互广告设计、数字媒体制作、新媒体营销、大数据

分析与精准营销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行业调研、课程实践、专业实习

主要专业实验：大数据挖掘与分析实验、广告投放

DSP 管理实验、SPSS 数据处理实验、广告公司多项岗位仿

真实验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传播学、市场营销学、艺术学、

文化产业等相关专业硕士。

学生就业方向：本专业学生毕业后可在媒体广告部门、

广告公司、公关公司、新媒体公司、市场调查和信息咨询

公司以及企事业单位从事广告经营管理、广告策划创意和

设计制作、媒体运营、市场营销策划及市场调查分析等工

作。

主要课程：数字媒体艺术概论、数字摄影摄像、视听

语言、设计思维、数字叙事学、计算机图形图像基础、数

字影视特效、数字合成技术、数字三维设计与应用、交互

设计原理、交互产品开发、影视项目管理

主要专业实验：数字影视特效与合成实验、虚拟现实

应用实验、交互项目仿真实验、设计思维工作坊

学生就业方向：《2017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

业蓝皮书）》中“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被列为绿牌专业（失

业量较小，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高的专业）。

毕业生可以在网络媒体公司、影视产业、娱乐游戏业、动

画设计公司、工业产品设计、建筑设计（建筑漫游和环境

设计）、人居环境设计等行业工作。

广告学专业

注：本专业在佛山校区全学段学习

广东财经大学已有将近 20 年开办广告学专业的历史

和经验，是国内最早基于经济学科领域的广告策划与经营

管理专业。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的广告学专业主动适应互

联网时代的产业变化和对人才需求的新趋势，突出互联网

+大数据，突出互联网 +视频的时代特色，以营销学和传

播学为基础，以文化创意为核心，是广东省及地方政府大

力发展的产业之一，也是电商大数据时代顺应时代趋势的

前沿学科。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营销学、传播学、设计学

主要课程：广告学、市场营销学、统计与数据分析、

消费者行为学、整合营销传播、公共关系学、电脑图文设

新生军训

 学生在佛山创意产业园参观学习

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
SCHOOL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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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创新实验区

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模式）

创新实验区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专业2012年被教育部评为应用型、

复合型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成为全国首批 58

个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之一。根据

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

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 [2011]10 号 ) 精神，结合广东

省和我校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2013 年广东财经大学成立

了国家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并于 2014 年

独立招生。实验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以专业基本条

件建设为保证，改革现有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制定

分类培养方案，根据法学院的基础和特色，探索“应用型、

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符合我国法治建设需要

的卓越法律实务人才，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

办学单位：法学院

遴选方式：国家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018年共招收 60人（司法法务和企业法务各招30人）。 

实验区于 2018 年 9 月面向 2018 级全日制在读本科生（艺

术类专业、佛山校区全学段专业学生除外）开展遴选工作，

其中法学院内部遴选人数不低于计划招收人数的 80%，跨

学院遴选人数不超过计划招收人数的 20%，遴选考核包括

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

培养目标：适应国家法治建设的需求，本专业培养德

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深

厚的法学专业知识功底，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

达到较高的外语水平，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的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

是能在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企业、

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司法相关工作的应用型、复

合型高级专门人才。该实验区下设司法法务和企业法务两

个方向。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法学理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

国际法

主要课程：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制史、刑法学、

民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国际法学、

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

障法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实验、专业实践、毕业论文和毕

业实习。 

主要专业实验：法庭审判模拟、企业法务实训。 

学生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进入公、检、法等司法机

关及海关、工商、税务等国家行政执法部门从事司法、执

法等工作，也可以到大型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法律服务工作

以及从事专职律师工作。

入学后进行遴选的创新实验区（基地）与实验班介绍

入学后进行遴选的
创新实验区（基地）与实验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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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专业（创业管理方向）实验区

学校于 2008 年成立“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潜质的经济

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并于 2009 年获批成为

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12 年，在国家级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基础上，成立创业教育学院，

负责与大学生创业教育相关的课程设置、项目开发、创业

实践的实施工作，负责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的

日常管理工作。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的宗旨为

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潜质的学生，作为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的“高地”，进行精细化的培养和管理，现有 4 个年级

共 199 名学生，已有 5 届毕业生。从全校各专业选拔进入

实验区学习的学生将于大一下学期开始回广州本部学习。

第三学期举行内部遴选，通过遴选的学生可以辅修投资学

（创业投资方向）专业。实验区实行三学期制，夏季学期

将开展丰富多样的小学期教学活动；还可以获得学校更多

资源倾斜，依托创业教育学院的优势得到更多参与学生创

业项目锻炼的机会。

办学单位：创业教育学院

遴选方式：实验区于第一学期面向全校 2018 级全日

制本科生（艺术类专业、佛山校区全学段专业学生除外）

遴选约 50 人，通过初选、综合能力笔试和创意设计展示

与面试三个环节，遴选出具有较强的创意、创新思维能力

与自学能力；有较好的学习习惯，有较强的口头和书面表

达能力及人际沟通能力；有良好的情商和坚强的毅力；有

志于创业和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学生。第三学期，实验区

邀请校内外导师共同组成专家组，采取面试答辩方式进行

内部遴选；此次遴选出的学生将获得辅修投资学（创业投

资方向）专业机会。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厚实，

实践与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化视野和企业家潜质，熟悉

粤港澳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创新精神、创业意

识、创新创业能力”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学生毕业后能进

行自主创业与创业管理。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学生在主修专业修读年限内完成主修专业学习要求并达成

投资学（创业投资方向）辅修专业修读要求授予辅修经济

学学士。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统计

学、计量经济学、财务管理、管理学、创业学、创业营销、

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战略管

理、消费者行为学、电子商务、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创

业融资、初创企业管理、税务筹划。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除加强理论课程中实践教学环节

外，实验区实行三学期制。夏季学期，实验区邀请国内外

名师、职业经理人、CEO开展讲座；进行户内外拓展活动；

进行创业培训、商务素养与商务谈判训练、综合文字处理

写作训练、社会实践、企业参观、行业研究、企业家研究

和项目开发、职业生涯规划；进行境外学术交流、学生游

学、海外带薪实习等，主要满足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

展的需求。四年共有三个小学期可供安排。

主要专业实验：有课程单项实验 1 门、课程综合实验

2门、专业综合实验 4门、跨专业综合实验 1门。

学生就业情况：近三年，“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潜

质的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毕业生就业率

100%，就业层次总体较高，具体表现在：20% 左右的毕业

入学后进行遴选的创新实验区（基地）与实验班介绍

红色之旅——重温黄埔历史

入学后进行遴选的
创新实验区（基地）与实验班介绍



70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生到高校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学位，其中包括英国爱丁堡

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布里斯托大学、美国东北大学、澳

大利亚悉尼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世界名校以及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等国内一流大学；50% 左右的毕业生进入知

名大型国企、世界 500强企业，包括普华永道、联合利华、

苹果、曼秀雷敦、特斯拉、星巴克等外资企业，以及四大

国有银行、中国电信、腾讯等大型国有企业；还有部分毕

业生加入公务员队伍，有的自主创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创业教育学院的毕业生中，目前创业成功的有15人，

其中一人的创业公司已于 2015 年在广州市股权交易中心

挂牌青创板。毕业生自主创业契合了实验区的人才培养目

标，彰显了实验区办学特色。

学生就业方向：企业、金融机构、管理咨询公司、政

府机构、自主创业等。

咨询电话：020-84096165

省级创新实验区

国际会计（ACCA）创新实验区

2010 年 6 月，会计学院创建国际会计（ACCA）创新

实验班，2011 年 1 月成为校级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2011

年 10 月，国际会计（ACCA）创新实验区获批成为广东省

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2014年8月，依托实验区设立的“国

际化应用型会计人才协同育人平台”成为首批广东省协同

育人平台（会计类唯一）。2016 年 6 月，会计学院成为

华南地区高校唯一一家 ACCA 黄金级认可培训机构。该实

验区教学团队实力雄厚，管理制度完备，教学资源充足。

实验区依托会计学院国家级特色专业、省级名牌专业和省

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的坚实专业背景，充分享用学校和会

计学院优良的教学设施、丰富的图书资料和完善的实验教

学资源，集中了会计学院优秀的具有博士学历、外语水平

较高、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的青年教师，改革并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办学来已取得显著的人才培养效果。自创办以来，

国际会计（ACCA）创新实验区毕业生就业和发展连续五年

在全省名列前茅。

办学单位：会计学院

遴选方式：面向 2018 级全日制在读本科生（艺术类

专业、佛山校区全学段专业学生除外）开展遴选工作，遴

选考核包括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考核标准包括高考数学

成绩、高考英语成绩、综合能力测试。2018 级遴选人数

共 160 人，其中会计学院学生内部遴选 50%，会计学院以

外学生遴选 50%。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

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具备国际视野和意识，具备经

济、管理、法律和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够在国

际注册会计师行业从事审计工作，或者在营利性和非营利

性机构从事会计实务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经济学

主要课程：管理学、统计学、经济法（CPA）、会计

师与企业 (F1)、管理会计 (F2)、财务会计（F3）、公司

法与商法（F4）、绩效管理（F5）、税务（F6）、财务报

告（F7）、审计与认证业务（F8）、财务管理（F9）、会

计 (CPA)、审计 (CPA) 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

主要专业实验：会计、审计专业综合实验。

入学后进行遴选的创新实验区（基地）与实验班介绍

智慧型创新创业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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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业情况：就业率 100%。

学生就业方向：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大型国有企业和

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国内外名校读研深造。

国际商务专业创新实验区

该实验区系广东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已招生

3 届，2013 级招生 30 人，2015 级招生 43 人，2016 级招

生 45 人。该实验区实施全人教育、国际化教育、主辅修

双学位教育三位一体培养模式。

办学单位：经济学院

遴选方式：面向 2018 级全日制在读本科生（艺术类

专业、佛山校区全学段专业学生除外）开展遴选工作，其

中经济学院内部遴选人数不低于计划招收人数的 80%，跨

学院遴选人数不超过计划招收人数的 20%。通过面试方式

等形式进行遴选，招生一个班，60 人左右。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厚实的国际经

济和管理理论知识，能娴熟地运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和

国际商务谈判，具备跨国企业经营与管理或跨国财务运营

及投资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创新、创造

和创业能力，能在跨国公司、外资企业、政府涉外经济部

门、企业和事业单位等组织从事跨国企业经营管理、国际

投融资、国际商务营销、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等实际

业务以及策划、咨询和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的创新

性国际化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主修专业授予管理学

学士学位，辅修专业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经济与贸易、经济学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全英)、宏观经济学(全英)、

计量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国际经济学 ( 双语 )、国际

商务战略与管理、商务伦理、世界经济、BEC商务英语（高

级）、商务英语综合（高级）、国际商法、国际贸易实务

与管理、第二外语、国际商务环境、全球营销管理、国际

商务谈判、国际投资学、国际电子商务等。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企业调研、广交会实习、毕业实

习、户外拓展、海外实践活动等。

学生就业方向：在跨国公司、外资企业、政府涉外经

济部门、事业单位等从事跨国企业经营管理、国际投融资、

国际商务营销、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等实际业务以及

策划、咨询和管理工作。

新闻学专业（全媒体）创新实验区

全媒体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班培养具有宽

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熟练掌握融媒体技术，新闻内容全

媒体生产的能力；熟悉传播渠道，具备新闻信息全介质传

播的能力，并且具有一定的全方位经营传媒产业意识的应

用型、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适应当前新媒体的人才需求，

就业前景广阔。

办学单位：人文与传播学院

遴选方式：面向人文与传播学院 2018 级全日制在读

本科生（艺术类考生除外），通过高考分数结合个人志愿

与综合测试进行遴选。

培养目标：本实验班致力于培养能掌握全媒体信息传

播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能熟练运用全媒体进行信息采

写、策划、传播，兼具财经特色、全媒体组织运营和管理

能力，拥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能在各级各类媒

体机构、党政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等从事媒介内容生

产、媒介经营管理、新闻宣传、媒介传播优化等工作的复

合型、应用型传媒人才。

培养规格：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新闻传播学

主要课程：新闻学原理、传播学原理、新媒体导论、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

闻评论、媒介伦理与法规、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校内虚拟媒体实践，校内 ERP 仿

真实习教学，电视台、电台、报社、网站等媒体机构实践

教学。

主要专业实验：电视摄像、节目制作、新闻摄影、平

面媒体实验教学、新闻采写、网站规划与设计、非线性编

辑、全媒体行业调研、全媒体行业实践、传媒创新训练等。

学生就业方向：各类媒体（电台、电视台、报社、网

站等），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等传媒机构，企事业单位文

化宣传部门。

入学后进行遴选的创新实验区（基地）与实验班介绍

我校学生创业园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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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专业（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项目介绍：本科财务管理专业（中外人才培养实验

班）是广东财经大学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1 合作开办的学

历教育项目，按照 2+2 模式联合培养，学分互认、学位联

授。本实验班项目的合作单位是广州市美誉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办学单位：国际商学院

遴选方式：新生报到后，面向全校 2018 级全日制本

科生（艺术类专业学生除外），通过面试遴选 30 人进入

实验班学习，基本要求：高考英语成绩 100 分及以上。具

体办法另行公布。

培养目标：本实验班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思维，

系统掌握现代财务管理和商业经济理论，具有良好的英语

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发现、研究和解决

国际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问题，道德

品质优、综合素质高，具备较强领导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

复合型、应用型、国际化高端财务管理人才。

培养模式：标准修业年限四年。按照 2+2 模式联合培

养，学生先在广东财经大学佛山校区完成规定的课程和学

分，课程总平均分至少 85 分（百分制）、专业核心课程

每门至少 80 分（百分制），并取得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

的雅思成绩（总分至少 6.5，且听说读写各单项成绩均至

少 6.0），然后在埃克塞特大学进行对接学习。在学习期

限内同时达到两校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将分别授

予广东财经大学的管理学学士学位和埃克塞特大学的会计

与财务学士学位。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经济学

国内主要课程：宏观经济学（全英）、微观经济学（全

英）、金融学（全英）、管理学（全英）、统计学、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国际商法、中国税制、财务会计基础（全

英）、管理会计基础（全英）、会计师商业财务（全英）、

商务英语听力、商务英语口语、商务英语阅读、商务英语

写作、国际交流英语、英国社会与文化（全英）等。

国外主要课程：Financial Accounting（财务会计）、

Intermediate Management Accounting（中级管理会计）、

Advanced Management Accounting（高级管理会计）、

Corporate Finance（公司理财）、Advanced Financial 

                                                                                               

1 注：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在 2018 年 Times 英国大学综合排名中位列第 14，在

2018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 158，是“罗素集团”成员学校之一，著名校友有牛津大学校长安德

鲁汉密尔顿、《哈利 波特》作者 J K 罗琳等。

Reporting（高级财务报告）、Auditing（审计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组织行为学）、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财务报表分析）、Financial 

Modeling（金融建模）、Business Experience（商业实务）、

Operations Management（运营管理）、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治理与责任）、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会计、组织与社会）等。

学生就业方向：国际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

财务管理部门等。

收费标准：

（一）在广东财经大学学习期间的学费，按广东省物

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收取；除学费外，在广东财经大学

学习期间的专业培训费，按人民币 16,800 元 / 学年标准

收取；在广东财经大学学习期间的住宿费等另计。

（二）在埃克塞特大学学习期间的学费，由该校按其

当年收费标准收取。以该校 2017 年总费用为例：学费约

16,400 英镑 /学年、基本食宿费约 9,135 英镑 /学年，

两学年总费用合计约 51,070 英镑，按 1:8.6 汇率计算，

约合人民币 44 万元左右 2。

（三）本实验班项目合作单位广州市美誉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收取项目管理与服务费人民币 15,000 元 3。

                                                                                          

2 注：实际费用届时以埃克塞特大学提供的数额及当日汇率为准；学生如需修读语言课程、暑期课程或

实验班教学计划外课程，费用另计。

3注：本实验班新生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向广州市美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一次性缴付项目管理与服

务费人民币 15,000 元。广州市美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相关收退费办法，详见该公司的《“广东财经

大学—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2+2 本科财务管理专业实验班”项目管理与服务合同》。相关事项请咨询广州

市美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Bill Peng 教授为学院学生授课

. . .

.

入学后进行遴选的创新实验区（基地）与实验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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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 2018 年招生录取工作

问与答
QUESTIONS 

AND ANSWERS

◆学校简况介绍？

1983 年 5 月，学校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校名为广东

财经学院；1985年 6月，更名为广东商学院；2013年 6月，

更名为广东财经大学。经过 35 年的发展，学校已建设成

为全日制本科生、硕士生27700多人的省属重点公办院校，

是广东和华南地区重要的经、管、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基地。学校国标代码为 10592。

 

◆ 2018 年招生计划及录取批次？

2018 年招生计划共 6000 人，其中广东省内招生 5691

人（文科 2535 人，理科 2932 人，艺术类 224 人），共有

56 个专业（不含 3 个实验班）招生，在本科批次录取。

其他省份详见该省招生办发布的招生专业目录。

◆去年录取情况？

2017 年我校在广东省招生的出档线：文科 516 分，

最低排位 18837；理科 491 分，最低排位 58966；其他省

份及科类可参阅我校招生办网站(http://zsb.gdufe.edu.

cn) 或 2018 年报考指南。

 

◆今年新生上学地点？

我校有广州和佛山两个校区。

全学段在广州校区学习的专业有：人文与传播学院的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金融学院的金

融学专业（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经济学院的国际商务

专业（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广告学

专业、动画专业、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环境设计专业、产

品设计专业；外国语学院的英语专业、商务英语专业、日

语专业、翻译专业。

全学段在佛山校区学习的专业有：国际商学院的金融

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电子商务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的酒店管理专业、广告学专业、数字

媒体艺术专业。

其它专业的学生前两学年在佛山校区学习，其余学年

在广州校区学习。

 

◆新增了哪些佛山校区全学段办学专业？

为引导应用型本科高校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

我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广东省教育厅、佛山市人民政府、佛

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和我校签订协议共建广东财经大学佛山校

区。学校正努力将佛山校区打造成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示范区

和高水平有效服务佛山经济社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

高地。据此，我校 2018 年继续新增 4 个佛山校区全学段办学

本科专业，分别是国际商学院的财务管理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及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的广告学专业、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凡就读佛山校区全学段办学专业的学生都将获得一次性新

生奖学金，详情可查阅我校招生办网站 (http://zsb.gdufe.

edu.cn)。

◆填报我校志愿技巧支招？

2018年广东省将在本科层次文史类、理工类、艺术（体育）

统考类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另根据 2018 年广东省最

新公布的招生政策，一本和二本合并为本科批次，可填报的院

校数量为 15 所，因此，有志于报考我校的考生可大胆将我校

填报为本科批次第一志愿（A 志愿 )，万一分数达不到我校出

档线，但能达到后续第二至十五志愿（B-O 志愿）其他院校出

档分数线，也完全不会影响其被后续院校正常录取。对于服从

专业志愿调剂的考生，除身体等不适合被录取的情况外，原则

上对已投档至我校的学生不做退档处理。

                                             

◆普通类（文史、理工）专业录取如何进行？

普通类专业录取按“专业志愿优先，同一专业志愿高考总

分（排位）高者优先”的原则，不设置专业志愿级差。在第一

专业志愿额满的情况下，按考生第二专业志愿录取，依次类推。

举例来说，假设有甲、乙两位考生均报考了我校会计学专

业，甲考生高考总分 530 分，第一专业志愿为会计学专业，而

乙考生高考总分 550 分，但他的第二专业志愿为会计学专业，

在录取过程中，根据“专业志愿优先”原则，530 分的甲考生

先于 550 分的乙考生被我校会计学专业录取。如果会计学专业

在第一专业志愿已经录满，则不会再考虑第二志愿填报会计学

专业的乙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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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填报专业志愿时，考生应依据自己的分数，

并结合我校往年各专业的冷热度情况综合考虑。建议遵循

以下几个原则：

一、第一专业志愿至关重要，填报时应当极其慎重，

所选专业的热门度应尽量与自己分数相符或略低于预期，

切忌盲目冲高；

二、第一至第六专业志愿间应拉开足够的梯度，做到

冷热搭配，切忌六个专业志愿都填报相对热门的专业；

三、尽可能将六个专业志愿都填满，并选择一至两个

自己可以接受的相对冷门专业保底。同时，在服从专业调

剂的前提下，把自己最不愿意修读的专业填入不服从调剂

专业选项内，避免六个专业志愿都无法录取时被调剂到最

不喜欢的专业。

 

◆艺术类专业录取如何进行？

投档至我校的美术类专业广东生源考生，按投档分从

高到低，择优录取。投档分相同的按排位先后录取，相同

分数且无排位的，按照术科统考成绩、语文成绩、数学成

绩、外语成绩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排序靠前的考生

优先录取。

投档至我校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考生，按文化成绩（排

位分）排名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文化成绩相同时，专业

成绩高者优先录取。

投档至我校的省外美术类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考生，按高考文化成绩（含政策加分）占40%，统考（校考）

专业成绩占 60% 的比例合成综合分，按综合分从高到低，

择优录取。综合分相同时，按照统考（校考）专业成绩、

语文成绩、数学成绩、外语成绩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排序靠前的考生优先录取。 

◆是否应该服从专业志愿调剂？

学校按照招生章程中规定的录取规则依次考虑考生所

填专业志愿，当考生所填专业志愿均未能被录取，又选择

不服从专业志愿调剂时，学校将作退档处理；若服从专业

志愿调剂，我校将会随机分配考生至招生计划未录满的专

业（不包括志愿表中考生不服从调剂的专业和收费较高的

专业，如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等）；学生入校后有较大机

会进行专业二次选择，也可以修读辅修专业，因此建议考

生慎重选择不服从专业志愿调剂。

◆完全学分制改革？

我校从 2016 级本科生（实验班学生除外）起实行完

全学分制。完全学分制赋予学生更大的自主选择专业、课

程、任课教师和学业进度的权利。同时，完全学分制也为

学生提前毕业和中途休学创业提供了可能和机会。

◆专业二次选择？

面向对象：符合条件的普教本科二年级学生；

适用范围：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和工

                                              

学学科门类下的专业之间互转；艺术学学科门类中设计学

类（代码：1305）下的专业之间互转；佛山校区全学段办

学专业的学生原则上在全学段专业之间互转。

申请时间：每年秋季学期第十周前网上报名申请；

遵循原则：志愿优先，再根据学分绩点择优录取；

人数限制：每个专业转入人数不超过该专业本年级调

整前实际在读人数的 30%；当年没有招生的专业不接收学

生转入；

成绩要求：学生累计平均学分绩点的排名须在同年级

同专业的前 40%；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请专业二次选择：

（一）招生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学生，含定

向生和国防生等；

（二）招生时有特殊要求的提前批次录取学生；

（三）已修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的三分之二及

以上的学生；

（四）休学、保留学籍等学籍状况异常的学生；

（五）已调转过一次专业的学生原则上不得再次调转

专业；

（六）受过记过及以上处分且未解除的学生； 

（七）实验区的学生。

 

◆辅修专业？

我校普教本科生可以跨学科门类修读主修专业之外的

另外一个专业。

申请条件：1、有我校学籍的普教全日制本科一年级

在校学生；2、申请时累积平均学分绩点达 2.3 及以上；

申请时间：每年春季学期第四周前进行网上报名；

录取原则：累积平均学分绩点高者优先录取；

申请专业：1、每位学生只能辅修一个专业 , 从第三

学期开始修读；2、所选专业必须跨学科门类，例如经济

学门类的学生辅修管理学门类下的专业；

毕业与授予学位：1、获得主修专业学士学位者，修

满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且达到授予辅修专业学士

学位条件者，授予辅修专业学士学位；2、获得主修专业

毕业证书者且已修满辅修专业教学计划学分达 30 学分以

上（含 30 学分）者，可以取得辅修专业毕业证书。

◆入学后创新实验区（基地）与实验班的

遴选？

    学生入学后可以参加遴选进入创新实验区（基地）学

习。

国家级创新实验区（基地）共有 2 个，分别是法学专

业（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遴选对象为

2018 级全日制在读本科生（艺术类专业、佛山校区全学

段专业学生除外），其中法学院内部遴选 80%，跨学院遴

选 20%；工商管理专业（创业管理方向）实验区，遴选对

象为 2018 级全日制在读本科生（艺术类专业、佛山校区

全学段专业学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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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创新实验区（基地）共有 3 个，分别是国际会计

（ACCA）创新实验区，遴选对象为 2018 级全日制在读本

科生（艺术类专业、佛山校区全学段专业学生除外），其

中会计学院内部遴选 50%，跨学院遴选 50%；国际商务专

业创新实验区，遴选对象为2018级全日制在读本科生（艺

术类专业、佛山校区全学段专业学生除外），其中经济学

院内部遴选人数不低于计划招收人数的 80%，跨学院遴选

人数不超过计划招收人数的 20%；新闻学专业（全媒体）

创新实验区，遴选对象为人文与传播学院 2018 级全日制

在读本科生（艺术类专业学生除外）。

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共有 1 个，财务管理专业（中外

人才培养实验班）面向全校 2018 级全日制本科生（艺术

类专业学生除外），通过面试遴选30人进入实验班学习，

基本要求：高考英语成绩 100 分及以上。

具体遴选办法另行公布。

◆国家级、省级特色专业及名牌专业？

国家级特色专业（5个）：市场营销、法学、金融学、

会计学、财政学；

省级特色专业（11 个）：市场营销、法学、金融学、

会计学、财政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社会工作、

旅游管理、工商管理、汉语言文学；

省级名牌专业（7 个）：市场营销、法学、金融学、

会计学、财政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国际经济与贸易；

省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2 个）：财务管理、

税收学；

省级卓越（艺术）人才培养计划（1 个）：播音与主

持艺术。

◆有哪些重点学科和硕士学位授权点？

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和法学 3 个一级学科是省级优

势重点学科，理论经济学是省级特色重点学科。

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设计学等 8 个硕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覆盖 40 多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

科点）和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拥有金

融、税务、保险、审计、法律、出版、工程、会计、工商

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艺术等 12 个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点。

2017 年，学校获批成为广东省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

设单位。

◆毕业生就业情况？

我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稳居全省高校前列，其中本科

生总体就业率连续 16 年保持在 99% 以上，就业单位主要

集中在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且进入世界或全国 500 强企

业的比例较高。2015 年、2016 年连续两年本科毕业生薪

酬水平排名全国前 100 强（数据来源：标准排名 ( 中国 )

研究院《2015 中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排行榜》、中国大学

生职业数据调查报告）。

                                               

◆学校在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有哪些举措？ 

着力构筑教学与管理人员国际化培训平台：持续实施

“专任教师海外访学工程”，创建了“广东财经大学国际

化师资海外研修基地”佩斯大学站和西澳大学站，分批选

派教师和管理干部赴国（境）外出席学术会议、开展合作

研究、参加课程学习或业务培训。

着力构筑科学研究国际化合作平台：立项建设 9 个国

际暨港澳台科研合作创新平台类项目；建成了广东财经大

学国际化教育项目英语教学与研究中心，创设了广东财经

大学国际化教育交流中心。

着力构筑应用型高端人才国际化培养平台：与国（境）

外 70 多家高等院校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共

同推进实施 41 个国际化教育项目；创办了 3 个中外合作

本科实验班；创建了“广东财经大学海外实践教学平台”

德国基地、新西兰基地、意大利基地和阿根廷基地；成为

“一带一路”高校联盟成员院校和教育部“中美人才培养

计划”121 项目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基地。

着力构筑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化交流平台：

不断打造具有学校品牌和特色的计划外国际教育与培训项

目体系，并与德国歌德学院合作成立了华南地区首家德语

培训和德语考级权威机构“广东财经大学歌德语言中心”；

初步构建了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积极推进

国际学生招生与培养工作。

 
◆优秀新生奖学金 ?

（一）普通类。被我校录取的广东省生源中，普通类

文科、理科投档分排名前 20 名的本科新生，报到注册后

奖励 1万元。

（二）艺术类。被我校录取的广东省生源中，美术类（统

考）投档综合分成绩排名第一的本科新生，报到注册后奖

励 1万元。

（三）被我校录取的广东省外生源中，普通类文科、

理科投档分在其生源省（自治区、直辖市）排名前 50 名

以内的本科新生，可申请 1万元的优秀新生奖学金。

（四）凡就读佛山校区全学段办学专业的所有新生都

将获得一次性新生奖学金，同时达到上述（一）（三）类

优秀新生奖学金奖励条件的，可重复申请和发放。

◆对学生有何奖、助、贷措施？

国家助学贷款、奖学金、助学金等奖助贷措施按照教

育部、广东省教育厅和我校相关规定执行，学生可根据有

关规定进行申请。学校还设有校长奖学金、院长奖学金、

专项奖学金三个类别的本科生奖学金。

◆勤工助学？

学校设立勤工助学管理中心，有多种岗位可供学生选

择，学生可以通过课余时间勤工助学，获得工作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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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本科新生
缴费须知

一、缴费方式

2018 学年新生执行按学分数计收学费的教育收费管理制度。

2018 学年新生通过银联在线支付等自助方式缴纳专业学费、学分学费及住宿费等。

为方便新生零费用缴纳学费、住宿费，学校委托银行为学生代办了一张中国银行缴费银行卡，该借记卡为中国银行“长

城校园卡”，无工本费，终身免年费，免短信服务费，在全国范围内中行存取款减免手续费，每月跨行前两笔免费，存款有息。

二、缴费标准

学分制下的学费由学分学费和专业学费两部分组成。学生在基本学习年限（四学年）内正常完成规定的应修总学分应

缴纳的学分学费和专业学费之和 ,不得高于按学年制收费的学费总额（不含辅修、重修等学分学费）。

学校根据专业教学计划，确定每个专业的应修总学分和每门课程的学分，并按规定的专业学年收费标准，换算成学分

制收费标准。

学分制学费总额 =专业学费标准×基本学习年限（四学年）+学分学费标准×应修总学分

专业学费标准 =（学分制学费总额 -学分学费标准×应修总学分）÷基本学习年限（四学年）

学校学分学费的标准为每学分 60 元。如学分制管理情况发生变动，学校可根据学生在基本学习年限内正常完成规定的

应修总学分应缴纳的学分学费和专业学费之和 ,不得高于按学年制收费的学费总额的原则，对每学分收费标准予以调整。

（一）各专业学年学费标准

2 0 1 8 年本科新生缴费须知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学年学费标准

1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5050

2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5050

3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5050

4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5050

5 会计学院 会计学 5050

6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5050

7 会计学院 审计学 5050

8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5050

9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5050

10 财政税务学院 资产评估 5050

11 公共管理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5050

12 公共管理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5050

13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5050

14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5050

15 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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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学年学费标准

16 公共管理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5050

17 经济学院 经济学 5050

18 经济学院 经济统计学 5050

19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5050

20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5050

21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5050

22 法学院 法学 5050

23 地理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5710

24 地理与旅游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5710

25 地理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5050

26 地理与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 5050

27 地理与旅游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 5050

28 外国语学院 英语 5710

29 外国语学院 日语 5710

30 外国语学院 翻译 5710

31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5710

32 人文与传播学院 社会学 5050

33 人文与传播学院 社会工作 5050

34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5050

35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5050

36 人文与传播学院 编辑出版学 5050

37 人文与传播学院 应用心理学 5710

38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0000

39 人文与传播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10000

40 艺术与设计学院 动画 10000

41 艺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0000

42 艺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10000

43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10000

44 艺术与设计学院 广告学 5050

45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710

46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创新实验班 ) 5710

47 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5710

48 信息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50

49 信息学院 电子商务 5050

50 统计与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5710

51 统计与数学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710

52 统计与数学学院 统计学 5710

53 统计与数学学院 应用统计学 5710

54 金融学院 金融学 5050

55 金融学院 金融学（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5050

56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5050

57 金融学院 保险学 5050

58 金融学院 投资学 5050

59 国际商学院 金融学 5050

60 国际商学院 电子商务 5050

61 国际商学院 财务管理 5050

62 国际商学院 物流管理 5050

63 国际商学院 财务管理 (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 5050

64 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 5050

65 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10000

66 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 广告学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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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金融学（中外人

才培养实验班）和财务管理（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收费

标准说明如下：

 ◆金融学专业（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收费标准

（1）在我校第一、二学年按专业学费人民币 2050 元

/ 学年、专业培训费人民币 25,820 元 / 学年收取。每学

期按在我校所选修的学分，每学分 60 元收取学分学费。

国内期间的住宿费等另计。

（2）在西澳大学学习期间的学费，由该校按其当年

收费标准收取。以该校 2018 年公布的总费用为例：学费

约37,300澳元 /学年、基本食宿费约20,290澳元 /学年，

两学年总费用合计约115,180澳元，按 1：4.85汇率计算，

折合人民币约 56 万元。（注：实际费用届时以西澳大学

提供的数额及当日汇率为准；学生如需修读语言课程、暑

期课程或实验班教学计划外课程，费用另计。）

（3）本实验班项目合作单位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收取项目管理与服务费人民币 20,600 元；另收取回国保

证金人民币 20,000 元并在学生于规定期限内回国返校后

全额无息退回。

【注】

① 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是西澳大学唯一授权负责

本实验班项目管理与服务的澳大利亚注册机构。

② 本实验班新生须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向澳中

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一次性缴付项目管理与服务费人民币

20,600 元。

③ 本实验班学生须在获得赴西澳大学对接学习所需

的澳大利亚签证后 5 日内，向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一次

性缴付回国保证金人民币20,000元（该项“回国保证金”

在学生于规定期限内回国返校后全额无息退回）。

④ 本实验班学生在赴西澳大学对接学习前，须申请

签证，并向澳大利亚使领馆提供 35 万元人民币左右的银

行存款证明。

⑤ 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的相关收退费办法，详见

该协会的《广东财经大学—西澳大学本科金融学专业实验

班 2+2 双学士项目管理与服务合同》。

 

◆国际商务专业（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收费标准

（1）在我校按第一学年专业学费人民币 2410 元、专

业培训费人民币 25,820 元收取，每学期按在我校所选修

的学分，每学分 60 元收取学分学费。国内期间的住宿费

等另计。

                                              

第四学年按专业学费人民币 2410 元、专业培训费人民币

5,820 元收取，每学期按在我校所选修的学分，每学分 60

元收取学分学费。（国内期间的住宿费等另计）

（2）在美国学习期间的学费，由美国对接高校按其当

年收费标准收取。以北亚利桑那大学 2018 年公布的总费用

为例：学费约 19,200 美元 / 学年、基本食宿费约 9,600 美

元 / 学年、保险费及学杂费约 4,000 美元 / 学年，两学年

总费用合计约 65,600 美元，按 1:6.5 汇率计算，约合人民

币 43 万元。（注：实际费用届时以美国对接高校提供的数

额及当日汇率为准；如需修读语言课程、夏季学期课程或

实验班教学计划外课程，费用另计。）

（3）本实验班项目合作单位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收

取申请费、中方留学服务及手续费、美国非移民签证申请费、

SEVIS I-901 费等共计人民币 25,300 元，以及项目境外管

理费 3,000 美元；另收取回国保证金人民币 50,000 元并在

学生于规定期限内回国返校后全额无息退回。

【注】

① 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是由教育部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注册成立的以从事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为主业的独

立法人机构，是首批获得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

资格认定，可开展跨省市自费出国留学服务业务的全国性

机构之一。

② 本实验班新生须在 2018 年 12 月 20 日前，向中教

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一次性缴付“申请费、中方留学服务及

手续费、美国非移民签证申请费、SEVIS I-901 费”等共计

人民币 25,300 元。

③ 本实验班学生须在获得美方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向

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一次性缴付“项目境外管理费”3,000

美元和“回国保证金”人民币50,000元（该项“回国保证金”

在学生于规定限期内回国返校后全额无息退回）。

④ 本实验班学生须在获得美国签证后，向美方大学预

交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等费用。

⑤ 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的相关收退费办法，详见该

中心的《“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双学位项目出国留学

委托服务合同》。

◆财务管理（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收费标准

（1）在我校第一、二学年按学年学费标准 5050 元核

算的专业学费、专业培训费人民币 16,800 元 / 学年收取。

每学期按在我校所选修的学分，每学分60元收取学分学费。

国内期间的住宿费等另计。

2 0 1 8 年本科新生缴费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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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埃克塞特大学学习期间的学费，由该校按其

当年收费标准收取。以该校 2017 年总费用为例：学费约

16,400 英镑 / 学年、基本食宿费约 9,135 英镑 / 学年，两

学年总费用合计约 51,070 英镑，按 1:8.6 汇率计算，约合

人民币 44 万元左右。（注：实际费用届时以埃克塞特大学

提供的数额及当日汇率为准；学生如需修读语言课程、暑

期课程或实验班教学计划外课程，费用另计。）

（3）本实验班项目合作单位广州市美誉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收取项目管理与服务费人民币 15,000 元。

备注 : 本实验班新生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向广州

市美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一次性缴付项目管理与服务费人

民币 15,000 元。广州市美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相关收退

费办法，详见该公司的《“广东财经大学—英国埃克塞特

大学2+2本科财务管理专业实验班”项目管理与服务合同》。

相关事项请咨询广州市美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注】各专业收费标准按照《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

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学费的

通知》（粤发改价格〔2016〕367 号文）的要求执行。

因新生第一学期入学时专业方向是不确定的，第二学

期才分专业方向，而学校规定专业学费是按学年收取的。

故 2018-2019 学年的专业学费先按该专业方向中的某一专

业学费标准收取，待第二学年再根据分专业方向后的实际

专业方向的收费标准调整专业学费应收金额。

（二）住宿费标准

根据学生所住宿舍楼栋，宿舍内设备和条件，是否包

含水电费，住宿费标准从 600 元到 1600 元不等，请同学们

登陆广东财经大学收费平台进行住宿费的自助缴费。

（三）医疗保险费标准

根据《关于我省各类学校科研院所托幼机构代收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通知》（粤人社发[2010]243号）、《广

州市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试行办法》（穗府办 [2014]47

号）、《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

公布 2019 年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的通知》（粤人

社函 [2018]1314 号）等有关规定，全日制学生全部列入参

保范围，2019 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 288元。

请学生在学费账户中预存足够的余额。

我校全日制学生均应参加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注：

定向类别新生不需办理此手续）每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为下一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时间，我校统一办理参保

登记和医保费代收代缴，参保缴费成功后享受医保待遇的

                                              

时间为次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一年级新生在规定的

时间内参保成功，从入学当年 9月 1日起享受医保待遇。

困难学生可申请办理民政资助，申请成功可以免缴医

保个人缴纳部分，申请资助需要的证件为：      

 1. 广州市户籍学生

（1）本市户籍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提供《广州市城镇

居民（农村村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2）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提供《广州市城镇（农村）

低收入困难家庭证》；

（3）孤儿提供《儿童福利证》或户籍所在地区民政

部门出具证明；

（4）城镇“三无”人员提供《广州市城镇居民（农

村村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5）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五保供养证》；

（6）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政府供养人员提供社会福

利机构出具的证明；

（7）持证残疾人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8）享受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提供《优抚对象抚恤

补助登记证》；

（9）因公牺牲或病故人民警察的遗属提供公安部门

出具的证明；

（10）持证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成员提供《计划生

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证》或加注了计划生育家庭特别

扶助信息的《广东省计划生育服务证》。

  2. 非广州市户籍学生

（1）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提供原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

民政部门核发的低保身份证明；

（2）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提供原户籍所在地县级以

上民政部门核发的低收入身份证明；

（3）持证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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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东省理科各专业录取情况

2016 年广东省理科各专业录取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录取数

1 会计学 534 513 522.08 40

2 金融学 539 505 513.04 80

3 财务管理 524 501 506.71 48

4 商务英语 532 501 505.35 26

5 审计学 528 500 505 111

6 金融工程 565 499 503.51 94

7 投资学 552 496 501.38 42

8 国际经济与贸易 521 496 500.47 74

9 经济学 513 496 499.48 65

10 软件工程 508 496 499.45 110

11 工商管理 517 495 499.23 44

12 广告学 506 495 498.94 17

13 公共事业管理 506 494 498.3 23

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7 494 498.1 102

15 财政学 507 494 496.97 38

16 法学 534 493 499.49 121

17 酒店管理 (佛山校区全学段 ) 512 493 497.39 28

18 财务管理 (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 501 493 497 2

19 国际商务 (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 499 493 495.71 7

20 金融学 (佛山校区全学段 ) 527 492 499.46 28

21 社会学 508 492 498.45 22

22 文化产业管理 507 492 498.22 27

23 社会工作 508 492 498.18 22

24 金融学 (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 505 492 498.03 36

25 旅游管理 508 492 498 30

26 编辑出版学 509 492 498 24

27 劳动与社会保障 506 492 497.62 26

28 统计学 509 492 496.19 96

29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507 492 496.07 55

30 保险学 503 492 496.05 22

31 电子商务 (佛山校区全学段 ) 512 492 495.93 56

32 行政管理 504 492 495.91 23

33 国际商务 509 492 495.74 35

34 人力资源管理 508 492 495.36 70

35 酒店管理 507 492 495.28 25

36 应用心理学 502 492 495.15 53

37 汉语言文学 515 491 498.67 15

38 税收学 526 491 497.85 85

39 会展经济与管理 509 491 497.45 33

40 经济统计学 508 491 496.69 55

41 物流管理 509 491 496.47 102

4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创新实验班 ) 511 491 496.33 49

43 数学与应用数学 509 491 496.2 95

44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508 491 496.13 61

45 信息与计算科学 509 491 496.08 95

46 市场营销 503 491 495.76 67

47 土地资源管理 507 491 495.71 49

48 新闻学 504 491 495.7 40

49 应用统计学 509 491 495.48 82

50 资产评估 505 491 495.42 60

51 电子商务 504 491 495.36 90

52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508 491 495.15 68

5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4 491 495.03 91

合计： 2859

2017 年广东省理科各专业录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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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东省文科、艺术类各专业录取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录取数

1 金融学 545 527 530.58 80

2 会计学 548 526 532.63 65

3 审计学 541 524 526.74 94

4 财务管理 535 523 525.82 62

5 商务英语 546 521 524.31 61

6 广告学 532 521 524 28

7 英语 528 521 523.41 59

8 金融学 (佛山校区全学段 ) 541 519 523.54 26

9 工商管理 538 519 522.57 58

10 社会学 526 519 521.92 26

11 国际经济与贸易 531 519 521.86 130

12 法学 546 518 522.08 286

13 社会工作 529 517 521.21 34

14 酒店管理 526 517 521 26

15 酒店管理 (佛山校区全学段 ) 527 517 520.85 27

16 经济学 542 517 520.65 86

17 土地资源管理 526 517 520.57 30

18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526 517 520.2 35

19 财务管理 (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 524 517 519.67 3

20 金融学 (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 544 516 522.5 20

21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527 516 520.67 30

22 保险学 525 516 520.45 22

23 财政学 536 516 520.44 64

24 公共事业管理 526 516 520.4 62

25 经济统计学 531 516 520.4 42

26 日语 526 516 520.32 60

27 会展经济与管理 526 516 520.23 57

28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526 516 520.1 20

29 编辑出版学 526 516 520.07 28

30 税收学 528 516 520.06 125

31 行政管理 526 516 520.04 73

32 资产评估 529 516 519.95 80

33 市场营销 534 516 519.89 95

34 投资学 526 516 519.83 53

35 新闻学 528 516 519.69 80

36 文化产业管理 526 516 519.52 52

37 人力资源管理 526 516 519.51 82

38 旅游管理 525 516 519.28 72

39 劳动与社会保障 526 516 519.24 50

40 国际商务 (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 524 516 519.2 5

41 物流管理 523 516 519.13 48

42 翻译 530 516 519.08 62

43 国际商务 525 516 519.07 55

44 汉语言文学 526 516 519.05 95

合计： 2648

2017 年广东省文科各专业录取情况

科类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录取数

美术

文化 477 284 376.80 

195统考 262 210 233.80 

综合分 324 268 291.00 

编导

文化 462 359 415.82 

28校考 264 232 248.60 

综合分 342.6 299.8 315.49 

播音

文化 451 333 385.00 

14校考 250.6 239.9 244.90 

综合分 328.24 282.46 300.94 

2017 年广东省艺术类各专业录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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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招生录取情况

代码 省份 科类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录取数

44 广东省

文科 548 516 521.62 2648

理科 565 491 498.60 2859

美术

文化 477 284 376.80 

195统考 262 210 233.80 

综合分 324 268 291.00 

编导

文化 462 359 415.82 

28校考 264 232 248.60 

综合分 342.6 299.8 315.49 

播音

文化 451 333 385.00 

14校考 250.6 239.9 244.90 

综合分 328.24 282.46 300.94 

13 河北省

文科 533 531 532.00 2

理科 521 519 520.00 2

编导

文化 465 401 437.80 

10校考 266 235 245.90 

综合分 336.4 312.6 321.86 

播音

文化 411 331 381.25 

4校考 248 242.2 244.35 

综合分 313.2 278.32 299.11 

14 山西省

编导

文化 411 367 385.75 

4统考 351.23 325.03 336.49 

综合分 359.41 352.7 356.19 

播音

文化 425 305 351.00 

4统考 80.65 79.77 80.20 

综合分 218.32 170.39 188.52 

15 内蒙古
文科 515 474 497.00 4

理科 509 473 487.50 4

23 黑龙江省
文科 532 508 520.00 2

理科 529 528 528.50 2

35 福建省
文科 491 491 491.00 2

理科 460 458 459.00 2

36 江西省

文科一本 581 574 577.00 4

理科一本 565 560 562.33 3

美术综合分 540.23 529.05 535.23 10

37 山东省

文科 553 551 552.00 2

理科 579 564 571.50 2

编导

文化 (文 ) 457 427 442.75 

4校考 249 236 242.00 

综合分 328.6 318.4 322.30 

文化 (理 ) 444 424 434.00 

2校考 240 235 237.50 

综合分 318.6 313.6 316.10 

播音

文化 (文 ) 520 334 415.80 

5校考 247.6 234.6 239.48 

综合分 356.56 278.56 310.00 

41 河南省

文科 540 538 538.67 3

理科 531 523 528.00 3

美术

文化 (文 ) 444 380 422.13 

8统考 258 224 238.50 

综合分 318.6 306.8 311.95 

文化 (理 ) 390 360 375.00 

2统考 251 223 237.00 

综合分 306.6 277.8 292.20 

2017 年全国招生录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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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省份 科类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录取数

42 湖北省
文科 552 540 546.00 3

理科 533 511 522.33 3

43 湖南省

文科 558 558 558.00 1

理科 526 520 523.00 2

编导

文化 (文 ) 480 466 473.00 

2统考 227 214 220.50 

综合分 322.6 320.4 321.50 

编导

文化 (理 ) 419 419 419

1统考 216 216 216.00 

综合分 297.2 297.2 297.2

播音

文化 (文 ) 498 474 489.33 

3统考 231 221 226.67 

综合分 336 328.2 331.73 

播音

文化 (理 ) 432 432 432.00 

1统考 235 235 235.00 

综合分 313.8 313.8 313.80 

46 海南省
文科 734 699 710.75 4

理科 695 682 686.00 4

51 四川省

文科一本 568 559 562.86 7

理科一本 579 559 567.88 8

美术

文化 517 381 444.30 

10统考 259 240 247.10 

综合分 362.2 302.4 325.98 

52 贵州省
文科 570 565 567.50 2

理科 491 489 490.00 2

54 西藏
文科一本 466 358 382.17 6

理科一本 303 303 303.00 1

65 新疆

文科 513 511 511.67 3

理科 471 471 471.00 1

定向 (文科 ) 499 484 489.25 4

54 内地西藏班 文科 369 264 326.31 13

65 内地新疆班
文科 463 332 393.00 6

理科 468 283 360.29 7

2017 年全国招生录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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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文科 理科 艺术 小计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61 84 145 

市场营销 90 64 154 

人力资源管理 85 70 155 

物流管理 103 103 

法学院 法学 259 120 379 

会计学院

会计学 55 35 90 

财务管理 53 40 93 

审计学 75 85 160 

经济学院

经济学 75 58 133 

经济统计学 36 52 88 

国际经济与贸易 110 70 180 

国际商务 50 50 100 

国际商务（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20 15 35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4 10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 50 50 

软件工程 110 11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 50 

电子商务 98 98 

金融学院

金融学 53 45 98 

金融学（中外人才培养实验班） 45 35 80 

金融工程 95 95 

投资学 50 45 95 

保险学 25 25 50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60 39 99 

税收学 110 70 180 

资产评估 80 62 142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65 25 90 

公共事业管理 60 28 88 

劳动与社会保障 31 17 48 

文化产业管理 52 23 75 

土地资源管理 25 61 86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27 59 86 

地理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20 70 90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25 65 90 

酒店管理 29 20 49 

旅游管理 66 26 92 

会展经济与管理 58 33 91 

外国语学院

英语 60 60 

商务英语 53 33 86 

日语 60 60 

翻译 60 60 

人文与传播学院

社会学 24 12 36 

社会工作 25 14 39 

汉语言文学 85 35 120 

新闻学 89 30 119 

编辑出版学 35 20 55 

应用心理学 20 30 50 

广播电视编导 28 28 

播音与主持艺术 13 13 

艺术与设计学院

广告学 25 15 40 

动画 21 21 

环境设计 73 73 

视觉传达设计 45 45 

产品设计 44 44 

统计与数学学院

统计学 86 86 

应用统计学 91 91 

数学与应用数学 90 9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91 91 

国际商学院

金融学 55 55 110 

财务管理 45 41 86 

物流管理 50 50 

电子商务 45 45 

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

广告学 27 28 55 

酒店管理 22 25 47 

数字媒体艺术 40 40 

合计： 2535 2932 224 5691

2018 年广东省分专业招生计划

2018 年广东省分专业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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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8

年
省

外
分

专
业

招
生

计
划

注
：
1、

各
专
业
招
生
计
划
以
各
省
级
招
生
考
试
机
构
最
终
公
布
的
为
准
；

  
  
2、

国
际
商
学
院
、
文
化
创
意
与
旅
游
学
院
所
有
专
业
的
学
生
均
在
佛
山
校
区
全
学
段
学
习
。

科 类
学
院

专
业

计 划 数

河
北

山
西

内
蒙
古

吉
林

黑
龙
江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海
南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西
藏

新
疆

新
疆

(
定
向

)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普 通 类

工
商
管
理
学
院

工
商
管
理

9
1

1
1

2
4

物
流
管
理

2
1

1

法
学
院

法
学

8
1

2
1

1
1

1
1

会
计
学
院

会
计
学

5
1

2
1

1

经
济
学
院

经
济
学

7
1

1
1

1
1

2

国
际
商
务

（
中
外
人
才
培
养
实
验
班
）

5
1

1
2

1

信
息
学
院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技
术

6
1

1
1

1
2

电
子
商
务

2
1

1

金
融
学
院

金
融
学

5
1

1
2

1

金
融
学

（
中
外
人
才
培
养
实
验
班
）

5
1

1
1

2

财
政
税
务
学
院

财
政
学

6
2

1
2

1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文
化
产
业
管
理

9
1

1
2

1
2

1
1

地
理
与
旅
游
学
院

会
展
经
济
与
管
理

9
1

1
1

1
1

1
2

1

旅
游
管
理

2
1

1

外
国
语
学
院

商
务
英
语

7
1

1
1

1
1

2

人
文
与
传
播
学
院

新
闻
学

2
1

1

统
计
与
数
学
学
院

统
计
学

5
1

1
1

1
1

国
际
商
学
院

电
子
商
务

5
1

1
1

1
1

财
务
管
理

4
1

1
1

1

文
化
创
意
与
旅
游
学
院

酒
店
管
理

8
2

1
1

1
1

1
1

小
计
：

11
1

3
3

4
4

2
2

2
2

4
3

2
2

3
3

3
3

1
2

4
4

8
12

7
8

2
2

6
2

2
2

2
2

6
8

4
4

7
4

6
6

3
8

20
15

4
8

4
4

艺 术 类

人
文
与
传
播
学
院

广
播
电
视
播
导

19
4

4
2

5
1

2
1

播
音
与
主
持
艺
术

20
4

4
2

5
1

3
1

艺
术
与
设
计
学
院

动
画

6
2

1
1

2

环
境
设
计

11
4

3
2

2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9
2

2
1

1
3

产
品
设
计

9
2

2
1

1
3

小
计
：

74
8

12
10

12
10

7
5

10

合
计
：

18
5

6
8

8
12

4
4

17
16

16
6

10
8

25
25

4
8

4
4

2018 年省外分专业招生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