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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工作联系方式表
院      别

金融与投资学院

会计学院

保险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信用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法学院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联系人

国际教育学院

项后军
颜佩仪
黄镜秋
候   嵘
石健文
韦   筱
赖志成
秦   格
刘海坤
谢龙友
卢乐君
陈   辉
王汉强
黄燕宇
陈玮鸿
李文秀
庞福海
王 婷
陈泽楠
刘   硕
黄   苹
黄锡榜
余汉钧
李东如
周国林
朱培松
朱旖玲
吴炎太
胡小波
蔡秋华
钟培权
周亚辉
涂兵兰
黄庆雄
王   丹
邓粲士
张雅萍
仝自力
肖婉娴
陈坤伶
陈   映
刘瑞晶
钟子斌
陈智慧
刘   炎
曲俊华
丘志君
梁晓健
何亦名
何晓华
吴喜涛
邓智凡
张自力
李   镔
林   升
钟楚君
江金锁
曾英杰
陈淼清
张一江
王   军
张   静

（院长）
（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
（辅导员）
（辅导员）
（辅导员）
（党总支书记）
（副院长）
（党总支副书记）
（辅导员）
（辅导员）
（院长）
（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
（辅导员）
（院长）
（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
（辅导员）
（辅导员）
（院长）
（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
（辅导员）
（院长）
（党总支副书记）
（辅导员）
（院长）
（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
（辅导员）
（辅导员）
（院长）
（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
（辅导员）
（院长）
（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
（辅导员）
（院长）
（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
（辅导员）
（院长）
（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
（辅导员）
（院长）
（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
（辅导员）
（院长）
（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
（辅导员）
（主任）
（党总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
（辅导员）
（辅导员）
（辅导员）

020-37216186
020-37215362
020-37216181
020-37216182
020-37216182
020-37216182
020-37216336
020-37216182
020-37213206
020-37216211
020-37216211
020-37215197
020-37215289
020-37216211
020-37216231
020-37215201
020-37216200
020-37216113
020-37215233
020-37215233
020-37215322
020-37216212
020-37215265
020-37215265
020-37216271
020-37215265
020-37216276
020-37216133
020-37216182
020-37215277
020-37216179
020-37216179
020-37216266
020-87053909
020-37216253
020-37216253
020-37215217
020-37216837
020-37216201
020-37216201
020-37215776
020-37216663
020-37216026
020-37216026
020-37215878
020-87053958
020-37216167
020-87053958
020-37216685
020-37215810
020-37215798
020-37215798
020-37216183
020-37215299
020-37215582
020-37215582
0758-2186628
0758-2186618
0758-2186801
0758-2186808
0758-2186801
0758-2186803

肇庆校区

广东金融学院2023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时间安排

2022年9月

2022年9月下旬

2022年10月中旬

2022年10月下旬-11月

2022年11月上旬

2022年11月至12月中旬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3月—5月

2023年3月-4月

2023年4月—5月

2023年5月中上旬

2023年5月中下旬-年终

2023年5月下旬

2023年5月底至6月初

2023年4月—6月

2023年6月-年终

2023年6月中下旬

2023年6月下旬

2023年6月下旬

2023年7月上旬

2023年7月中旬

2023年8月以后

2023年8月-9月上旬

2023年12月中下旬

建立2023届毕业生就业信息资料库

向用人单位推介我校2023届毕业生并在有关媒体进行宣传

毕业生填写推荐表、各学院审核推荐表、班主任加意见

就业工作办公室对毕业生就业资格审查、加盖推荐公章

毕业生工作专题会、就业形势通报会

用人单位来校开展校园招聘、推荐毕业生就业组织毕业生
参加省、市高校毕业生系列供需见面会

毕业生相片数据采集

召开全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

做好毕业生推荐工作、组织用人单位到学院招聘

毕业生就业实习

毕业论文写作及论文答辩

毕业生在就业系统上及时填报更新就业信息

审核就业计划并上报有关部门

毕业生申请档案、户口迁移等手续

毕业生的毕业资格审核和授予学位资格审核

毕业生照相（各学院自行安排）

毕业生在就业系统上填报就业方案

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除财产验收外的全部手续，财产验
收在6月下旬办理）
毕业典礼，签发毕业生毕业证、学位证、户口迁移证，毕
业生文明离校

做好毕业生宿舍的清理、交接工作

分学院、分专业公布我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

寄发毕业生档案

线上持续办理毕业生去向落实信息（省教育厅每天审核办
理毕业生去向落实信息）

核查我校毕业生去向落实情况

向省厅报送我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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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届各学院专业本科毕业生人数表

专业毕业生人数专  业院  别

金融与投资学院

金融学
金融工程

财政学

投资学
CFA(特许金融分析师)

324
69
76

186（肇庆校区）
73
116

金融与投资学院合计人数：844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审计学

财务管理
ACCA(国际注册会计师)

228
67
126
103

会计学院合计人数：421

保险学院
保险学

精算学
FRM(金融风险分析师)

115
111（肇庆校区）

127
36

保险学院合计人数：389

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贸易学院合计人数：432

104
112（肇庆校区）

59
102
55

信用管理学院
信用管理

资产评估

134
30（肇庆校区）

63
信用管理学院合计人数：227

经济学
经济与金融

国际商务

续前表

专业毕业生人数专  业院  别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物流管理
酒店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81
232（肇庆校区）

68
63
37
73

工商管理学院合计人数：554

互联网金融与
信息工程学院

65
148
41
100
83
88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合计人数：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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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金融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统计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92
44
43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合计人数：179

商务英语
翻译
英语

法学院
152
35

法学院合计人数：187

法学
知识产权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合计人数：298

汉语言文学

网络与新媒体
文化产业管理

69
101（肇庆校区）

70
58

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合计人数：144

金融学
会计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3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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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专业毕业生人数专  业院  别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64
62
56
61
60

公共管理学院合计人数：303

公共管理学院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合计人数：403

公共事业管理

行政管理

应用心理学
劳动关系

劳动与社会保障
社会工作

48
51

121（肇庆校区）
64
25
49
45

总人数:4906

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金融数学
经济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

广东金融学院校园招聘流程图

招聘单位与学校接洽校园招聘事宜
招聘服务热线：020-87053902
就业邮箱：gdufjy@163.com

就业信息网：http://jy.gduf.edu.cn/

招聘单位
登陆就业信息网：http://jy.gduf.edu.cn/注册账号（登录名只允许由字母、数字、

下划线组成），填写基本信息并上传资质证明文件

就业工作办公室
在三个工作日内审核账户信息，审核结果将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

审核通过
招聘单位可登陆我校就业网
自行发布招聘信息，招聘信
息会在一个工作日内进行审
核并以邮件的形式进行回复

审核未通过
招聘单位可查看回复的邮件中的
审核未通过原因，如有疑问可致
电020-87053902或回复邮件，查
明原因并解决后回复邮件，等待

审核

网上招聘
毕业生将个人电子简
历发送到公司指定的
招聘邮箱，公司经过

筛选后，合则约见

校园现场招聘
就业工作办公室与招聘单位协商（以邮件或电话的形式）

落实校园招聘的时间地点并为其在校园宣传发布招聘信
息。毕业生进行就业网“网上报名”并根据招聘时间和

地点安排参加校园宣讲会、面试、笔试等招聘活动

招聘结束
用人单位将招聘结果反馈给学校就业工作办公室，学校备案、发布并协助

安排毕业生实习事宜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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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投资学院

金融学专业 毕业人数：324
培养目标：金融学专业致力于培养学生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一

定职业素养和业务操作技能并有开拓创新精神的现代应用型人才。培养学生掌握
经济与现代金融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扎实的金融理论知识和从事
具体金融领域业务的基本能力，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市场开拓能力；能在商业
银行、信托公司、信用评估机构、担保公司等各类经营性金融中介机构、管理型
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各级政府部门、学校、科研院所及相关机构从事金融工
作，以及具有较强职业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端投融资人才。 

主要课程：金融学、国际金融学、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经营学、
国际结算、投资学、外汇交易、公司金融、金融风险管理、金融监管、国际信贷
理论与实务、货币市场理论与实务等。 

就业方向 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在银行、证券与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
托公司、信用评估机构、担保公司等各类经营性金融中介机构、管理型金融机
构、企事业单位、各级政府部门、学校、科研院所及相关机构从事金融工作。

：

财政学专业 毕业人数：262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学生成为经济和财税理论基础扎实，了解国家制

度与公共政策制订，熟悉财政税收体制与管理，精通企业财税业务与技能，有独
立思考能力和习惯、富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宏微观经济学、财政学、税收学、国家预算、政府采购、中国税
制、外国税制、税法、政府会计、公债经济学、社会保障学、国际税收、税务筹
划、纳税检查、税务管理、财税思想史、会计学、审计学、财务报表分析、中级
财务管理学、计量经济学、财税理论前沿专题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在以下几个领域就业：国家各级政府的财政
局、税务局、国资委等政府机关公务员，从事财政、税收与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
的工作；各类企业、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机构、保险公司
等）；从事税收筹划与税务会计及相关财税工作；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继续深
造，攻读财税或相关经济及金融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

投资学专业 毕业人数：73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学生成为学科基础扎实、应用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

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使学生具有较高投资职业道德水准，掌握现代金融
投资理论，具备扎实的投资专业知识和科学投资理财观念，能够综合运用各种投
资工具，熟练从事金融投资理财业务，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市场开拓能力；能
在各类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从事金融管理、决策分析和投资理财等金融实务与
应用研究工作。

主要课程：宏微观经济学、会计学、金融学、投资学、公司金融、金融理
财、理财案例分析、财务报表分析、证券分析、固定收益证券、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工程学）、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建模与量化投资、金融计量学、金融计量
软件应用、商业银行管理、投资银行学、风险投资、基金投资、投资学专题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具体岗位主要包括：证券公司证券分析岗位、
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岗位、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岗位；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分析岗位、
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助理岗位；证券监管机构的市场监管岗位、上市公司的证
券事务、资金运作和财务规划岗位；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的客户
经理岗位、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岗位；投资公司和投资咨询公司的理
财经理岗位；期货公司投资分析岗位；大中型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企业年金及资产
管理岗位。

培养目标：致力于培养既有正确价值观又有高尚职业道德，既有扎实的现代
金融理论又精通计算机编程技术，既熟悉金融产品设计又精通量化投资分析的应
用型、创新型、国际化的金融人才。

主要课程：金融学、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学、金融衍生产品案例与实务、投
资学、期货投资学、证券投资学、公司金融、互联网金融产品设计、金融风险管
理、金融建模与量化投资、R和Python软件应用、金融计量软件应用、财务报表
分析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在银行机构、证券与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企业及相关的金
融分析部门、财务管理部门；从事量化投资交易、金融创新产品设计、风险管理
与控制、资产定价及其他金融业务与管理工作。

金融工程专业 毕业人数：69

CFA 毕业人数：116
培养目标：该实验班培养能够适应现代经济金融行业发展需要，具备扎实的

金融投资理论知识与国际化视野，熟悉投融资领域相关法律和技术，集金融投
资、实物投资和其他各类投资于一体，具有较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能够
胜任金融投资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大
型集团企业等机构的工作需要，具有较强执业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端投融资人
才。

主要课程：CFA实验班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将CFA职业认证课程嵌入到大学
课程设置计划中，把CFA“ level -Ⅰ”（CFAⅠ级）的认证考试课程知识模块，
嵌入到广东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的四年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另外再依照广东金
融学院2016年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对应设置金融专业本科其他的相关课
程。

“楷博财经教育”将负责CFA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采用CFA 官方指定的全
英文教材，并为该实验班学生提供注册、报名、CFA报考服务、师生海外学习交
流及媒体信息发布等技术支持。学生四年的CFA专业课程的授课总课时在560课
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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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专业 毕业人数：67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协调发展，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主要面向广东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
质，具备宽厚的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知识，全面掌握审计学基本理论、专业知识
和操作技能，通晓审计准则、会计准则及相关的经济法规，能在经济管理领域从
事审计、会计和管理咨询工作，具有较强职业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专门人
才。

主要课程：本专业课程设置在体现培养目标的基础上注重注册会计师职业能
力和素质培养，主要开设课程包括管理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
学、经济法、市场营销、会计学原理、审计学原理、CPA审计、中级财务会计
(CPA)，高级财务会计(CPA)、财务管理(CPA)、税法（CPA）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CPA)、内部控制、内部审计、政府审计，计算机审计实验，资产评估，会计信息
系统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在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税务策划机
构、管理咨询机构等中介机构从事审计服务与咨询工作，在工商企业、金融企业
从事内部审计及相关经济管理工作，在政府审计部门从事政府审计及相关经济管
理工作，在学校和科研部门从事审计、会计相关教学和科研工作。

会计学院

会计学专业 毕业人数：228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协调发展，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主要面向广东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具备宽厚的管理学、经济学理论知
识，全面掌握会计学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应用技能，具有较强职业能力、创新
精神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要求学子既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
又具有专业理论与实践能力，成为身心健康的社会公民。

主要课程：管理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法、统计学、市场
营销、会计学原理、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资产
评估、财务报告分析、成本会计、审计学、政府预算管理与会计、会计信息系统
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事业单位、会计师事
务所及各级政府部门等，从事会计及相关经济管理工作。

财务管理专业 毕业人数：126
培养目标：本专业致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协调发展，具有较强职业素

养、职业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中高级财务管理类应用型人才。在大数据、人工智
能、移动互联、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交融渗透的时代，主要面向广东经济发展的人
才需求，培养学生掌握更多财务管理和管理会计“复合型”专业知识与应用实践
能力，既能在商业银行、信托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经营性金融机构担任
“特色”管理决策支持工作，也能在企事业单位、各级政府机关、管理部门从事
各种财务管理实务活动。要求学子既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又具有专业理论
与实践能力，成为身心健康的社会公民。

主要课程：管理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法、统计学、市场
营销、会计学原理、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学原理、中级财务管理、高级财务
管理、财务报告分析、管理会计、成本会计与管理等。管理会计方向除上述课程
之外，还开设绩效管理、预算管理等课程。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在工商企业、金融企业、事业单位、各级政府
部门及会计师事务所等，从事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及相关经济管理工作。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协调发展，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
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以宽厚的管理学、经济学理论为支撑，具备
ACCA资格或相应专业能力与素质，娴熟掌握会计专业英语听、说、读、写技能，
能够胜任大型集团企业、金融投资机构、涉外跨国公司、会计审计事务所、证券
金融等行业与公司相关财会审计工作，具有较强执业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国际化高
端会计人才。

主要课程：
1. 通识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
按广东金融学院会计学专业培养规格要求，开设通识课程、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课。
2. ACCA专业课程设置（采用全英文或汉英双语教学）：
专业基础、技能课F1-9：
会计师与企业、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公司法与商法、业绩管理、税务、财

务报告、审计与认证业务、财务管理。
专业核心、选修课P1-7：
专业会计师、公司报告、商务分析、高级财务管理、高级业绩管理、高级税

务、高级审计与认证业务。

ACCA 毕业人数：103

保险学院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经济学、
金融学基础知识，系统掌握保险基本理论，具备熟练的保险业务技能，具备较强
的实践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能够在保险、银行和证券等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及
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保险、风险管理、投资管理、理财规划等实际工作，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创业精神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宏微观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
原理、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原理、管理学原理、保险学、风险管理学、社会保障
学、财产与责任保险、人寿与健康保险、保险法、利息理论、保险精算学、保险
经济学、互联网保险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能在保险、银行、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及监管部
门和其它企事业单位从事保险、风险管理、投资管理、理财规划等实际工作。

保险学专业 毕业人数：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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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金融学基础，系统掌握精算学的
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完成准精算师考试课程学习，能够熟练运用精
算技术与方法对各类经济活动未来的财务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管理，具有较强
的定量分析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胜任保险、银行和证
券等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保险、风险管理与精算、投资管理、数
据分析等相关专业工作，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数学分析、线性代数、概率论、应用数理统计、宏微观经济学、
金融学、会计学、经济法、保险学、财产与责任保险、人寿与健康保险、风险管
理学、利息理论、精算模型、寿险精算、非寿险精算、精算管理、公司金融、金
融数据分析、保险科技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能在保险、银行和证券等金融机构、金融监管等政
府部门和其它企事业单位从事保险、风险管理与精算、投资管理、企划规划、数
据分析等相关专业岗位工作。

精算学专业 毕业人数：127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金融学基础知识，掌握精算学的
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完成金融风险管理师( )资格考试课程学
习，具备FRM专业能力与素质，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实践能力，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能胜任中外资保险、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企事
业单位的金融风险管理与精算相关专业工作，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复合
型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数学分析、线性代数、概率论、应用数理统计、宏微观经济学、
金融学、保险学、风险管理学、利息理论、精算模型、寿险精算、非寿险精算
等。此外，与高顿财经合作开设估值与风险建模、金融市场与金融产品、市场风
险管理与测量、信用风险管理与测量、操作与综合风险管理、投资风险管理、金
融职业发展、金融实务等12门FRM考试的全英文课程。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能在中外资保险、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政府部
门和企事业单位从事金融风险管理、精算、数据分析、保险等相关专业工作。

FRM

FRM 毕业人数：36

经济贸易学院

培养目标：本专业立足广东、面向华南，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惯例、规则以及我国对外经贸政策，掌握国际贸易基本理论和
专业知识、基本技能，具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国际贸易学、国际经济学、国际投资学、国际商法、世界贸易组织
概论、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外贸英文函电、商务英语口语、跨境电
子商务理论与实务、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服务贸易、国际贸易业务综合模拟等。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毕业人数：104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在政府部门、外经贸企事业单位以及商贸物流
企业从事商贸政策研究、进出口业务和管理、国际市场调研策划、国际贸易融资
以及国际贸易纠纷调解的辅助性工作。 

培养目标：本专业立足广东省、面向华南，致力于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需要、掌握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一定职业素养和经济数据
分析能力、同时具有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基本技能，以及较强文字表达能力和创
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产业经济
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经济学名著选读、世界经济史、
《资本论》选读、宏观经济分析、经济思想史、Python与经济数据分析、经济计
量与STATA应用、经济预测与决策、博弈论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入职各级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
门，入职银行、证券、保险与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适合在各类制造业企业、服
务业企业从事规划和管理、经济分析与预测等工作。

经济学专业 毕业人数：59

培养目标：本专业立足广东、面向华南，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
要、掌握现代经济学等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知识面宽，具有解决实际金融问题
的基本技能，并能够向宏微观金融领域扩展渗透，富有较强职业素养和创新精神
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投资经济学、制度经济
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商业银行经营学、金融市场学、资本市场运作、
公司金融、国际金融、上市公司运营案例、经济分析与Matlab实现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门、各类金
融机构和其它企事业单位从事经济与金融分析、预测、规划和综合管理等工作。

经济与金融专业 毕业人数：102

培养目标：本专业立足广东、面向华南，培养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需要、具备扎实国际商务理论知识与技能、具有国际商务战略视角、熟练应
用英语和现代信息技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以及发展新格局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原理、国际商务、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跨境电子商务理论与实务、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地理、跨国公司
经营与管理、商业伦理、国际商务函电、国际市场营销、国际商法、国际贸易业
务综合模拟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在银行与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外贸企业、跨境
电商企业、跨国公司、政府机构等从事各类实务工作、研究工作。预计部分毕业
生将赴境内外高校深造。

国际商务专业 毕业人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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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管理学院

信用管理专业 毕业人数：164
培养目标：本专业作为金融学科的主要专业之一，培养适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坚实的现代金融学和信用管理学理论基础，熟悉
信用管理、金融投资、会计、统计、法律、大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相关专业知
识，掌握信用风险识别、信用风险度量和信用风险管控等专门技术与方法，能够在
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各类金融机构、各类信用服务机构、以及其他工商企业企、事
业单位从事信用服务和管理工作，具有风险管理意识、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
视野的应用型、复合型信用管理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信用经济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管理学原理、信用管理
学、征信理论与实务、信用评级、财务会计、财务分析、金融学、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风险建模与编程、金融风险与大数据挖掘、金融机构信用管理、投资业务与风
险管理、互联网金融与风险管理、固定收益证券与风险管理、商业银行经营与风险
管理、企业信用管理、消费者信用管理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学生毕业后可到金融监管部门 (如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
改委等) 从事高级管理；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租赁公
司、保理公司、担保公司和网络金融等从事风险管理、信用管理，以及到上述金融
机构中从事资本运作、理财；到资信评估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从事
信用评级、风险控制；到各类工商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外资企业、合资公司从
事信用风险管理、资本运作管理等工作。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坚实的经济管理
与资产评估的理论基础，熟悉资产评估、金融投资、财务管理、会计审计等相关
专业知识，掌握现代资产评估专门技术与方法，能够在各类金融机构、各类事务
所、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资产评估服务和管理工作，具
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应用型、复合型资产评估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管理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
理、经济法、税法、证券投资学、金融学、资产评估概论、大数据挖掘与估值、
房地产估价、金融资产评估、企业价值评估、无形资产评估、保险公估、资本运
营、信用评级、财务管理、财务会计学、审计学等。

就业方向： 本 专 业 毕 业 生 可 在 各 类 金 融 机 构 （ 银 行 、 保 险 、 证 券 、 信 托
等）、各类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税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
公司等）、政府相关部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银行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不动产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等），以及其他
企事业单位从事银行押品的评估服务与管理、金融不良资产处置评估服务与管
理、保险投保与赔偿的公估服务与管理、证券市场的IPO及并购重组的估值服务
与管理、企业各类资产的评估服务与管理、不动产与国土资源（房产、土地、矿
产、海洋等）的评估服务与管理、企业价值管理等工作。

资产评估专业 毕业人数：63

工商管理学院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
广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掌握工商管理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能
在各类型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从事商务管理、金融服务管理、市场策划、
人力资源管理等工作，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专门人
才。

主要课程：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企业战略管理、商业模式创新与管
理、现代公司治理、市场策划、管理经济学、会计学原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管理运筹学、管理信息系统、生产运作管理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能在各类型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从事商务管
理、金融服务管理、市场策划、人力资源管理等工作。

工商管理专业 毕业人数：313

市场营销专业 毕业人数：68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

广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掌握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能
在各类型企业、金融单位、跨境电商企业和政府部门从事市场营销、金融服务营
销、企业管理、电子商务等工作，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的应
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学、会计学原理、市场调查与预测、消费
者行为学、广告学、推销学、品牌营销、网络营销、电子商务、分销渠道管理、
商务谈判、营销策划、跨境电商实战等，以及金融营销学、金融客户经理实务、
金融产品营销等我校以金融为特色的课程。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能在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从事市场营销、企
业管理、电子商务等工作。

物流管理专业 毕业人数：63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

广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掌握物流管理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能
在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从事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金融与供应链金融、企
业管理等工作，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学习能力、沟通能力与创新
精神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涵盖了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运输组织管理、仓储与库存控
制、配送管理、采购管理、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等，以及供应链金融、物流成本
管理等我校以金融为特色的课程。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能在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从事物流管理、电
子商务、企业管理等工作；同时毕业生能从事凸显我校金融特色的物流金融与供
应链金融的金融机构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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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专业 毕业人数：63
培养目标：本专业针对我国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酒店及旅游住宿业发展对人才

的迫切需求，旨在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修
养，掌握酒店及旅游住宿业管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服务业管
理原理与方法，有较高外语水平，有较强业务能力，“品格、知识、技能”三位
一体，具有国际化酒店服务与管理标准化职业素养的应用型高级管理人才。

主要课程：旅游学概论、旅游接待业、旅游目的地管理、旅游消费者行为、
酒店管理概论、酒店运营管理、酒店客户管理、酒店人力资源管理、酒店财务管
理、酒店收益管理、现代服务业管理、酒店餐饮管理、酒店市场营销、休闲学概
论、酒店品牌建设与管理、酒店电子商务、酒店商务英语、酒店公关礼仪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能在现代化国际酒店、酒店集团及旅游度假村担任
总经理、部门经理、总监以及集团高级管理人员，亦可在金融企业、咨询公司、
商业地产公司等服务型企业或旅游行政管理机构相关岗位工作。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毕业人数：73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高级人才。本专业培养的人才能掌握现代人
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工具和技能，金融行业知识和能力功底深厚，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过硬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能充分胜任各级政府
机关、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各类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原理、会计学、金融学、投资
学、工作分析的方法与技术、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组织行为学、劳动经济学、人
力资源战略与规划、员工招聘与录用、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
理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能在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各类型
企业和金融机构从事高级和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百日冲刺”春季校园招聘会毕业生面试现场

2022届秋季校园招聘综合类专场招聘会毕业生面试现场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与金
融学理论基础、计算机技术及其应用能力，掌握系统
思想，具备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分析和设计等方面的
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成为能够从事金融信息管理，
金融大数据分析及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实施和评
估等工作的、集多专业知识和技能于一体的复合型人
才。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
管理学原理，管理信息系统，程序设计，数据结构，
数 据 库 原 理 与 应 用 ， 计 算 机 网 络 ，
ERP原理与应用，Python程序设计，金融数据挖掘
，金融大数据分析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适合在政府部门、工商企业、
金融机构等企事业单位从事信息管理，数据分析，以
及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施和维护等工作。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毕业人数：65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具有扎实的现代信息技术和商务管理知识，具备电子商务
运营、产品策划、网络营销、商务信息安全、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以及电子商务系
统设计、开发与维护等基本知识和技能，具有互联网思维、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
感的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电子商务概论，程序设计，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安
全技术，电子支付与网络金融，电子商务数据分析，管理学原理，会计学原理，
市场营销，网络营销，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消费者行为学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适合在各类商务机构、企事业单位、各级政府部门从事电
子商务运营管理、商务数据分析、电子支付与结算、信息安全管理、电子商务系
统开发和维护等工作。

电子商务专业 毕业人数：41

培养目标：本专业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基本理论、方法及实践技能为基础，
突出金融行业应用特色，培养具备计算机软硬件理论、程序设计、信息安全及网
络通信等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能够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网络安全及信息系
统维护等方面的工作，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科专业基础扎实
的、应用能力强的、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计算机导论，离散数学，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及汇编语
言，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网络安全技术，程序设计，软件工程，算法分析与
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各类IT企业企业、金融机构、工商企业、事业单位和
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系统维护、网络管理及应用软件开发等工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毕业人数：148

软件工程专业 毕业人数：100
培养目标：本专业以IT行业及金融行业的软件人才需求为导向，培养掌握软

件工程的基本理论与专业技能，能熟练应用当前主流的软件开发平台与工具，具
备运用先进的工程化方法、技术和工具从事软件分析、设计、开发、维护等工
作，以及软件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的高素质实用型、复合
型软件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

主要课程：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离散数学，数据结构，算法
分析与设计，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软件工程概论，软件
需求分析，软件测试，软件质量控制，设计模式，软件项目管理，金融学，金融
数据挖掘，商业银行综合业务实验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各类IT 企业、金融机构、工商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
管理部门从事软件项目规划、分析、设计、编程、测试、维护与管理等工作。

培养目标：本专业以互联网金融人才需求为导向，培养掌握信息科学、金融
学和互联网金融基本理论，熟悉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业务流程、金融风险管理与控
制、金融产品分析与设计，具备较强的团队精神、责任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新型互联网金融复合型人才。

互联网金融专业 毕业人数：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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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广
东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宽阔的国际视野、专门的国际商
务知识与技能的复合型商务英语专业人才。毕业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综
合素质高，掌握经济学、管理学及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具备较强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与较高的人文素养，能熟练使用英语从事商务、外贸、管理、金融、
教育等工作。 

主要课程：综合商务英语、商务英语口语、英语写作、英美社会与文化、商
务英语、商务英语视听说、商务英语写作、商务翻译、经济学原理（英）、管理
学原理（英）、国际商务概论（英）、国际商法（英）、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英）、国际市场营销(英)等。

就业方向：商务、经贸、管理、金融、教育等各类涉外企事业单位和部门。

商务英语专业 毕业人数：92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广
东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广博的文化知识，较强的英语
听、说、读、写、译语言技能的应用型英语专业人才。毕业生德、智、体、美全

英语专业 毕业人数：43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广
东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广阔视野和创新意识的应用型、复合型翻译专业人
才。毕业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综合素质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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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员素养，熟悉翻译基础理
论，掌握口、笔译专业技能，熟练运用翻译工具，能胜任财经金融、外事外贸、
科技文教等领域中的笔译、口译或其他跨文化交流工作。

主要课程：综合英语、英语视听说、英语口语、英语写作、汉英笔译、英汉
笔译、现代汉语、高级英语、英美社会与文化、翻译概论、应用翻译、联络口
译、交替传译、同声传译、跨文化交际、金融英语口译、国际贸易实务（英）
等。

就业方向：商务、金融、外事、外贸、管理、教育、语言服务等各类涉外企
事业单位和部门。

翻译专业 毕业人数：44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互联网金融概论，金融工程
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互联网金融理财与投资，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互联
网思维，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分析，网络经济学，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数据挖掘，
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在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互联网信息服务等
企事业单位，从事金融数据挖掘、互联网金融产品开发、营销和管理等相关工
作。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毕业人数：64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和道德修养，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具
备包括数据思维在内的科学思维能力、解决金融等行业数据密集型问题为主的动
手能力以及大数据分析或大数据应用开发技能，在金融等相关行业数据分析系统
的开发、部署与应用等方面具有就业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

主要课程：数据科学导论，程序设计基础，Python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与
应用，应用统计学，最优化理论，数据可视化，算法设计与分析，数据挖掘，大
数据技术及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及数据分析实践(Hadoop)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适合在政府机构、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等企事业单位从
事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应用开发、大数据系统研发、大数据海量存储、数据可视
化等方面的工作。

面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熟练使用英语从事管理、教育、翻
译、商务、外贸、金融等工作。 

主要课程：综合英语、英语口语、英语写作、英美社会与文化、英语视听
说、笔译基础、口译基础、英美文学欣赏、跨文化交际、高级英语、英语语言学
概论、西方文明史、英语词汇学、中西文化比较、学术英语写作、金融英语口语
等。

就业方向：商贸、外事、管理、教育等各类涉外企事业单位和部门。

法学院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复合型、
应用型和创新型法律人才的需求，结合我校财经专业特色与优势，培养具有爱祖
国、负责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懂金融的社会主义新时期财经
法律职业人才。学生具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财经领域的知识基础；具有较坚
实的法学理论基础，系统地掌握法学知识和法律规定，了解国内外法学理论发展
及国内立法信息；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质、较强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实际
操作能力；能较熟练地应用有关法律知识和法律规定处理各类法律事务，解决不
同类型的法律纠纷，并具有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基本能力和素质。

主要课程：法理学、中国法律史、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民法
学、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
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商法学、经济法学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到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律师
事务所等单位从事法律事务工作。

法学专业 毕业人数：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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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
广东人才市场需求，具有真挚的爱国情怀、广阔的社会视野、深厚的人文关怀精
神；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吃苦耐劳的
拼搏精神；具有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及素质修养和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具
备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中英文写作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再学习能力、竞争能
力和应变能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实干和创新精神的汉语言文学
“复合型应用人才”。

主要课程：现代汉语、基础写作、文学概论、国学原典导读、中外文论专题
研究、逻辑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魏晋
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美学原理、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演讲
与口才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能在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
公司、政府部门和媒体等相关单位从事职员、办公室文秘、行政管理、公共关
系、文案策划、报刊编辑等工作。

汉语言文学专业 毕业人数：170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毕业人数：70
培养目标：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创办于2016年，2018年成为校级新兴专业，

2020年成为广东省特色专业。 本专业遵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实行
文理兼招；以新闻传播学科作为核心主干学科，以信息和计算机科学、工商管

培养目标：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及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背景下，本专业
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依托法学院
的法学学科优势，课程设置既重视知识产权的专业特色和知识交叉性，又强调对
法学专业基础知识的系统掌握。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
能、高效高质量的法律服务能力以及创新创业能力的复合型、职业型、创新型的
法学和知识产权管理人才。

培养目标：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及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背景下，本专业
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依托法学院
的法学学科优势，课程设置既重视知识产权的专业特色和知识交叉性，又强调对
法学专业基础知识的系统掌握。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
能、高效高质量的法律服务能力以及创新创业能力的复合型、职业型、创新型的
法学和知识产权管理人才。

主要课程：法理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刑法学，
刑事诉讼法，知识产权法总论，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竞争法，知识产权
管理、国际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知识产权文献检索与应用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到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律师
事务所、知识产权公司及行业协会等单位从事法律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知识产权专业 毕业人数：156 理、数字媒体艺术三大学科作为支撑学科，旨在培养系统掌握有关学科领域知
识、理论和实践技能，懂传播、懂市场、懂技术、有文化的应用型、复合型、创
新型的泛传媒人才。

主要课程：大众传播学、传播发展史、媒介伦理与道德、新闻采访与写作、
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摄像技术与艺术、新媒体导论、新媒体产业发
展、新媒体与社会、媒介经营与管理、新媒体产品创意与策划、市场调查原理和
方法、网站设计与网页制作、平面图像设计、动画设计与制作、网络数据挖掘与
分析、数字音视频编辑、数据可视化、编程基础等。

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能够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与网络和新媒体相关的内
容采编、项目策划、互动营销、形象宣传、品牌传播、网络信息监测与分析以及
媒体产品运营管理等工作；同时，能够在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网
站、移动新媒体等各类新闻传播媒体以及各类文化传播公司、广告公司、出版机
构、咨询研究机构等从事相关工作。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毕业人数：63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数学与金融兼融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要求具备系统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和金融理论基础，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较高
的外语与计算机应用水平，具备运用数学模型对金融经济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和科
学决策的能力，能在金融、科技和教育等部门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在投
资银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信托和保险、企事业单位从事金融投资与应用工
作。

文化产业管理 毕业人数：58
培养目标：“聚焦文管前沿，培养产业精英，推动文化创新，服务广东发

展”，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依托现有的金融、互联网、产业经济平台，聚焦于文化
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在数字经济多元融合的新环境下，培养兼具创意策划、企业
管理和新媒体运营能力的复合型文化产业人才。

主要课程：①管理、经济课程群：管理学原理、统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
经济学、金融学、微积分、财务管理、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学。 ②文化产业课
程群：文化产业概论、文化产业管理、产业经济学、文化资源学、企业文化学、
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知识产权管理。③文化研究课程群：美学原理、影视文
化、影视文化创意产业概论、中国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国学专题、城市文
化专题、民间文化、广告策划与文案。④专业实践课程群：演讲与口才、文化产
业资讯制作案例、文化产业品牌调查、数码摄影、Office与Photoshop教程。

就业方向：可在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报社杂志出版社、文物博物馆事业单
位、文化传播公司、影视传媒企业、休闲文化产业园、金融证券保险机构及其它
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企业网站和移动客户端从事文化生成、创意、传播
与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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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学专业 毕业人数：56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具有一定职业素养和业务操作技能并有开拓创新精
神的复合型、应用型专业人才。通过四年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现代金融的基本理
论与基本方法，具备扎实的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专业知识和科学的投资理念，具
有较强的对金融领域信息资源进行金融分析、金融建模和金融计量的应用能力，
能够熟练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开发、设计和操作新型金融产品，分析和解决金融实
务问题的能力。

主要课程：数学分析、概率论、金融学、国际金融学、财务会计、金融经济
学、投资学、证券投资分析、计量经济学、公司金融、数理金融、金融工程学、
固定收益证券、投资风险管理、期货投资学、金融数据挖掘、量化投资分析、金
融衍生产品定价模型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在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与保险等
各类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从事金融投资、金融建模、金融分析、金融计量、金
融管理和金融理财等金融实务与应用研究工作。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培养具有系统的统计学以及金融相关方面知识，掌
握现代统计分析方法，具备运用各种统计方法对金融问题进行金融统计分析、数
据管理的基本技能，具有运用各种数据分析工具进行数据整理、统计分析的能力

应用统计学专业 毕业人数：60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大数据时代发展需要，掌握经济学和管理学基本
理论，具有良好数理分析理论基础和数据处理实践技能，适于在金融机构、企事
业单位的数据分析部门和各政府机构从事数据收集调查，数据清洗管理，数量分
析和软件开发工作，也适于在科研教育部门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复合应用型高
素质统计人才。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济统计学、西方经
济学、抽样调查、非参数统计、国民经济统计、金融统计分析、经济预测与决
策、计量经济学、多元统计分析、时间序列分析、数据挖掘技术、统计学习理
论、统计软件编程和数据可视化技术等。

就业方向：随着大数据和数据科学日益受重视，人们不断意识到数据分析的
重要性，企业决策离不开数据支撑。因此社会对统计学专业人才的需求量逐渐增
大，本专业毕业生能在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相关数据分析岗位从
事数据收集管理、量化分析和软件开发等工作。

经济统计学专业 毕业人数：128

主要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常微分方
程、运筹学、数学模型、数值分析、复变函数、实变函数、近世代数、数学文
化、数学软件、数学实验、应用多元统计、数据分析、经济学、会计学原理、金
融学、证券投资学、金融数学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可在金融证券、投资、保险、统计等各类金融经济
部门、管理部门以及政府部门从事经济分析、金融建模、系统设计工作及数学教
学、科研工作，也可继续攻读理学、金融学或管理学硕士学位，从事更深入的金
融学或数学研究。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毕业人数：62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掌握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技
能，受到金融信息与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系统训练，具有金融信息技术与计算能
力，能够解决金融、信息、科学与工程等领域中的信息安全、数据分析与计算问
题，具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值分
析、数据分析、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算法设计与分析、最优化方法、信息论
与编码理论、金融信息系统、现代密码学、金融数据挖掘、网络金融、信息经济
学、金融学、经济学等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能在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IT企业等单位从事（金
融）数据分析与计算、信息技术处理、项目开发和技术应用等工作。

和创业精神的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数学分析、线性代数、概率论与随机过程、统计学原理、应用数

理统计、抽样调查、非参数统计、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时间序列分析、金融统计
分析、金融学、金融数据挖掘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在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和保险等
各类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从事金融数据整理、统计分析以及风险管理等岗位的
实务或研发工作，或者在政府部门、科研、教育部门和其他各类企业从事咨询、
信息管理、数量分析等应用开发工作。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毕业人数：48

培养目标：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懂金融、善管理、精业务”的复合型创新人
才，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满足华南地区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专业依托学校“大金融”学科背景，以城市管理为特色方向，培养
具有较高政治理论素养和现代公共精神，系统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技
能，熟悉金融、城市管理的知识和业务，综合素质高，专业基础扎实，应用能力
突出，能在各类金融机构、公共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城市建设与管理部门、房
地产等企业从事管理工作。

主要课程：金融学、会计学原理、经济学、投资学、管理学原理、公共组织
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学、智慧城市概论、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城市开发与管
理、城市管理学、土地资源管理学、城市社区管理、城市危机管理、城市公用事
业管理理论与实践、政治学原理、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事业管理概
论、公共事业管理法律制度、公共政策学、公共工程项目管理、非政府组织管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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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主要
在 金 融 机 构 （ 银 行 、 证 券 、 基 金
等）、公共事业单位、党政机关、
城市建设与管理部门、房地产行业
（万科、保利、碧桂园等）以及世
界 500强等企业从事项目、行政、
资金等管理工作。

2022届毕业生就业促进周“百日冲刺”春季校园招聘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掌握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跨学科专业知识和基
本技能，能在党政工团机关、公共服务行业、中介服务组织、企事业单位从事行
政管理等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专门人才。通过专
业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行政管理的一般理论和知识，具有从事现代行政管理
所必备的外语、公文写作、电子信息处理等基本技能，并且具有一定的从事实际
行政领导、决策和人事管理的能力。

主要课程：公共管理学、公共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政策学、行政
管理学、行政组织学、行政法学、政府经济学、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府
与政治、国家公务员制度、电子政务、公共危机管理、管理定量分析、政府公共
关系学、领导科学与艺术、行政秘书实务、行政公文写作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能在党政工团机关、公共服务行业、中介服务组
织、企事业单位从事行政管理、人事管理、文秘等工作。

行政管理专业 毕业人数：172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面向华南地区培养基础扎实、勇于创新、具有良好科
学精神及运用心理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能够在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胜
任专业工作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 

主要课程：通识必修课：高等数学、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基础课：
普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心理测量学、心理统计学、实验心理学、认知心理学
等。专业必修课：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心理咨
询、变态心理学等。专业选修课：金融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神经经济学、广告
心 理 学 、 情 绪 心 理 学 、 教 育 心 理 学 、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等 。 应 用 技 能 课 ： E-
prime、SPSS、Mplus、人才测评、心理治疗等。本专业授理学学士学位。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能胜任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骨干；各
类社会调研、市场调查与管理咨询机构从业者；公检法系统、戒毒机构、心理医
院等部门与心理学相关的从业人员；各级各类学校的心理健康教师，心理咨询
师，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师，社区医院、社区心理咨询中心或其他相关公共服
务行业的从业人员。

应用心理学专业 毕业人数：64

培养目标：本专业是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面向全国特别是粤港澳大
湾区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系统掌握公共
管理基础知识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技能，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创新创业精
神，自主学习能力突出，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公共部门以及各类
型企业中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主要课程：本专业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管理学、金融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
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研究方法；熟悉我国有关劳动与社会保障
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针和发展趋势；能够掌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报告撰
写等基本能力；具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自主学习能力
和创新能力；接受社会保险综合业务实训和劳动法模拟实训，掌握相关业务实操
流程；具有较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在各级政府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
中从事社会保障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工作；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为
代表金融行业中就业的约占40%；也有部分同学选择考公、考研、留学等就业方
向。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毕业人数：49

培养目标：本专业是适应中国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在经济
学、管理学、法学和社会学学科平台基础上的工商管理类交叉应用型学科。旨在
培养具备劳动关系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和能力，掌握协调处理劳动关系事务的现
代组织手段和科学技术方法，能够在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各级工会组织、非

劳动关系专业 毕业人数：73

社会工作专业 毕业人数：45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强化高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优化人才培养

模式，充分发挥我院的经济院校和金融方面的优势，向社会培养输送具备相关金
融及经济知识的优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及青年公益创业人才。

主要课程：本专业主要课程包括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
程及应用技能课程等。学科基础课程包括：社会学概论、社会统计学、社会工作
伦理、社会政策概论、民俗学、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健康心
理学等。专业核心课程：社会工作概论、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
会工作、社会工作行政、青少年社会工作、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社会治理等。
应用技能课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数据与统计软件应用、社会服务管理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学生能在民政、妇联、共青团、工会、卫生、司法、教育
等系统和城乡社区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福利、服务和公益团体等机构从事管
理、社会服务、咨询与政策研究等工作。

府组织中从事劳动关系协调处理实务，并富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
才。

主要课程：劳动关系专业的基础课程均围绕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和社会学
四大学科设置，包括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民法概论、管理学原理、人力资
源管理、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组织行为学等。专业方向课程以劳动关系学为主
干，劳动与社会保障法、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比较劳动关系、绩效与薪酬管
理、国际劳工标准、工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等核心课程相匹配。再辅之以劳动争议
处理综合实验、SPSS软件运用、企业员工关系管理实务等实验课程，以加强学生
未来从事本专业工作的综合能力。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可进入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的人
力资源管理、劳动关系岗、公共关系岗工作。进入市、区级和乡镇工会组织，从
事劳动关系协调员、职业化工会干部、工会协理员等职业；亦可担任劳动执法监
察员、劳动争议仲裁员及劳动司法机构的其他工作人员；外包公司、猎头公司的
管理、培训、咨询人员；街道及社区的劳动争议调解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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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与课程设置:
1、专业设置
国际班采取国内大平台教育，国外分专业教学模式，即在广东金融学院设置金

融学（国际班）、会计学（国际班）专业，实行不分专业的大平台教学；在国外合
作院校设置金融学、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等专业，由学
生自主选择专业学习。

2、课程设置
（1）第一、二学年国内大平台教育课程设置
前两年在广东金融学院学习，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管理，单独编制人才培养方

案、独立编班、小班教学、双语授课、实行不分专业的大平台教育模式；学生统一
修读语言培训课程、通识教育课程和学科基础课程，完成92个学分的课程学习。

前两年课程为综合英语、基础英语写作、英语视听说、英语口语、微积分、线
性代数、概率论、计算机应用、跨文化交际、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
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管理学、金融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
学、中级财务会计、高级综合英语等；同时还设置有英语阅读、商学导论、托福雅
思培训课程和出国前培训课程等选修课程。

（2）第三、四学年国外合作大学分专业课程设置
后两年在国外合作大学学习，由广东金融学院和合作大学共同管理，并由学生

根据自行需要，选择就读金融学、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工商管理
等专业，修读专业教育课程和进行专业实习；学生分别完成国外合作大学规定的、
所选专业的学位课程学习和专业实习教育。

金融学专业主要课程：管理信息系统、投资学、财务管理、金融监管、个人理
财、房地产投资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货币政策与理论、风险
投资、 期权与期货、财务报表分析、证券分析、国际金融学、金融工程学、金融监
管、退休与遗产规划、资产定价与投资组合分析等（供参考，具体课程各国外合作
大学有所区别）。会计学专业主要课程：管理信息系统、中级会计学、计算机会计
信息系统、成本会计、所得税、审计、财务报表分析、财务管理 、政府与非盈利组

国际教育学院

“2+2”学分互认国际班项目
培养模式与目标：“2+2”学分互认国际班项目（以下简称国际班）是我校与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世界排名60位）、英国诺丁汉大学（世界排名70位）、加
拿大圣玛丽大学、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等20余所国外知名大学（以下简称“合作
大学”）签署合作协议，采取“2+2”培养模式，以互认学习过程、互认课程、互
认学分、互授学位方式，共同举办的金融学、会计学专业双学位本科学历教育项
目。举办国际班旨在培养国际化、复合型、高素质、兼具海外教育背景和本土文
化的金融、会计、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高级管理专门人才。

国际班学生在我校学习2年（即第一、二学年）后，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合作
大学的入学要求，自主选择就读与我校签订正式协议的合作大学及合作专业，在
国外合作大学继续学习2年（即第三、四学年）。学生修完双方规定的课程并取得
相应的学分，将获得我校颁发的金融学、会计学等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和相应的经
济学或管理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合作大学颁发的所在国家高等学校学士学位证
书。

织会计、战略管理、国际贸易、国际结算、运营管理、战略管理、高级财务会计、
注册会计师纵览课程：审计与论证、财务会计与报告、条例、商务环境与概念等
（供参考，具体课程各国外合作大学有所区别）。

其他专业的课程设置参见国际教育学院网站上《国际班人才培养方案》的有关
介绍（http://bm.gduf.edu.cn/gjjyxy/）

就业方向:
国际班毕业生可选择申报国外大学研究生学位继续升学深造；或在国外就

业；或回国就业，主要适合在内外资商业银行、会计师事务所、跨国公司、商贸
企业、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等从事金融、会计、审计、贸易、企业管理等专门化
经济管理工作。

“2+2”中澳创新实验班项目
培养目标
金融学专业：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了解中西方文化和经济背景，掌握金融

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现代金融与公司理财的基础知识，熟悉我国和国际金融
及公司理财领域的惯例与规则，系统掌握国际金融及公司理财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能在国内外商业银行、投资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跨国公司等涉外企
事业单位从事国际金融和公司理财业务工作的复合型、外向型高级专门人才。

会计学专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了解中西方文化和经济背景，掌握会计
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现代商务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我国及国际会计领域的
惯例与规则，系统掌握国际会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在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
构、外资银行等涉外企事业单位从事国际会计工作的复合型、外向型高级专门人
才。

培养模式
本科学制四学年（广东金融学院第一、第二学年，西澳大学第三、第四学

年）；若能满足两校毕业与学位授予要求，将同时获得广东金融学院金融学或会
计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和相应的学士学位，以及西澳大学的商科类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
金融学专业和会计学专业实验班学生前两学年在广东金融学院统一修读语言

基础课程、通识教育课程和学科基础课程，主要课程包括综合英语、基础英语写
作、英语视听说、英语口语、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计算机应用、跨文化
交际、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管理学、
金融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中级财务会计、高级综合英语
等。

实验班学生后两学年在西澳大学学习。金融学专业主要课程包括财务会计、
微观经济学：价格和市场、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管理、经济与商业统计学、企
业财务政策、衍生产品与市场、金融计量方法、商业分析与评估、财务规划、投
资分析、国际金融、银行学：理论与实践、衍生品策略与定价、证券市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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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融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流程图

应届毕业生

进入就业市场

毕业生填写推荐表，所在学院填写推荐意见

就业工作办公室对推荐表审核与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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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分发盖章推荐表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报名、参加考试 未录取考生

就业工作办公室向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系统上报毕业生就业方案

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系统审批就业建设方案

毕业生按照就业单位接收流程到就业单位报到或线上报到

毕业生档案寄送

录取考生

领取录取通知书

办理有关离校手续

毕业生文明离校

毕业生上报就业派遣信息，在规定时间内
在小程序上进行派遣上报

毕业生在“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小程序上
申请三方协议，并打印下来与用人单位签定三方

毕业生通过校园招聘或
校外招聘会实现就业

毕业生上报就业派遣
信息，在规定时间内
在小程序上进行派遣

上报

毕业生参加硕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

第二学士学位报名

就业工作办公室根据省就业指导中心审批结果
转告办理完离校手续的毕业生，文明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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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财务管理等专业学位课程。会计学专业主要课程包括财务会计、微观经济
学：价格和市场、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管理、经济与商业统计学、管理会计、
企业会计、税务学、高级企业会计、现代管理会计、绩效衡量与评估、财务报表
分析、财务会计：理论与实践、审计学、战略管理会计等专业学位课程。

就业方向
国际性注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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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公司、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等。（注：拥有广东金融学院和西澳大学两所学校学
士 学 位 的 学 生 ， 如 果 向 澳 洲 的 力 拓 集 团 、 西 澳 电 力 、 毕 马 威 、 奥 卡 吉 等 世 界
500强企业求职，将会有较强竞争力）。

2022届秋季校园招聘综合类专场招聘会

“展翅计划”2022届毕业生秋季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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