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金融学院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2019 年招生简章 

 
国际化金融翘楚从这里起步! 

Your journey t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cme starts from here!  

 
中外双学位，计划内统招 

商科工科直通世界百强名校 
十年丰富国际化办学经验 

毕业生获顶级名校硕博录取 
 

本科批次招生 
 

招生代码：11540 

金融学（“2+2”国际班） 

会计学（“2+2”国际班） 

 

招生代码：71540 

（单独院校代码） 

金融学（“2+2”中澳班） 

会计学（“2+2”中澳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2”中澳班） 

金融学（“3+X”国际班） 

会计学（“3+X”国际班） 

 
 

 择校择专业优势：可自主选择美、英、澳、加等国多所世界百强高校的商科和工科

专业。 
 教学实力雄厚：省级雅思教学团队和海归硕士博士专业课师资队伍、专属课室、英

文原版教材、小班双语教学。 
 中外双校园双学位：获广金和国外合作院校双学位证书，教育部认证国外学历。 
 高性价比：节约留学成本，提升学历背景；开阔眼界，改变人生。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简介】 

文科 理科 总数 文科 理科

金融学

（“2+2”国际班）
101 201 45 18 27

会计学

（“2+2”国际班）
102 202 20 10 10

金融学

（“2+2”中澳班）
701 711 20 8 12

会计学

（“2+2”中澳班）
702 712 10 5 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2”中澳班）
─ 713 25 ─ 25

〇 澳洲西澳大学（2+2/2+2.5)

〇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

〇 澳洲科廷大学

〇 澳洲迪肯大学

〇 澳洲拉筹伯大学

〇 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学

〇 澳洲莫道克大学

金融学

（“3+X”国际班）
703 714 30 12 18

会计学

（“3+X”国际班）
704 715 20 10 10

招生代码

11540

71540

专业名称
招生人数

〇 澳洲蒙纳士大学

〇 澳洲格里菲斯大学

〇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〇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

〇 英国考文垂大学

〇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

〇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

〇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〇 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

〇 美国杰克逊维尔大学

〇 美国纽约奥斯威戈大学

〇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

〇 澳洲西澳大学

〇 澳洲科廷大学

〇 法国SKEMA商学院

〇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

〇 英国考文垂大学

〇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

〇 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

海外对接合作大学
专业代码

〇 澳洲西澳大学

 

注：（1）以上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信息以《广东省 2019 年普通高等招生专业目录》为准；（2）广东金融学院中外联合

培养双学位项目分别在学校招生代码 11540（只录取有专业志愿考生）和单独招生代码 71540（接受无专业志愿考生调剂

录取）招生；（3）外省学生和非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专业录取的普通专业学生可在入学后申请转入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

项目。 

 

报考条件：（1）计划内全日制本科普通高考招生，高考成绩须达到广东金融学院录取分数线；（2）考生家庭须具备承担

语言培训及出国学习费用的经济能力，具体培养模式和学费费用请查看学校网站。 



 

【合作院校（部分）】 

 

 

【广东金融学院简介】 

广东金融学院是一所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院校，是华南地区唯一的金融类高校。学校由

中国人民银行创办于 1950年，是一所具有“央行基因”的院校。学校现有广州校本部和肇

庆校区、清远校区。学校设有 18个学院（校区、部），现有本科专业 46个，涵盖经、管、

法、文、理、工 6个学科门类。全日制在校生 22000多人。学校教职员工 1200多人，教

授、副教授近 400人，博士 230多人。建校以来，学校为社会输送了 20多万名各类人才，

被誉为“华南金融人才摇篮”和“南粤金融黄埔军校”。 

2009年以来，学校坚持开放办学，积极拓展国际教育项目，与世界百强名校携手合

作，共同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2013年，学校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共同成立“广东-诺丁汉

高级金融研究院”，开展高端金融人才培养、高端金融研究、高端智库建设。2015年，学

校与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英国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共同举办 SQA AD“3+1”



国际本科教育项目。2016年，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合作，联合招收博士

研究生。 

 

【国际教育学院简介】 

2009年，学校启动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2011年，学校成立国际教育学院，是学

校从事国际交流项目、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学分互认项目、外国留学生项目等国际教

育项目的教学单位（非独立学院）。学院依托学校丰富的国际教育资源、雄厚的双语师资力

量、经验丰富的专业雅思和托福教学团队（省级教学团队）、良好的办学条件，采取与国际

接轨的教学模式，引进国外知名学校优质的教学资源、先进的课程体系和经典的原版教

材，建立严格的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和监控体系，与美、英、澳、加、法等国十余所世界百

强名校合作，通过“2+2”“3+X”等中外校际联合培养本科项目，以及“1+1”西澳大学应

用金融硕士项目、“1+1”美国特拉华大学金融硕士项目和“1+1”国际硕士预科项目，培

养国际化人才。 

至今为止，国际教育学院已有七届中外双学位本科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其中 75%以

上的毕业生进入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澳洲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悉尼大

学、香港科技大学等美国常春藤盟校、英国罗素名校集团、澳洲八校集团的成员学校读研

深造；选择就业的毕业生能进入诸如欧洲开发银行、美国 New Omni银行、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等国内外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公司等金融和会计行业工作，就业率连续三年达 100%。

此外，自 2017年以来，连续三年共 5名毕业生以本科生身份直接获得美国名校博士全额奖

学金录取, 合共获得约 900万人民币奖学金；另有 3名毕业生在完成硕士学位后继续在英

美名校攻读博士学位。 

 

【人才培养质量】 

国际教育学院学生在合作大学的学术表现 

国外合作高校 优秀 良好 合计 备注

西英格兰大学 21% 58% 79%
优秀：一等学位 First Class Degree

良好：二等一学位 Second-Upper Class Degree

蒙纳士大学 14% 71% 85%
优秀：特优 High Distinction

良好：优 Distinction

西阿拉巴马大学 27% 36% 63%
优秀：荣誉毕业生 Cum Laude

良好：院长嘉许名单 Dean's List  

 

  



国际教育学院毕业生研究生录取院校一览表（部分） 

录取院校 国家/地区 全球排名 本国排名 录取人次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8 3 3
芝加哥大学 美国 9 3 1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 12 10 8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美国 13 19 1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美国 17 41 1
爱丁堡大学 英国 18 24 2

澳洲国立大学 澳洲 24 1 9
西北大学 美国 24 10 1

卡耐基梅隆大学 美国 24 25 1
墨尔本大学 澳洲 26 2 11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英国 26 11 1
纽约大学 美国 27 30 2

曼彻斯特大学 英国 29 25 6
悉尼大学 澳洲 31 5 20

伦敦国王学院 英国 31 28 2
佐治亚理工学院 美国 34 35 9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美国 35 49 1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美国 36 49 1

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香港 37 2 1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 美国 41 76 4

昆士兰大学 澳洲 42 4 6
新南威尔士大学 澳洲 45 3 19

波士顿大学 美国 46 42 2
俄亥俄州立大学 美国 46 56 3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美国 50 46 1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美国 51 63 8

布里斯托大学 英国 51 16 3
科罗拉多大学 美国 53 96 1

华威大学 英国 54 9 5
香港城市大学 中国香港 55 4 1

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 美国 58 70 1
蒙纳士大学 澳洲 59 6 13
南加州大学 美国 62 22 2

格拉斯哥大学 英国 69 20 10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美国 71 59 1

杜伦大学 英国 74 5 2
谢菲尔德大学 英国 75 21 4

麦克马斯特大学 加拿大 77 6 1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美国 78 33 4

伯明翰大学 英国 79 15 8
西澳大学 澳洲 81 7 16

诺丁汉大学 英国 82 18 5
利兹大学 英国 93 10 15

南安普顿大学 英国 93 30 5
圣安德鲁斯大学 英国 97 3 2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美国 100 19 2  

 

  



“2+2”学分互认国际班 
【项目简介】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2+2”学分互认国际班（简称“2+2国际班”）是我校与澳

洲蒙纳士大学（QS世界大学排名第 59位，EQUIS、AACSB、AMBA三皇冠认证顶级商学院-全

球仅有 1%的商学院获此殊荣）、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英国罗素集团成员，QS世界大

学排名第 180位）、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加拿大圣玛丽大学等十余所世界一流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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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双学位本科学历教育项目。 

 

【招生代码、招生人数和专业代码】 

文科 理科 总数 文科 理科

金融学（“2+2”国际班） 101 201 45 18 27

会计学（“2+2”国际班） 102 202 20 10 10

招生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招生人数

11540

 

注：（1）以上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信息以《广东省 2019 年普通高等招生专业目录》为准；（2）只录取有专业志愿考

生。 

 

【报考条件】 

（1）计划内全日制本科普通高考招生，高考成绩须达到广东金融学院录取分数线； 

（2）考生须具备承担语言培训及出国费用的经济能力，培养模式和学费请查看学校网站。 

 

【培养目标】 

金融学（2+2国际班）通过与澳洲、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高校合作开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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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国际班）通过与澳洲、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高校合作开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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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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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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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教育部可认证）。 

 

【国外对接合作大学】 

 

【课程设置】 

1、专业设置 

2+2国际班采取国内经济学与管理学大平台教育，国外分专业教学模式，即在广东金融

学院设置金融学（2+2国际班）、会计学（2+2国际班）两个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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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等十余个

专业，由学生自主选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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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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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年课程为雅思培训课程（听说读写）、学术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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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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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课程设置详情请参看国际教育学院网站上的《金融学（2+2国际班）人才培养方

案》和《会计学（2+2国际班）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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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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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定价与投资组合分析等（供

参考，具体课程各合作大学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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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课程各合作大学有所区别）。 

 

【办学特色】 

1、自主择校优势：2+2国际班学生可根据在我校前两年的学习成绩和语言考试成绩，

自主选择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多所高校修读后两年课程。随着项目平台的不断成

熟，我校合作的世界知名高校的数量将会逐年增多，必将会给 2+2国际班学生提供更多的优

质国际教育资源选择。 

2、职业考证优势：绝大多数合作大学会计学专业学生完成课程后即可免考 9门 ACCA考

试科目，更为参加国外 CPA等职业资格考试提供其他考试便利。在获得学位的同时，轻松获

得国际认可的金融与会计职业资格证书。 

3、充分平衡国内外学习时间和经济成本：国内阶段的学习为学生提供了两年时间的缓

冲和过渡，帮助学生培养独立学习和生活的能力，为出国留学充分作好语言、心理等方面的

准备，同时可省去在国外读预科语言班和两年正式课程的时间和费用。既能节约留学成本，

又能充分享受国外大学较完整的专业教育和文化体验。 

4、中外双校园培养模式，双重管理，实力雄厚，优势互补：国际教育学院依托学校丰

厚的国际教育资源，优良的基础教育资源与条件，配备省级雅思教学团队和海归硕士博士专

业课师资队伍，采取国际先进教学模式，引进国外合作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和专业课程体系。

学生在我校学习期间，实行单独编制人才培养方案，独立编班、小班教学，专业课采用英语

原版教材双语授课；并由合作大学选派优秀的师资为学生授课和辅导，充分发挥中外高校的

教学互补优势；在合作大学学习期间，由我校国际教育学院和合作大学相关学院共同负责管

理。  

5、中外双学士学位，学分互认，学位互授，提升学历背景：中外学校之间互认学习过

程、互认课程、互认学分、互授学位，联合培养，学生可获得广金和国外合作院校双学位（国

外学历可获教育部认证）。 

6、升学机会良多，高端就业：绝大多数国际教育学院毕业生选择继续读研深造，其中 75%

以上的毕业生获世界百强名校录取；就业起点高、薪酬高、选择多，毕业生能进入国内外银



行、证券公司、投资公司、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世界 500强企业、IT和电信通讯等行业工

作。 

7、回国享受优待政策：优先享有“北上广”落户政策；政府就业创业奖金资助政策；

学术研究职称评定优待政策；购买免税车政策。 

 

【就业方向】 

2+2国际班毕业生可选择继续升学深造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或在国外就业或实习；或

回国就业。金融学与会计学等商科专业毕业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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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标准】 

（1）广东金融学院学习费用：2+2国际班学生在我校学习（第一、二学年）和保留学

籍（第三、四学年）期间，须缴纳 20200元的学费和 58280元的培训费（含出国语言强化培

训费、双语授课费、合作大学教师来校授课和讲座费等费用），合计 78480元。该费用分 3

次缴纳：第一、二学年开学时分别缴纳 26740元的费用，第二学年结束时缴纳 25000元的费

用。 

（2）国外合作大学学习费用：在合作大学学习期间（后两学年）的学费由合作院校按

其国际生收费标准收取，学费和住宿费每年合计约人民币 15万～30万元（按各合作大学具

体收费标准而定）。  

（3）参加本项目的学生在广东金融学院和合作大学学习期间的食宿、交通、签证等费

用自理。 

 

 

“2+2”中澳创新实验班 
【项目简介】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2+2”中澳创新实验班（简称“2+2中澳班”）由广东金融学

院和世界百强名校西澳洲大学（简称“西澳大学”，QS世界大学排名第 91位，AACSB、AMBA

双皇冠认证顶级商学院-全球仅有 5%商学院获此殊荣）、悉尼科技大学（QS世界大学排名 160

位，计算机专业世界排名 51位）等澳洲名校联合举办的双学位本科学历教育项目，按照

“2+2”中外双校园教学模式联合培养，双方互认学分、互认课程、互授学位。本项目的合

作管理单位是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招生代码、招生人数和专业代码】 



文科 理科 总数 文科 理科

金融学（“2+2”中澳班） 701 711 20 8 12

会计学（“2+2”中澳班） 702 712 10 5 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2”中澳班）
─ 713 25 ─ 25

71540

招生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招生人数

 

注：（1）以上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信息以《广东省 2019 年普通高等招生专业目录》为准；（2）接受无专业志愿考生调

剂录取。 

 

【报考条件】 

（1）计划内全日制本科普通高考招生，高考成绩须达到广东金融学院录取分数线； 

（2）考生须具备承担语言培训及出国费用的经济能力，培养模式和学费请查看学校网站。 

 

【培养目标】 

金融学（2+2中澳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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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澳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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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及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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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2中澳班）专业通过与国外高校合作开办，联合培养具有扎实

的计算机科学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计算机软硬件开发、设计和应

用能力，能熟练借助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综合型、外向型的计算机研

究与应用高级技术人才。 

 

【培养模式】 

金融学（2+2中澳班）和会计学（2+2中澳班）学生在我校学习 2年（即第一、二学年）

后，在西澳大学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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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西澳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教育部可认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2 中澳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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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合作大学及合

作专业，在澳洲合作大学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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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获得我校颁发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工学学士学位证

书，以及澳洲合作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教育部可认证）。 

 

【国外对接合作大学】 

 
 

【专业与课程设置】 

金融学（2+2 中澳班）、会计学（2+2 中澳班）专业课程设置 

1、专业设置 

金融学和会计学中澳班采取国内经济学与管理学大平台教育，国外分专业教学模式，即

在广东金融学院设置金融学（2+2中澳班）、会计学（2+2中澳班）两个专业，实行不分专业

的大平台教学；在西澳大学设置金融学、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等

十余个专业，由学生自主选择学习。 

 

2、课程设置 

金融学专业和会计学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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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课程包括雅思培训课程（听说读写）、学术英语、微积分、

线性代数、概率论、计算机应用、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会计

学原理、中级财务会计、统计学、金融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跨文

化交际等。具体课程设置详情请参看国际教育学院网站上的《金融学（2+2中澳班）人才

培养方案》和《会计学（2+2中澳班）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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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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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2 中澳班）专业课程设置 

1、专业设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采取国内设置计算机专业大平台教育，国外分专业教学模式，即

在广东金融学院设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2中澳班）专业，实施计算机专业相关基础课程

教学；在澳洲合作院校设置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软件工程、游戏开发、信息系统管理等

专业，由学生自主选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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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学院单独编制人才培养方案、独立编班、小班教

学、双语授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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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个学

分的课程学习。 

前两年课程为雅思培训课程（听说读写）、学术英语、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离散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导论、数据结构、程序设计基础、Java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

原理及汇编语言、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算法分析与设计、多媒体技术、网页脚

本语言设计、软件工程、web程序设计等必修课，以及 Java框架程序设计、计算机伦理学、

技术沟通技巧和计算机体系结构等选修课。具体课程设置详情请参看国际教育学院网站上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2中澳班）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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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东金融学院和澳洲合作大学共同管理，并由学生自行

选择就读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软件工程、游戏开发、信息系统管理等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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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课程：信息系统导论、系统编程、数据与信息管理、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编程范

式、优化与约束编程、创新设计与原型开发、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交互设计、网络与网络

安全、图形与动画处理等课程（供参考，具体课程各合作大学有所区别）。 

 

【办学特色】 

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兼具中外教学优势。广东金融学院具有优良的基础教育资源与

条件，西澳大学具有良好的专业教育优势，2+2中澳班采取创新的联合培养模式，恰好充

分发挥了中外高校的教学优势。2+2中澳班在我校的教学以基础教育为主，配备具有海外

留学背景的师资和高水平雅思教学团队授课，采取双语教学和英文原版教材，教学方法和

管理方法直接与澳洲大学接轨。澳洲各合作大学选择其强势热门商科和计算机相关专业供

学生修读，教学以专业课程教育为主，配备优秀师资授课和专业队伍管理。  

2、对接世界名校，享受一流教学进行深造。西澳大学创建于 1911年，位于西澳洲州

首府珀斯，是澳洲的最具历史性、代表性和实力的顶尖研究型学府之一，培养了 100多名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4133.htm


罗兹学术奖得主和诺贝尔奖得主，并在众多权威的澳洲大学排名榜中名列前茅，是澳洲享

有盛誉的澳洲八大名校与世界大学联盟的成员之一，在 QS最新发布的 2019年世界大学排

名中位列第 91位，其商学院为 AACSB、AMBA双皇冠认证顶级商学院，全球仅 5%的商学院

获此殊荣。 悉尼科技大学位于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市，是目前澳洲最大的综合性政府公

立大学之一。在 QS最新发布的 2019年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 160位，获评为世界五星级

高校，位居世界年轻大学（校龄小于 50年）排名全球第 8位，澳洲第 1位；QS计算机专

业世界排名第 51位。在澳政府进行的卓越大学评价（ERA）中，悉尼科技大学 94%的学科

被评为世界领先标准。 

3、中外双学位，升学前景良好，就业空间广阔。2+2中澳班学生在学习期限内同时达

到中澳两校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将分别获得两校学士学位，不仅具备更强的就业、

创业竞争力，而且更容易申请国外名校硕士研究生（2+2中澳班学生选择继续在西澳大学修

读硕士课程可豁免四门相关专业课程，申请程序更加快捷，可节约时间和费用成本）。西澳

大学毕业生的全职工作就业率在澳洲名列前茅；在 2015年优秀大学指南中，其毕业生起薪

点及学生需求均为五星级水平；在 2016年 QS世界大学排名中，西澳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全

球排名第 49名；西澳洲是澳洲最有发展潜力的州府，学生就业空间广阔。悉尼科技大学拥

有独特的学习模式，强大的研究成果和与行业及专业人士合作的良好声誉；学校实施全球实

践导向学习的 UTS模式，学习期间学生广泛开展专业实践，并为毕业生提供最新的学科特定

技能和实践；2019年 QS毕业生就业能力全球排名第 64位，澳洲第 6位。 

4、回国享受优待政策：优先享有“北上广”落户政策；政府就业创业奖金资助政策；

学术研究职称评定优待政策；购买免税车政策。 

 

【就业方向】 

金融学和会计学专业毕业生主要适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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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生主要适合各大互联网与软件开发企业、电信与通讯设备企

业、大中型企业与事业单位的信息技术部门、教育部门等单位从事软件工程领域的技术开发、

教学、科研及管理等工作。 

 

【收费标准】 

1、金融学、会计学（2+2 中澳班）收费标准 

（1）广东金融学院学习费用：2+2中澳班学生在我校学习（第一、二学年）和保留学

籍（第三、四学年）期间，须缴纳 20200元的学费和 42800元的培训费（含出国语言强化培



训费、双语授课费、合作大学教师来校授课和讲座费等费用），合计 63000元，第一、二学

年开学时分 2次缴纳，每次缴纳 31500元。 

（2）西澳大学学习费用：由西澳大学按其国际生收费标准收取，学费和住宿费每年合

计约 25-30万元左右。（注：实际费用以西澳大学公布的费用为准。）  

（3）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收取 20600元的项目管理与服务费，在学生第一学年入学

时缴纳；另收取回国保证金人民币 20,000元并在学生回国返校后全额无息退回（学生获得

赴西澳大学对接学习所需的澳洲签证后收取）。 

（4）参加本项目的学生在广东金融学院和合作大学学习期间的食宿、交通、签证等费

用自理。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2 中澳班）收费标准： 

（1）广东金融学院学习费用：2+2中澳班学生在我校学习（第一、二学年）和保留学

籍（第三、四学年）期间，须缴纳 22840元的学费和 45160元的培训费（含出国语言强化培

训费、双语授课费、合作大学教师来校授课和讲座费等费用），合计 68000元，第一、二学

年开学时分 2次缴纳，每次缴纳 34000元。 

（2）国外大学学习费用：在合作大学学习期间（后两学年）的学费由合作院校按其国

际生收费标准收取，学费和住宿费每年合计约人民币 25万～30万元（按各合作大学具体收

费标准而定）。  

（3）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收取 20600元的项目管理与服务费，在学生第一学年入学

时缴纳；另收取回国保证金人民币 20,000元并在学生回国返校后全额无息退回（学生获得

赴西澳大学对接学习所需的澳洲签证后收取）。 

（4）参加本项目的学生在广东金融学院和合作大学学习期间的食宿、交通、签证等费

用自理。 

 

“3+X”学分互认国际班 
【项目简介】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3+X”学分互认国际班（简称“3+X国际班”）是我校与澳

洲西澳大学（QS世界大学排名第 91位，全球前 5%商学院-AACSB、AMBA双皇冠认证顶级商

学院）、法国 SKEMA商学院(EQUIS、AACSB、AMBA三皇冠认证顶级商学院-全球仅有 1%的商

学院获此殊荣)、英国考文垂大学、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简称“合作大

学”）签署合作协议，采取“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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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专业学历教育双学位项目。 

 

【招生代码、招生人数和专业代码】 



文科 理科 总数 文科 理科

金融学（“3+X”国际班） 703 714 30 12 18

会计学（“3+X”国际班） 704 715 20 10 10

招生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招生人数

71540

 

注：（1）以上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信息以《广东省 2019 年普通高等招生专业目录》为准；（2）接受无专业志愿考生调

剂录取。 

 

【报考条件】 

（1）计划内全日制本科普通高考招生，高考成绩须达到广东金融学院录取分数线； 

（2）考生须具备承担语言培训及出国费用的经济能力，培养模式和学费请查看学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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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及其他涉外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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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X”培养模式包括 “3+1双学士学位”培养模式、“3+2学士+硕士学位”培养模

式 、“3+1+1双学士+硕士学位”培养模式、 “3+1.5+1双学士+硕士学位”培养模式。 

3+X国际班学生在我校完成 3年（即第一、二、三学年）学习后，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和

合作大学的入学要求，自主选择“X”阶段的培养模式、合作大学和专业，在国外合作大学

继续学习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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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学士学位证书或硕士学位证书。 

 

 

 

 



【国外对接合作大学】 

 

 

【专业与课程设置】 

1、专业设置 

3+X国际班采取课程学分互认，国外专业课程前置的合作教学模式，即在广东金融学院

设置金融学（3+X国际班）、会计学（3+X国际班）专业，将合作大学相关专业课程前置到广

东金融学院，以学分互认的方式在国内完成合作大学前 2-3年的专业课程。 

2、课程设置 

前三年在广东金融学院学习，设置金融学（3+X国际班）、会计学（3+X国际班）专业，

国际教育学院单独编制人才培养方案、独立编班、小班教学、双语授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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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个学分的课程学习。 

前三年课程为雅思培训课程（听说读写）、学术英语、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计

算机应用、管理学、统计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学、金融与投

资、国际金融、证券分析与投资、商业银行管理、金融监管、保险学、会计学原理、中级

财务会计、审计学、公司理财、财务报告分析、管理会计、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组

织行为学、跨文化交际等；同时还设置有英语阅读、商务导论、戏剧欣赏和心理学等选修

课程，雅思培训课程和出国前培训课程。具体课程设置详情请参看国际教育学院网站上的

《金融学（3+X国际班）人才培养方案》和《会计学（3+X国际班）人才培养方案》。 

后 X年课程按照学生所选择的培养模式、合作大学和专业的相关专业教育课程要求设置

（具体课程设置因所选培养模式、合作大学和专业而异。） 

 

【办学特色】 

1、自主择校，培养模式更灵活，学生选择更广泛: 学生完成我校前三年学习后，可根

据自身意愿和相关入学标准，选择世界百强名校澳洲西澳大学、全球顶尖商学院法国 SKEMA

商学院，以及澳、法、英、美等国多所高校修读“X”阶段课程。学生更可自由选择“3+1 

双学士学位”“3+2 学士+硕士学位”“3+1+1 双学士+硕士学位”“3+1.5+1 双学士+硕士学位”

等多种培养模式。随着项目平台的不断成熟，我校合作的世界知名高校的数量将会逐年增加，

必将会给 3+X国际班学生提供更多的优质国际教育资源选择。 

2、留学成本更节约，语言与专业基础更牢固，出国准备更充分：国内三年的学习时间



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充足的出国前语言、心理准备和过渡，节省高额留学费用，经济与效益并

重。 

3、中外双校园培养模式，双重管理，实力雄厚，优势互补：国际教育学院依托学校丰

厚的国际教育资源，优良的基础教育资源与条件，配备省级雅思教学团队和海归硕士博士专

业课师资队伍，采取国际先进教学模式，引进国外合作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和专业课程体系。

学生在我校学习期间，实行单独编制人才培养方案，独立编班、小班教学，专业课采用英语

原版教材双语授课；并由合作大学选派优秀的师资为学生授课和辅导，充分发挥中外高校的

教学互补优势；在合作大学学习期间，由我校国际教育学院和合作大学相关学院共同负责管

理。  

4、中外双学士学位，学分互认，学位互授，提升学历背景：中外学校之间互认学习过

程、互认课程、互认学分、互授学位，联合培养，学生可获得广东金融学院和合作院校双学

位（国外学历可获教育部认证）。  

5、回国享受优待政策：优先享有“北上广”落户政策；政府就业创业奖金资助政策；

学术研究职称评定优待政策；购买免税车政策。 

 

【就业方向】 

3+X国际班毕业生可选择继续升学深造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或在国外就业或实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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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标准】 

（1）广东金融学院学习费用：3+X国际班学生在我校学习（第一、二、三学年）和保

留学籍（第四学年）期间，须缴纳 20200元的学费和 87420元的培训费（含出国语言强化培

训费、双语授课费、合作大学教师来校授课和讲座费等费用），合计 107620元。该费用分 3

次缴纳：第一、二学年开学时分别缴纳 35000元的费用，第三学年开学时缴纳 37620元的费

用。 

（2）国外合作大学学习费用：在合作大学学习期间（后两学年）的学费由合作院校按

其国际生收费标准收取，学费和住宿费每年合计约人民币 15万～35万元（按各合作大学具

体收费标准而定）。  

（3）参加本项目的学生在广东金融学院和合作大学学习期间的食宿、交通、签证等费

用自理。 

 

【联系方式】 

办公地点：广东金融学院 1 号教学楼 204 办公室 

咨询电话：020－37215582  37215299  37216063 37215480  



国际教育学院官方网站：gjjy.gduf.edu.cn 

         

 

国际教育学院官方公众号 

 

【国际教育学院优秀毕业生风采】 

王彤  2013 届金融学专业 （广东金融学院-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东莞市实验中学 

研究生录取院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纽约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目前

在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工作） 

 

 

黎然  2013 届金融学专业（广东金融学院-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开平市开侨中学 

研究生录取院校：美国南加州大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杜兰大学（目前在美国 New Omni 银

行投资分析部工作） 



 

 

黄小淦  2015 届金融学专业（广东金融学院-英国西英格兰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汕头潮阳实验学校   

研究生录取院校：英国华威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英国埃克赛特大学、英国拉夫堡大学（目前在欧

洲开发银行英国总部工作） 

 

 

王淑慧 2015 届金融学专业（广东金融学院-英国西英格兰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山西省晋中市太谷第一中学 

研究生录取院校：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国拉夫堡大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目前在英国萨里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 



 

 

万心怡 2015 届金融学专业（广东金融学院-英国西英格兰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广州市第二中学 

研究生录取院校：美国华盛顿大学路易斯分校、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英国拉夫

堡大学 （目前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广州分所工作） 

 

 

陈曦 2016 届金融学专业（广东金融学院-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研究生录取学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谭芃 2016 届金融学专业（广东金融学院-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阳江市第一中学 

研究生录取学校：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伯明翰大学（目前在香港摩根大通工作） 

 

 

吕美琪 2017 届金融学专业（广东金融学院-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东莞市高级中学 



研究生录取学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6 万美元奖学金） 

 

 

疏冠中 2017 届金融学专业（广东金融学院-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生） 中共党员 

毕业中学：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研究生录取学校：美国波士顿大学、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经济学博士，18 万美元全额奖学金） 

 

 

蔡绮芊 2017 届金融学专业（广东金融学院-澳洲蒙纳士大学毕业生） 中共党员 

毕业中学：东莞市东莞中学 

研究生录取学校：英国爱丁堡大学、墨尔本大学、澳洲悉尼大学（目前在 OPPO 深圳数据中心工作） 



 

 

王泳诗 2017 届会计学专业（广东金融学院-澳洲蒙纳士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广州市广东仲元中学 

研究生录取学校：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澳洲墨尔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目前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

所广州分所工作） 

 

 

彭籍锐 2018 届金融学专业（广东金融学院-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研究生录取学校：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经济学博士，22 万美元全额奖学金） 



 

 

温奕杼 2018 届金融学专业 （广东金融学院-英国西英格兰大学毕业生） 

录取学校：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美国迈阿密大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 

毕业中学：韶关市曲江中学 

 

 

刘家健 2018 届金融学专业 （广东金融学院-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东莞市东莞中学 

研究生录取学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陈心弦 2018 届金融学专业 （广东金融学院-澳洲蒙纳士大学毕业生） 中共党员 

毕业中学：东莞市东莞中学 

录取学校：香港理工大学、澳洲墨尔本大学、澳洲悉尼大学、澳洲国立大学 

 

 

罗洁雯 2019 届金融学专业（广东金融学院-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梅州市丰顺中学 

研究生录取学校：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经济学博士，全额奖学金 30 万美元）、美国芝加哥大学（奖学



金 2.6 万美元）、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奖学金 1.4 万美元）、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奖学金 2.1 万美元）、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 

 

 

吕春婷 2019 届金融学专业 （广东金融学院-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惠州市第一中学 

研究生录取学校：佐治亚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全额奖学金 30 万美元）、佐治亚理工大学（经济学

硕士，奖学金 2 万美元）、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奖学金 0.3 万美元） 

 

 

邹楚 2019 届金融学专业（广东金融学院-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东莞市第一中学 



研究生录取学校：密苏里大学（经济学博士，全额奖学金 30 万美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威斯康辛曼迪逊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奖学金 0.6 万美元）、

佐治亚理工大学（奖学金 8.5 万美元）、德州大学（奖学金 1 万美元） 

 

 

李嘉惠 2019 届金融学专业（广东金融学院-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生） 

毕业中学：茂名市第一中学 

研究生录取学校：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学费全免+1 年校内带薪工作）、

美国南加州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奖学金 0.3 万美元）、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奖学金

1.4 万美元）、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奖学金 1.5 万美元）；美国 Regions 银行定量分析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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