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金融学院-西澳大学 

“1+1”应用金融硕士 

联合培养项目招生简章 

 

直通世界百强大学   圆梦金融硕士学位 

 

 世界百强名校澳大利亚西澳大学与国内高校首创合作模式！ 

 节省留学费用：国内完成世界百强名校第一年研究生课程！ 

 节省时间：在校学生可在大三、大四期间直接修读！ 

 不限本科专业背景！ 

 无须参加国内研究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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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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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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简介 

 
 
 
 
 
 
 

 

 

 

西澳大学建于1911年，位于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据最新公布的美国USNews

世界大学排行榜名列 81位，QS世界大学排名和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均位列

第 91位，并被评定为全球超五星级大学，是“世界百强大学”和“澳大利亚八校

联盟”成员之一。 

西澳大学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现已培养了过百名拥有

卓越成就的校友，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罗兹学术奖得主和澳大利亚总理，以及多

位行业领导人，如澳大利亚麦格里集团西澳部主席 Mark Barnaba、世界经济论坛

卓越运营 Victoria Mallinckrodt 、Cribbler合伙创办人与首席运行官 Jasmin 

Ward、前西农集团总经理与首席执行官 Richard Goyder 等；西澳大学的金融学专

业为世界排名前百强，商学院获 AACSB及 EQUIS双重认证（全球仅有不到 5%的商

学院获该殊荣）。 

 

世界超五星级大学
20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

全澳毕业生起薪点第一
2017 优秀大学排名

商学院获 AACSB、EQUIS 双认证
全球仅有 5%商学院获此殊荣

全澳唯一与哈佛商学院合作高校
学生可使用哈佛大学网上学习平台

1% 5+ 1st
世界百强名校

排名世界 1%前列
澳大利亚八校联盟之一

西澳大学校长为 2019-2020

八校联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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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模式 

 

（一） 培养模式 

 

◈ 在广东金融学院修读西澳大学应用金融硕士 5门课程以及雅思提高课程。 

◈ 在西澳大学修读应用金融硕士 11门课程。 

 

（二）授予学位 

◈ 西澳大学应用金融硕士学位（Master of Applied Finance） 

 

（三）招生对象 

◈ 广东金融学院大三、大四在读学生；应往届本科毕业生；在读研究生。 

◈ 其他高校大三、大四在读学生；应往届本科毕业生。 

◈ 不限本科专业背景。 

 

（四）西澳大学第二年课程录取条件 

◈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可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 

◈ 专业成绩要求： 

①本科阶段平均成绩不低于 75分。 

②在广东金融学院修读的第一年硕士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分。 

◈ 语言成绩要求：雅思总分 6.5分、 各单项不低于 6.0分；或托福（网考总

分 82分，各单项不低于以下要求：写作：22分，口语及听力：20分，阅读：18

分）。 

 

若达不到上述直接录取的语言要求，可在西澳大学语言中心修读语言课程后

再接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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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优势 

01 品牌优势 

西澳大学是世界百强名校，在美国 USNews世界大学排行榜 81位，QS世界大

学排名榜和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排名中均位列全球第 91位，是澳大利亚八大名

校联盟成员之一，也是澳大利亚百年老校。广东金融学院是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院

校，是华南地区唯一金融类高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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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华南金融人才摇篮”和“南粤金融黄埔军校”。 

02 文凭优势 

中澳名校强强联手，获得高含金量世界百强名校硕士学位。 

03 专业优势 

西澳大学金融学专业世界排名前百强，商学院获 AACSB及 EQUIS双重认证（全

球仅有不到 5%的商学院获该殊荣），可享用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术教育平台资源。 

04 成本优势 

西澳大学应用金融硕士课程为 2年标准学制。通过学分互认的方式，广金-

西澳项目比同类赴澳升学项目更经济高效，可以节省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时间和

经济成本，而且西澳洲学费和生活费也相对较低。 

05 教学优势 

专享国际化教育模式与平台，充分享受中澳优质师资资源。西澳大学商学院

Rosemarie Nathanson金融模拟交易室获世界级年度教育项目奖，让学生足不出户

即可访问 400多个全球市场及纽约、伦敦等多个证券交易历史所市场数据。西澳

大学更拥有多个学术图书馆，蕴含有上百万书册，85万多本书籍等学术以及研究

机构资料。 

06 师资优势 

广东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拥有教学经验丰富的语言培训教师团队和专业课

双语授课教师队伍，为项目学生顺利达到语言和专业成绩要求提供坚实保障。   

07 平台优势 

学生赴澳前，项目合作单位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邀请中澳两地教授为学生

提供专业知识讲座，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及英语学习能力与水平；学生赴澳后，继

续提供校园导师平台，协助学生更快更好适应西澳大学学习与生活。 

08 实践优势 

在澳期间每 2周 40小时的兼职工作且假期无上限。 

09 就业优势 

中澳背景国际化人才，更易获用人单位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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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地缘优势 

西澳大学所在城市珀斯，世界十大最适宜居住城市之一，与中国零时差； 

西澳州物资丰饶，经济发达，支撑全澳 60%的经济，是澳大利亚最富裕的一个州。 

11 入读优势 

不限本科专业背景，无需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轻松一步踏入名校。

作为校际合作项目，相较于学生独立申读西澳大学的应用金融硕士，项目学生的

入读条件更为宽松。 

12 语言优势 

西澳大学国际留学生比例较低，拥有优质的语言环境，为学生将来就业及申

请居留奠定良好根基。 

13 机遇优势 

珀斯政府城市新发展规划将投入数十亿澳元兴建公共设施、酒店、国际留学

生公寓等，将为当地学生提供数以千计的求职机会。 

14 移民优势 

西澳政府推出留学精英州担保移民政策，为获得博士、硕士、荣誉学士及其

他高等学位的优秀毕业生量身打造技术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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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一） 第一年课程：广东金融学院教学安排 

雅思课程 

雅思基础英语ⅠⅡ 

雅思听力ⅠⅡ 

雅思口语ⅠⅡ 

雅思阅读ⅠⅡ 

雅思写作ⅠⅡ 

专业课程 

投资学（双语） 

公司金融（双语） 

会计学原理（双语） 

金融经济学（双语） 

文献阅读与学术写作ⅠⅡ（双语） 

报到时间：2019年 9月 10日 

开学时间：2019年 9月 11日 

上课时间：每学期每星期周中晚上，周六、周日白天。 

 

（二）第二年课程：西澳大学主要课程设置 

数据分析与决策、商业经济：应用与政策、财务报表分析及企业评估、金融

定量方法、风险管理和金融工具、个人财富管理和个人投资、固定收入证券、财

务规划等 11门专业课程，具体课程安排以西澳大学应用金融硕士教学计划为准。 

 

收费标准 

（一） 广东金融学院学费（含雅思课程和 5门专业课程学费） 

人民币 68,000元/年 

广东金融学院住宿费 

人民币 1,900元/年（空调宿舍） 

其他学杂费用按学校相关规定收取。 

（二） 西澳大学学费（含 11门专业课程学费） 

澳币 54,862元 (约人民币 27万元) 

在澳期间住宿费和生活费 

澳币 27,000元 (约人民币 13.5万元) 

（三） 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项目管理费 

人民币 20,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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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上按澳币与人民币 1:5汇率计算，如有变化，以实际为准。西澳大学学

费按当年官网公布学费，西澳大学官网:www.uwa.edu.au，具体学费届时以西澳大

学官网公布为准。 

 

报名方式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9年 9月 9日。学校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审查，择优录取。

凡有意报读本项目的同学，请选择以下任一方式报名： 

① 登录国际教育学院网站主页报名系统（gjjy.gduf.edu.cn）填写报名表。 

② 登录以下网址：https://www.wjx.top/jq/35202066.aspx 

填写报名表。 

③ 扫描以下微信二维码填写报名表： 

 
 

申请资料 

（一）应往届本科毕业学生需提供： 

◈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电子版）； 

◈ 身份证正反面（电子版）。 

（二）大三、大四在读学生需提供： 

◈ 在读证明（电子版）； 

◈ 身份证正反面（电子版）。 

请申请人在填写报名表后，将以上申请资料的电子版发至以下邮箱：

linsheng@gduf.edu.cn。[邮件主题“广金-西澳硕士项目申请资料”，附件文件名

请按以下格式：“材料名称+姓名”，例如“毕业证书+姓名”。]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迎福路 527号广东金融学院 1号教学楼 204号办公室 

咨询电话：020－37215582 

罗老师：18620715823  黄老师：13829783738   苏老师：1382502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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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澳大学所在城市珀斯介绍 

西澳大学坐落在魅力城市珀斯，位于东八区，与中国零时差。珀斯是一个拥

有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设施体系的美丽大城市。珀斯作为西澳首府及澳大利

亚第四大城市，具备世界一流的教育水平、完备的医疗体系、完善的公共设施以

及良好的人文环境。气候宜人、阳光明媚，美丽的城市景观与独特的自然风光并

存。此外，珀斯更是成功被评为 2018年最佳旅游城市第十名及全球最宜居城市第

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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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报读广东金融学院-西澳大学“1+1”应用金融硕士项目！ 

 

 

 

请关注广东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官方公众号获取更多留学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