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金融学院是广东省唯一一所金融类大学，创办于

1950 年，具有 60 多年的办学历史。学校也是广东金融改

革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唯一一所被列为广东金融人才资

源培育基地；是唯一一所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局）建

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金融类高校。学校“缘金融而生，

为金融而办，与金融共荣”，为全国和广东培养了 16 万

经济金融人才，被誉为“金融界的黄埔军校”、“华南地

区金融人才的摇篮”。

学校现有广州校本部和肇庆校区，总占地面积 1000

亩。校本部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毗邻风光宜人的华南

植物园；肇庆校区位于风景秀丽的七星湖畔。学校环境优

美，是广州地区“优秀花园式单位”。

学校具有良好的办学条件，教学设施齐全，建成多个

国家级或省级特色专业、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创新实验区，

其中金融学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和广东省重点学科，金融教

学实验中心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国家级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学校建有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广州货币金

融博物馆。图书馆纸质藏书近 200 万册，电子图书 135

万种，中外报刊逾千种。还有 50 多个专业实验中心和语

言实验中心等。文体活动及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学校现有教职工 1400 多人，专任教师近千人，其中

教授、副教授 379 人，博士 224 人。学校设有 45 个体现

金融行业特色的专业方向，涵盖经济学、管理学、法学、

文学、理学、工学 6 个学科门类。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含

普通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23000 多人。

学校秉承“明德、敏学、笃行、致远”的校训，坚持“金

融为根、育人为本、应用为先、创新为范”的办学理念，

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培养学科专业

基础扎实、应用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财

经类应用型人才；努力建设“应用型金融品牌大学”。学

校的毕业生超过八成进入金融行业。在广东省金融系统中，

这里的毕业生人数占比在全省高校中排名第一；在广东省

内各银行高层管理人员中，这里的毕业生人数占比在全省

高校中还是排名第一。

广东金融学院简介
The introduction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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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融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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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留学生项目等国际教育项目

招生宣传、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和留学事务管理的教学与

科研单位。国际教育学院依托学校丰富的国际教育资源、

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办学条件，采取与国际接轨的教

学模式，引进国外知名大学优质的教学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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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举办各种国际项目，以培养国际化人才。

国际教育学院采取“2+2”、“3+1”、“3+2”、

“1+3”等方式，实行中外校际间互认课程、互认学分、

互授或联授学位的联合培养模式，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西澳大学、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加拿

大圣玛丽大学、瑞典林奈大学等三十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共

同举办各种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与西班牙康普顿斯大学、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联合举办西班牙语预科项目和法语预科

项目。目前在校国际项目学生达到 600 多人。

采取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开设金融学、会

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文学等多个优势或特色专

业，供外国留学生选修；举办初级、中级、高级等层次的

汉语培训班，供外国学子和海外朋友选读；目前在校外国

留学生达到 150 多人。我校还与英国诺丁汉大学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成立广东 - 诺丁汉高级金融研究院，培养华南

地区高端金融人才，打造金融智库，促进金融创新；2016

年，金融研究院开始招收金融学博士研究生。

2015 年，广东金融学院在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

中心的大力支持下，与英国苏格兰高等学历管理委员会联

合举办 SQA HND“3+1”国际金融、国际会计、国际贸

易专业本科国际项目。国际教育学院集聚学校最具学科优

势的金融学、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优秀教学与

管理团队，全程按照英国高等教育教学体系，精心研究与

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全力打造 SQA HND“3+1”国际本

科示范项目，为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省社会经济培养急需

的国际化金融、会计以及贸易高级专门人才。

广东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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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交流

学位授予 国际学术报告

学位授予



国际学术报告

SQA HND 国际本科 3+1 项目，是依据中国教育部与英国苏格

兰政府于 2005 年 1 月 25 日签署的《促进教育合作备忘录》中关

于国际教育项目合作的相关条款，由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英

文简称“CSCSE”）和英国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英文简称“SQA”）

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引入中国高校的国际教育项目。2015 年，

在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下，英国苏格兰高等学

历管理委员会授权广东金融学院举办 SQA HND 国际金融、国际会

计、国际贸易专业本科国际项目。这个项目为广大高中毕业生及同

等学历者提供了在国内接受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教育的机会，为学生

和家长节省了昂贵的留学费用。

SQA HND 项目采取“3+1”中外联合培养模式。项目学生在

广东金融学院校本部全日制学习三学年，成绩合格，由英国苏格兰

高等学历管理委员会授予其 HND 证书。同时，中国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将为获得 HND 证书的学生核发与所学

专业相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即中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三级（高级）。

第四学年，项目学生凭借 HND 证书，专业课成绩以及国外高校要

求的英语语言成绩，可直接进入英、美、加、澳、新、以及马来西

亚和荷兰等国家的百余所大学深造。在国外学习的学生，按照在读

学校所要求的时间完成学业，成绩合格即可获得国内认可的国外大

学正规的学士学位，并可直接申请硕士课程。

项目介绍
Program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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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
SQA 项 目 主 审 官 Kim Tree
女士对我校 SQA HND 项目
国际会计、国际贸易、国际
金融专业及其课程进行了专
业资格审核。

教育部（中国）留
学服务中心领导来
校 考 察 CSCSE-
SQA HND 项 目 申
办情况。

英 国 苏 格 兰 学 历 管 理 委
员 会 SQA 项 目 主 审 官
Barbara Irvine 女 士 莅 临
我 校， 对 我 校 成 立 SQA  
HND 项目中心进行资格审
核。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扎实英语应用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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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方向】国内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信托公司、

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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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理财

规划、金融咨询、金融贸易等。

【课程设置】商法导论、国际经济学、商务沟通技巧、金融学导论、保险原理、

国际贸易融资、金融服务业规范、所得税、投资学、养老金规划、个人和商业信贷、

财政预算等课程。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扎实英语应用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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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方向】国内外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国有企业、

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投资银行等从事国际会计和财务管理工作，如注册会

计师、会计师、审计师、财务主管、会计主管、审计等工作。

【课程设置】商务会计、商法导论、商务沟通技巧、经济学导论、人力和组

织管理、商务契约关系、财务报表与分析、财政预算、市场学导论、财务信息、

软件包应用、公司法导论、世界经济等。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扎实英语应用能力，了解中西方文化和经济背景，系统

掌握经济学原理和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与实务，了解当代国际经济贸易的现状和发展

趋势，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及惯例和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和法规，能在涉外企事

业单位和经济管理部门从事国际贸易业务的复合型、外向型高级专门人才。

【就业方向】 政府外经贸管理部门中从事涉外管理的公务员；企业外销部门、

外贸公司、外运公司、涉外保险、专业银行等部门的管理人员；外贸业务员、报关员、

报检员、国际货运代理、银行国际结算人员、外贸代理人员等。

【课程设置】 商务会计、商法导论、商务沟通技巧、经济学导论、人力和组

织管理、商务契约关系、财务报表分析、财政预算、经济学、商务文化和策略、商

务会计、国际营销导化、国际市场组合、国际物流、国际商业组织、国际惯例、出口、

出口援助资源、全球商务贸易等。

国际金融专业
 （ 招生人数 40 人）

国际会计专业
 （ 招生人数 40 人）

国际贸易专业
 （ 招生人数 30 人）

专业设置及招生计划
Subject and recruitment quota 

04



●  中英政府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官方保证。

●  国外学士学位、硕士学位由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认证，正规可靠。

●  英式课程体系，原版教材，全英或双语教学，多种教学模式，原汁原味。

●  秉承广金顶尖学科专业优势，发挥国际金融、国际会计、国际贸易学科特长，中西合璧。

●  广金优势专业师资，海归教师、业界精英承担专业教学，辅以外教，理论联系实践。

●  广金为项目学生提供与统招学生相等的学习条件，不做“二等公民”。

●  广金国际教育学院国际氛围浓厚，“留学”广金，体验异国风情文化。

●  学生合格完成国内阶段学习，可以进入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多个国家百余所大学攻读学士及硕士学位。

●  “3+1”国内加国外的学习模式，节省留学费用至少 60 万。

●  国内学习，循序渐进，打牢基础，留学风险最低。

第 一 年：

强化学术

英 语， 训

练生存英

语 技 能，

学习国外

大学学习

技 能 课

程。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项目优势
Program advantages

广东金融学院阶段 国外大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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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年：

中英双语

学习大学

专业基础

课。

第 三 年：

基本用英

语进行核

心专业课

学习。

第四年：赴

国外合作大

学进行学位

课程学习，

学习合格，

拿 到 国 外

大学学士学

位，回国认

证。

第 五 年（ 可

选）：继续申

读硕士课程，

最短一年可拿

到世界顶尖名

校硕士学位，

回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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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教学
万圣节活动

交流谈心

课外辅导

校领导慰问学生学生活动

学习与生活
Learning and life

军训

兴趣班跆拳道

北教学楼

招聘会



学生在校期间享受和统招学生一样的待遇，统一进入学校学籍管理系统，统一教学管理，统一

编排学号，统一办理学生证和学生卡，统一组织学生军训等，同时根据个人意愿参加学校学生会，

学校社团等。上课地点为主校区国际教育学院主教学楼。

管理特色
Management features

公平
待遇

严格
管理

学习
指导

心理
疏导

综合
评价

国际
交流

出国
留学

驻外
事务

就业
指导

班主任与宿管老师实行 24 小时责任制，记录学生考勤及听课情况，检查学生就寝，班主任会

与家长及时沟通学生在校情况，保证学生尽快养成良好的学习及生活习惯。

配备学习助教，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为有需求的学生特别开设语言强化课程，为

基础薄弱的学生强化英语。

心理咨询老师定期为学生做心理辅导，及时解决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困扰。

采取欧美大学持续性评价体系：出勤评价、课堂参与评价、课堂抽查评价、作业评价、期末考

试评价等，强调学习过程。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及国外大学教授不定期来访，与学生近距离接触，带给学生精彩的讲座，

帮助学生了解国外生活和学习情况。

专业的留学顾问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海外院校介绍、出国行前培训，留学签证申请等服务。对符

合条件的学生，可帮助其申请国外大学奖学金。

设有海外学生服务办公室，为学生提供“接机、住宿安排、报到注册、学习跟踪、硕士申请、

签证延期、就业推荐、技术移民”等一条龙服务。

由教育部 ( 中国 ) 留学服务中心聘请国内外 500 余家知名企业总经理、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和行

业资深人士担任项目学生就业指导导师，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就业规划与设计，并择优提供实习、就

业机会。同时，学生享受广东金融学院校园招聘优秀留学生回国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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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证明与证书样本
Degree certificate and certificate of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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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通知书 成绩单 HND 证书

国外硕士学位认证证书 国外硕士学位 人力与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证书

国外学士学位认证证书 国外学士学位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部同意，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面向全国开展对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

和高等教育文凭的认证服务。… …并为中国境内用人

和招生单位鉴别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及高等教育文

凭提供依据和相关咨询意见。”

正规国外大学查询方式

网址 : http://www.jsj.edu.cn/n1/12023.shtml

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

www.cscse.edu.cn

学位认证制度和国家留学政策
Degree articulation system and state overseas study policy

01 认证规定 02 学生留学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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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回国北上广优先落户。

●  留学生可获政府就业创业奖金资助。

●  海归评职称不受工作年限限制，很多大学或研

      究所对回国人员家属工作也做安排。

●  享受创业园优惠创业投资和创业补贴。

●  留学生购买免税车。



英国合作院校 中央兰开夏大学 澳大利亚合作院校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切斯特大学 塔斯马尼亚大学

北安普敦大学 赫特福德大学 南昆士兰大学

德蒙特福特大学 布拉德福德大学 迪肯大学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 伯明翰城市大学 加拿大合作院校

赫尔大学 美国合作院校 加拿大皇家路大学

西英格兰大学 美国罗伦斯理工大学 西三一大学

林肯大学 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 昆特兰理工大学

德蒙福特大学 加努恩大学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纽约州立大学 　

密德萨斯大学 美国托马斯学院 　

英国合作大学 美国合作大学 澳洲合作大学 加拿大合作大学

爱丁堡大学 纽约大学 西澳大学 西蒙弗雷泽大学

曼切斯特大学 圣母大学 卧龙岗大学 约克大学

邓迪大学 乔治城大学 考麦瑞大学 维多利亚大学

伦敦城市大学 康奈尔大学 昆士兰科技大学 西安大略大学

考文垂大学 波士顿大学 南澳大学 温莎大学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密歇根州立大学 迪肯大学 纽芬兰纪念大学

备注：截止目前，项目已经与世界十三个国家，超过 110 所大学对接。

01 本科院校列表

02 硕士院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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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合作院校简介
Introduction to the foreign partner schools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一项有意义工作，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在与学生的交往中也能感到其中

的乐趣。我把目光投向每个学生，关注每个学生的课堂表现，以情感给与鼓励，从语言上进行

激励。我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也当成自己的朋友，为他们排忧解难。我和家长们频繁沟通，

一起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翁红萍（班主任）

我教授英语语法和阅读课程，但从来我不觉得自己的工作只是把我讲的东西要求学生们

记住，我总是努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让他们自己爱上学习，学习新的东西。思想转

变了，学习态度和习惯也就转变了。这才是作为老师的真正成就感。

我希望做一个独立的、有能力的人。我开学就竞选了班长并成功当选，通过这半年多的锻炼，

我学到了不少的管理能力以及组织能力。我还参加了学校的社团，交到了不少其他专业的朋友，

开阔了自己的眼界。虽然比较忙碌，但是我体会了乐趣。我相信只要我努力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梦想就不会离我太远。

从高考后的焦躁再到选择了就读 SQA HND 国际本科 3+1，感觉自己成长了，更加坚定了留学的目

标。我们和其他学院的学生领着一样的学生卡，一起军训，一起进行社团活动，充满着青春洋溢的气息。

我们国际本科班老师亦师亦友，半个学期英语学习兴趣高了，雅思现在已经考了 4.0。

我们的学生统一进入学校学籍管理系统，还要接受教育部和英国学历管理委员会的审查，

不能出半点纰漏，我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工作。

师生感言
Words from students and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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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瑶老师

梁志镅感言

齐阳同学

唐琳洁老师



招生对象：
应届、往届高中毕业生；高三在读生；完成高二课程且能获得高中毕业证

的学生；大专生、中专生及同等学历者。

报考材料：
1、一寸免冠照 2 张；

2、身份证复印件；

3、高中毕业证（学习证明）复印件；

4、高考成绩单或雅思成绩单复印件（可选）。

录取原则：
1、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英语单科成绩达 90 分以上，免笔试入学；

2、雅思成绩 4.5 分或托福 75 分以上的学生，免笔试入学；

3、其他报名者均需要参加我校组织的入学英语笔试和面试，综合测评后择

优录取。

报考及录取条件
Application &admission policy

收费明细：1、报名测试费：300 元； 

                         2、学费 :38000 元 / 年；

                         3、住宿费 :1700 元 / 年（空调宿舍，4 人一间）；

                         4、教材资料费：1500 元 / 年；

                         5、CSCSE-SQA HND 项目学籍注册费：2600 元（代 SQA 一次性收取）；

                         6、其他费用：按照学校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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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费用
Tuition and 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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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Contact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