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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01
ABOUT UNIVERSITY

02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国际化办学成效

2009
2009年以来，学校采取“2+2”“3+1”“3+1+1”“1+1”等形式，与世界百强名校、英国罗素名校集团

名校、澳洲八大名校、美国公立常春藤盟校、欧洲顶级商学院合作，共同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01

全国首批与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两所高校之一。

全国唯一一所承担中英政府间金融合作项目的金融类高校。

学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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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年，学校成立国际教育学院，归口负责学校国际教育项目的教学和管理工作。

2013
 2013年，学校承接中英政府间金融合作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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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学校与中国（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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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2016  2016年，学校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合作联合招收博士研究生。

02

2020年，学校成为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首批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两所高校之

一，共同举办“2+2” 国际本科教育项目。

“央行基因”公办普通本科高校 -“华南金融人才摇篮”和“南粤金融黄埔军校”，华南地区唯一的金融类高校。全国

唯一一所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金融类高校。

 学校现有广州校本部、肇庆校区和清远校区，总占地面积近2300亩；广州校本部位于广州天河区，肇庆校区位

于     肇庆七星湖畔，清远校区位于清远市清城区。

学校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以金融学为核心，坚持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艺

术学 等多学科门类协调融合发展。

学校现有本科专业51个，涵盖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艺术学7个学科门类；研究生专业

3个，拥有金融、会计、保险三个专业硕士授权点。

学校开设了金融学下设的全部本科专业，是全国唯一一所拥有金融学类全部十个本科专业的高校。

广东省首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试点高校，入选广东省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作为

唯一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参与制定全国本科金融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金融学、会计学、保险学等3个专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金融学、信用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

学、经济学、保险学、金融数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务管理、投资学、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

营销、审计学等14个专业为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金融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和经济法学4个学科为广东省重点学科，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法学3个学科

入选广东省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重点建设学科。

全国首批、广东首个互联网金融专业，广东首个精算学专业，广东首批金融科技专业，拥有同类高校中最为齐

全的金融类专业体系。

全国首批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与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合办的金融风险管理国际证书智

慧学习工场。

国内少数拥有金融学科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金融学科虚拟仿真实验中心2个国家级示范中心的高校；全国仅有的

两个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规范研究单位之一。

学校拥有一大批省级精品课程、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省级应用型人才示范基地、省级协同育人平台

和省级教学科研团队。

学校建有广州货币金融博物馆，是国家级博物馆和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学校创办了全省首家金融科技实验室，建成了全省首个金融风险监测研究系统，建成国内高校领先的金融科技

应用开发研究平台。

毕业生在广东省金融从业人员中，在广东省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中，在广东省银行行长中，均占比全国高校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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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为更好弘扬“南粤金融黄埔军校”的深厚底蕴，顺应经济和教育全球化的趋势，构建“东西合璧汇广金”的金融高

等教育合作格局，以及满足华南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学校于2011年成立国际教育学院，承担

全校国际交流项目、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国际本科单学位项目、来华留学生项目等国际

教育项目的教学和管理工作。

国际教育学院依托学校丰富的国际教育资源和良好的办学条件，采取与国际接轨的教学模式，引进国外合作高

校 优 质 的 教 学 资 源 、 先 进 的 课 程 体 系 和 经 典 的 原 版 教 材 ， 推 行 严 格 的 教 学 质 量 保 障 机 制 和 监 控 体 系 ， 采 用 “

1+1”“2+2”“3+1”“3+2”等中外学分互认联合培养模式，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西澳大学，瑞士

苏黎世大学，韩国延世大学等世界百强名校，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等罗素名校集团名校，美国罗格斯大学等公

立常春藤盟校，法国SKEMA商学院等欧洲顶级商学院合作，共同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

学院现有金融学、会计学、金融科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艺术5个中外双学位本科专业，同时开设商

科国际硕士课程。

学院拥有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凝聚力强、具有优秀教学科研能力的专职师资队伍，拥有国际化数理课程和留学

英语课程两支省级教学团队；90%的专业课教师有境外留学、进修或工作经历，80%为中青年海归博士。

03
ABOU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04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THE FACULTIES
 师资队伍简介

国际教育学院简介

初可佳，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学博士，教授（三级）。现任广东金融学院副校长，校党委

委员。2017-2018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项目资助，为英国伯明翰

大学访问学者。2012年被评为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证券发行与

投资、风险管理、社会保障等。近年来在《Sustainability》、《管理学报》、《金融经济学研

究》、《保险研究》、《暨南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1项，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4项，主要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2项，主持多项横向课题。

魏东霞，暨南大学经济学博士，副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硕士,暨南大学经济

学院劳动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及城市经济学。近年来在《经济研

究》、《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文汇》等杂志以独立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5篇；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

陈庆，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博士后。2015年获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同年荣膺“2015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2016年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产业升级与科技政策，近年来独立或以第一作

者身份发表CSSCI来源期刊6篇；主持国家级课题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主持省部级课

题2项，相关研究成果获省主要领导批示2次。

许卓然，英国巴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学士，英

国巴斯大学经济系（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Bath）硕士、博士。主要研

究方向为区域金融集聚、农村金融、普惠金融、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传染等。负责金融与投资、

计量经济学、公司理财、商业银行管理学等课程的双语教学。

洪锐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本科，英国赫尔大学经济

学硕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博士。曾任职于新加坡国家计算机系统公司，摩托罗拉（新

加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Java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概率与统计分析等计算机科学专业课程

的教学工作。

专业课程教学团队
国际教育学院专业课程的授课主要由学院国际化数理课程教学团队负责，同时金融与投资学院、会计学院、互

联网金融与计算机学院、经济贸易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等学院具备全英/双语教学资质的教师参与授课。国际化

数理课程教学团队2021年获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团队负责人为魏东霞博士，团

队成员100%为中青年海归博士，正高职称1人，副高职称3人。该团队承担了国际教育学院主要的日常教学任务，涉

及课程共26门次，全部为国际教育类核心专业基础课。团队科研能力突出，近两年来3人获得国家自科及社科基金项

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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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英语教学团队2018年获批广东省级教学团队，团队成果日渐丰硕。团队负责人为施志媛老师，团队聚焦学生

出国留学需求，致力于推动高校留学英语教学专业化特色化的教学改革。团队明确了留学英语教学“语言测试与语言素

养相融合”的定位，打通应试培训和能力培养的屏障，设计出“一点两层三段四块”的立体教学体系，通过“语言基础+强

化培训+学术英语”三段式课程设置，实现留学英语“提分+赋能”的双层次教学目标。

施志媛，留学英语教学团队负责人。武汉大学英语专业本科及硕士研究生毕业，05年入职广东

金融学院任教至今，原为外文学院英语专业一线骨干教师，语言功底扎实，教学方法新颖多样，深

受学生喜爱，曾获得广东省高校英语教学大赛二等奖。多次指导学生参加省级演讲、写作比赛获

奖。目前主要负责教授雅思词汇语法和雅思阅读。

留学英语教学团队 05

何凌，雅思听力教学组组长。英国班戈大学应用语言学硕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Tesol 证书。

从事大学英语教育十五年，在某上市留学培训公司工作7年，主授雅思听力，托福听力，雅思口

语。培养了上百名高分学员，帮助学生成功申请到牛津，帝国理工，斯坦福，伦敦政经，纽约大学

等世界顶尖院校。擅长因材施教，上课风格轻松幽默，深入浅出。学生亲切地称她为Flora花花老

师。

ADVANTAGES AND FEATURES

 办学特色
 ADVANTAGES AND FEATURES

学习学历国际化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灵 活 ， 学 生 可 选

“2+2”“3+1”双 本 科 模 式 ， “3+1”“3+2”国

内本科+国外硕士模式，即充分体验中外双

校 园 学 习 经 历 的 异 同 ， 增 添 多 元 文 化 阅

历，同时又可充分平衡国内外学习时间和

经济成本；此外，部分国外合作院校的相

关专业和课程可获得ACCA、CFA、CPA等

高含金量国际职业证书考试豁免。

黄诣，雅思口语教学组组长。留学英国，毕业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市场营销专业，获硕士学

位，曾赴德国游学，独立游历欧洲各国，拥有超过五年高校外事翻译经验，先后为加拿大银行行

长、印尼总统顾问团、德国经济部长、英美高校校长等重要外宾担任翻译和接待工作，并担任《市

场营销》、《经济学原理》、《管理学原理》等课程的双语授课讲师。大学时期曾担任美剧字幕组

翻译志愿者，英国文化协会宣传志愿者。黄老师个性活跃，擅长调动课堂气氛，用启发式的方法激

励每一位学生开口讲英文；潜心钻研雅思口语考试，采取独特的逻辑思维方式和肌肉训练方式锻炼

学生的口语能力。

蒋颖，雅思阅读教学组组长。湖南大学英语专业本科及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05年

入职广金任教至今， 原为外文学院大学英语一线骨干教师。 英语专业八级，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

和多年英语教学经验，, 对英语学习和教学有独到的见解。 长期致力于教学内容改革和教学方式研

究， 曾获得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三等奖，并多次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英语竞赛获奖。目前主要负

责教授雅思阅读和雅思词汇语法。

 

黄希楠，雅思写作教学组组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教学法硕士，英语文学与经济学（会

计）双专业，胜任商科双语教学要求；执教十五年，长期致力于研究雅思、托福、剑桥商务英语等

涉外考试科目，并多次参加相关考试，具有踏实的理论和实战经验；担任剑桥考试委员会商务英语

（BEC） 考 官 八 年 ， 持 有 剑 桥 教 师 资 格 证 书 （TKT，Teaching Knowledge Test Band 3） ；

2010、2013年担任访问学者赴美考察，与西阿拉巴马大学合作，潜心研究教育学与心理学，获得

美国同行赞赏与肯定。目前Peter主要负责教授雅思写作与听力。

05 06

        超过80%的毕业生进入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 ， 英 国 帝 国 理 工 大 学 、 伦 敦 大 学 学

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新加坡国立大

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洲国

立大学、墨尔本大学等世界一流名校读

研深造；其中12名中外双学位毕业生以

本科生身份获得世界名校博士全额奖学

金录取，奖学金累计约1800万元；就业

遍布欧洲开发银行、美国银行、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等世界行业领军机构。

就业升学国际化 

教学科研国际化 

      90%的专业课教师有境外留学、进

修或工作经历，80%为中青年海归博

士，专业课教学采用英语原版教材全

语/双 语 授 课 ； 教 师 团 队 教 研 能 力 突

出，有着丰富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和教

学成果，同时牵手国外高校共建联合

教 学 科 研 项 目 ， 优 势 互 补 ， 深 度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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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洲国

立大学、墨尔本大学等世界一流名校读

研深造；其中12名中外双学位毕业生以

本科生身份获得世界名校博士全额奖学

金录取，奖学金累计约1800万元；就业

遍布欧洲开发银行、美国银行、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等世界行业领军机构。

就业升学国际化 

教学科研国际化 

      90%的专业课教师有境外留学、进

修或工作经历，80%为中青年海归博

士，专业课教学采用英语原版教材全

语/双 语 授 课 ； 教 师 团 队 教 研 能 力 突

出，有着丰富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和教

学成果，同时牵手国外高校共建联合

教 学 科 研 项 目 ， 优 势 互 补 ， 深 度 合

作。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特别说明：
① 以上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信息以《广东省2022年普通高等招生专业目录》为准；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外语课程和专业课程采用英文授课，请外语

统考语种为非英语的考生谨慎填报。

② 211（普通类）和221（普通类）专业组录取的学生，在符合专业录取条件的情况下，可在入学后转入212（中外联合培养）、222（中外联合

培养）、242（艺术类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组相应专业；212（中外联合培养）、222（中外联合培养）、242（艺术类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组录取

的学生，不能转入211（普通类）和221（普通类）专业组所属专业。  

③ 212（中外联合培养）和222（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组录取的学生，在符合专业录取条件的情况下，2+2国际班和3+X国际班学生入学后可申请

在所属专业组内进行专业调整；2+2中澳班学生入学后不能转至2+2国际班和3+X国际班，在符合专业录取条件的情况下，可申请在2+2中澳班相

应专业中进行专业调整。

④ 因故不能出国学习的金融学和会计学专业学生，可按相应专业全英/双语人才培养方案在国际教育学院修读剩余课程和学分，满足毕业和学位授

予条件可获我校授予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因故不能出国学习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科技、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学生，可按相应普

通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国际教育学院修读剩余课程和学分，满足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可获我校授予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海外对接合作院校06
OVERSEAS PARTNERSHIP UNIVERSITIES

招生专业与计划07
RECRUITMENT PLAN

033 金融学（2+2创新班）

034 会计学（2+2创新班）

201 金融学（2+2国际班）

202 会计学（2+2国际班）

203 金融学（2+2中澳班）

204 会计学（2+2中澳班）

205 金融学（3+X国际班）

206 会计学（3+X国际班）

091 金融学（2+2创新班）

092 会计学（2+2创新班）

251 金融学（2+2国际班）

252 会计学（2+2国际班）

253 金融科技（2+2国际班）

254 金融学（2+2中澳班）

255 会计学（2+2中澳班）

256 计算机科学院与技术（中澳班）

257 金融学（3+X国际班）

258 会计学（3+X国际班）

艺术类
242

（艺术类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组） 402 数字媒体艺术（2+2国际班）

212
（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组）

222
（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组）

211
（普通专业组）

221
（普通专业组）

普通类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Monash University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美国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Essex

美国马凯特大学

Marquette University

法国SKEMA商学院

SKEMA Business School

德国埃森造型艺术学院

Hochschule der bildenden 

KinsteEssen

金融时报

欧洲商学院排名

57 5

法国精英

商校排名

国际顶尖研究型大学，英联邦大学协会的核心成员，澳洲八校联盟成员，

QS五星级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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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在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全澳第一。

国际顶尖研究型大学，英联邦大学协会的核心成员，澳洲八校联盟成员，

QS五星+大学；会计与金融学学科排名位列全球第15位，商务与管理学科排

名位列全球第26位，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科排名位居全球第31位。

澳洲八校联盟成员，荣获“世界五星+”大学殊荣（全球仅15所大学）；

AACSB、AMBA双皇冠认证顶级商学院-全球仅有5%的商学院获此殊荣；澳

洲唯一与哈佛商学院合作高校。

世界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澳洲第九名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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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位，澳洲第1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中，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排名全球第13位；QS计算机专业排名全球第
51位。

建校于1766年，美国最早成立的第八个高等教育机构之一，美国大学协会、

十大联盟和公立常春藤成员，美国公立大学第22名；本科商学毕业生的企业

雇主青睐度排名全美第3名。

成立于1961年，世界领先研究型学府，诞生了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科学、

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其中发展学专业全球

第一位，商业与经济学科位列全球第77位，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方向专

业，也是该校最受欢迎的高端技术专业之一。

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十所大学之一，英国罗素集团大学成员，北爱尔兰地区最

高学府、英国老牌名校、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获得六次英国大学最高荣誉

奖---“英国女王年度奖”，获得五次泰晤士高等教育奖。

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英国1994大学集团成员，全英教学质量和科研实力“双

一流”大学，曾获全英教学卓越框架优秀金奖、全英年度最佳大学，两获“英国

女王年度奖”。

美国顶尖的私立综合性大学，一级国家级大学，美国最佳本科教学排名第

18位，本科金融学专业排名全美第21位。

欧洲顶级商学院，EQUIS、AACSB、AMBA三皇冠认证顶级商学院；《金融

时报》排名：金融学硕士全球第4位，管理学排名全球第12位；QS排名：市

场营销学硕士全球第11位，供应链管理硕士全球第12位，管理学硕士排名全

球第23位，金融学硕士排名全球第27位，商业与战略硕士排名全球第34位；

《经济学人》排名：管理类硕士全球第3位；《泰晤士高等教育&华尔街日

报》排名：金融学硕士全球第11位。

位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区的中心埃森市，是一所以艺术、设计学

科为重点的艺术院校，是德国北威州规模最大的著名精英私立艺术学校之

一，多个专业处于德国前列，在欧洲极具影响力，拥有先进的多媒体工作室

和各类工作坊，满足学生的日常创作。

- -

601-800 83

251-300 22

216 38

147 27

138 148

127 9

78 7

41 5

40 4

海外合作院校 世界排名 国内排名 声誉 报考类别 选考科目 专业组代码 专业号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数

8

5

35

20

16

10

36

15

12

5

53

20

60

24

10

40

54

15

50历史与物理均可

历史

物理

07 08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特别说明：
① 以上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信息以《广东省2022年普通高等招生专业目录》为准；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外语课程和专业课程采用英文授课，请外语

统考语种为非英语的考生谨慎填报。

② 211（普通类）和221（普通类）专业组录取的学生，在符合专业录取条件的情况下，可在入学后转入212（中外联合培养）、222（中外联合

培养）、242（艺术类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组相应专业；212（中外联合培养）、222（中外联合培养）、242（艺术类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组录取

的学生，不能转入211（普通类）和221（普通类）专业组所属专业。  

③ 212（中外联合培养）和222（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组录取的学生，在符合专业录取条件的情况下，2+2国际班和3+X国际班学生入学后可申请

在所属专业组内进行专业调整；2+2中澳班学生入学后不能转至2+2国际班和3+X国际班，在符合专业录取条件的情况下，可申请在2+2中澳班相

应专业中进行专业调整。

④ 因故不能出国学习的金融学和会计学专业学生，可按相应专业全英/双语人才培养方案在国际教育学院修读剩余课程和学分，满足毕业和学位授

予条件可获我校授予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因故不能出国学习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科技、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学生，可按相应普

通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国际教育学院修读剩余课程和学分，满足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可获我校授予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海外对接合作院校06
OVERSEAS PARTNERSHIP UNIVERSITIES

招生专业与计划07
RECRUITMENT PLAN

033 金融学（2+2创新班）

034 会计学（2+2创新班）

201 金融学（2+2国际班）

202 会计学（2+2国际班）

203 金融学（2+2中澳班）

204 会计学（2+2中澳班）

205 金融学（3+X国际班）

206 会计学（3+X国际班）

091 金融学（2+2创新班）

092 会计学（2+2创新班）

251 金融学（2+2国际班）

252 会计学（2+2国际班）

253 金融科技（2+2国际班）

254 金融学（2+2中澳班）

255 会计学（2+2中澳班）

256 计算机科学院与技术（中澳班）

257 金融学（3+X国际班）

258 会计学（3+X国际班）

艺术类
242

（艺术类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组） 402 数字媒体艺术（2+2国际班）

212
（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组）

222
（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组）

211
（普通专业组）

221
（普通专业组）

普通类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Monash University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美国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Essex

美国马凯特大学

Marquette University

法国SKEMA商学院

SKEMA Business School

德国埃森造型艺术学院

Hochschule der bildenden 

KinsteEssen

金融时报

欧洲商学院排名

57 5

法国精英

商校排名

国际顶尖研究型大学，英联邦大学协会的核心成员，澳洲八校联盟成员，

QS五星级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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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在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全澳第一。

国际顶尖研究型大学，英联邦大学协会的核心成员，澳洲八校联盟成员，

QS五星+大学；会计与金融学学科排名位列全球第15位，商务与管理学科排

名位列全球第26位，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科排名位居全球第31位。

澳洲八校联盟成员，荣获“世界五星+”大学殊荣（全球仅15所大学）；

AACSB、AMBA双皇冠认证顶级商学院-全球仅有5%的商学院获此殊荣；澳

洲唯一与哈佛商学院合作高校。

世界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澳洲第九名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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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位，澳洲第1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中，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排名全球第13位；QS计算机专业排名全球第
51位。

建校于1766年，美国最早成立的第八个高等教育机构之一，美国大学协会、

十大联盟和公立常春藤成员，美国公立大学第22名；本科商学毕业生的企业

雇主青睐度排名全美第3名。

成立于1961年，世界领先研究型学府，诞生了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科学、

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其中发展学专业全球

第一位，商业与经济学科位列全球第77位，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方向专

业，也是该校最受欢迎的高端技术专业之一。

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十所大学之一，英国罗素集团大学成员，北爱尔兰地区最

高学府、英国老牌名校、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获得六次英国大学最高荣誉

奖---“英国女王年度奖”，获得五次泰晤士高等教育奖。

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英国1994大学集团成员，全英教学质量和科研实力“双

一流”大学，曾获全英教学卓越框架优秀金奖、全英年度最佳大学，两获“英国

女王年度奖”。

美国顶尖的私立综合性大学，一级国家级大学，美国最佳本科教学排名第

18位，本科金融学专业排名全美第21位。

欧洲顶级商学院，EQUIS、AACSB、AMBA三皇冠认证顶级商学院；《金融

时报》排名：金融学硕士全球第4位，管理学排名全球第12位；QS排名：市

场营销学硕士全球第11位，供应链管理硕士全球第12位，管理学硕士排名全

球第23位，金融学硕士排名全球第27位，商业与战略硕士排名全球第34位；

《经济学人》排名：管理类硕士全球第3位；《泰晤士高等教育&华尔街日

报》排名：金融学硕士全球第11位。

位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区的中心埃森市，是一所以艺术、设计学

科为重点的艺术院校，是德国北威州规模最大的著名精英私立艺术学校之

一，多个专业处于德国前列，在欧洲极具影响力，拥有先进的多媒体工作室

和各类工作坊，满足学生的日常创作。

- -

601-800 83

251-300 22

216 38

147 27

138 148

127 9

78 7

41 5

40 4

海外合作院校 世界排名 国内排名 声誉 报考类别 选考科目 专业组代码 专业号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数

8

5

35

20

16

10

36

15

12

5

53

20

60

24

10

40

54

15

50历史与物理均可

历史

物理

07 08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金融学（“2+2”创新班）、会计学（“2+2”创新班）、金融学（“2+2”国际班）、会计学

（“2+2”国际班）、金融学（“2+2”中澳班）、会计学（“2+2”中澳班）、金融学（“3+X”国

际班）、会计学（“3+X”国际班）

金融学和会计学均为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金融学同时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广东省重点学科，会计学同

时是省级重点建设专业、省级教学改革示范专业。

金融学和会计学专业采用中外联合培养人才培养模式，可选以下培养模式：

   ① “2+2”中外联合培养模式：第一、二学年在我校学习，第三、四学年赴国外合作大学学习，满足中外双方学校毕

业要求可获双方学校分别授予的学士学位证及我校授予的本科毕业证；

   ② “3+X”中外联合培养模式：第一、二、三学年在我校学习，第四学年或第四、五学年赴国外合作大学学习，满足

中外双方学校毕业要求可获国外合作大学授予的学士学位证或硕士学位证，及我校授予的学士学位证和本科毕业证；

   ③ 因故不能出国的学生，在国际教育学院按照相应专业全英/双语人才培养方案完成四年本科学习，满足我校毕业

要求可获我校授予的学士学位证和本科毕业证。

金融学专业与会计学专业在国内学习阶段采用不分专业的大平台课程设置，课程涵盖英语强化课程，以及金融学和会

计学专业的主干必修课程，专业课均使用原版英文教材，全英/双语授课；在国外学习阶段，学生可选择经济学、金融学、

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管理学等国外对接院校的大部分商科专业。

专业课程设置

招生专业 报考类别 培养模式 授予学位 海外合作大学

金融科技（“2+2”国际班）
普通类

（物理）
2+2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〇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
〇 英国班戈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2”中澳班）
普通类

（物理）
2+2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〇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〇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〇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
〇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〇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
〇 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
〇 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

3+1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〇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

3+1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〇 英国考文垂大学

3+1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〇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

3+1
广金本科学士学位

国外研究生硕士学位
〇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3+1
广金本科学士学位

国外研究生硕士学位
〇 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

3+1+1.5
广金本科学士学位

国外研究生硕士学位
〇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3+2
广金本科学士学位

国外研究生硕士学位
〇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3+2
广金本科学士学位

国外研究生硕士学位
〇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

3+2
广金本科学士学位

国外研究生硕士学位
〇 法国SKEMA商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2+2”国际班）
艺术类（美术）

（物理或历史均可）
2+2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〇 德国埃森造型艺术学院

〇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〇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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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
〇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
〇 美国罗格斯大学
〇 美国马凯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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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学（“3+X”国际班）
会计学（“3+X”国际班）

普通类
（物理或历史均可）

金融学（“2+2”中澳班）
会计学（“2+2”中澳班）

金融学（“2+2”创新班）
会计学（“2+2”创新班）
金融学（“2+2”国际班）
会计学（“2+2”国际班）

普通类
（物理或历史均可）

2+2

2+2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普通类

（物理或历史均可）

金融学/会计学  专业介绍招生专业与培养模式

08
ABOUT PROGRAMS AND 
CULTIVATION MODE

专业必修课

第一年

第二年 营销、商法导论、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中级财务会计、金融与投资、

跨文化交际

第三年

第四年

学习时间

综合英语、基础英语写作、英语视听说、英语口语、英语阅读、微积分、线性

高级英语口语、学术英语、概率论、统计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市场

代数、管理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原理

国际金融、保险学、审计学、公司理财、财务报告分析、证券分析与投资、商

业银行经营学、金融监管、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

金融学专业：金融工程学、金融计量软件应用、金融理财综合实验、财务会计

会计学专业：成本会计、税法、高级财务会计、Excel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选修课 备注

不分专业；全部模

政治经济学、管理会计、

会计信息系统、心理学、

戏剧欣赏、历史

不分专业；全部模

分专业；2+2和3+X

商务导论 式学生需修读

式学生需修读

不分专业；2+2模式

学生无需修读

模式学生无需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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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金融学（“2+2”创新班）、会计学（“2+2”创新班）、金融学（“2+2”国际班）、会计学

（“2+2”国际班）、金融学（“2+2”中澳班）、会计学（“2+2”中澳班）、金融学（“3+X”国

际班）、会计学（“3+X”国际班）

金融学和会计学均为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金融学同时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广东省重点学科，会计学同

时是省级重点建设专业、省级教学改革示范专业。

金融学和会计学专业采用中外联合培养人才培养模式，可选以下培养模式：

   ① “2+2”中外联合培养模式：第一、二学年在我校学习，第三、四学年赴国外合作大学学习，满足中外双方学校毕

业要求可获双方学校分别授予的学士学位证及我校授予的本科毕业证；

   ② “3+X”中外联合培养模式：第一、二、三学年在我校学习，第四学年或第四、五学年赴国外合作大学学习，满足

中外双方学校毕业要求可获国外合作大学授予的学士学位证或硕士学位证，及我校授予的学士学位证和本科毕业证；

   ③ 因故不能出国的学生，在国际教育学院按照相应专业全英/双语人才培养方案完成四年本科学习，满足我校毕业

要求可获我校授予的学士学位证和本科毕业证。

金融学专业与会计学专业在国内学习阶段采用不分专业的大平台课程设置，课程涵盖英语强化课程，以及金融学和会

计学专业的主干必修课程，专业课均使用原版英文教材，全英/双语授课；在国外学习阶段，学生可选择经济学、金融学、

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管理学等国外对接院校的大部分商科专业。

专业课程设置

招生专业 报考类别 培养模式 授予学位 海外合作大学

金融科技（“2+2”国际班）
普通类

（物理）
2+2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〇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
〇 英国班戈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2”中澳班）
普通类

（物理）
2+2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〇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〇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〇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
〇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〇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
〇 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
〇 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

3+1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〇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

3+1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〇 英国考文垂大学

3+1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〇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

3+1
广金本科学士学位

国外研究生硕士学位
〇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3+1
广金本科学士学位

国外研究生硕士学位
〇 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

3+1+1.5
广金本科学士学位

国外研究生硕士学位
〇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3+2
广金本科学士学位

国外研究生硕士学位
〇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3+2
广金本科学士学位

国外研究生硕士学位
〇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

3+2
广金本科学士学位

国外研究生硕士学位
〇 法国SKEMA商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2+2”国际班）
艺术类（美术）

（物理或历史均可）
2+2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〇 德国埃森造型艺术学院

〇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〇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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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
〇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
〇 美国罗格斯大学
〇 美国马凯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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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学（“3+X”国际班）
会计学（“3+X”国际班）

普通类
（物理或历史均可）

金融学（“2+2”中澳班）
会计学（“2+2”中澳班）

金融学（“2+2”创新班）
会计学（“2+2”创新班）
金融学（“2+2”国际班）
会计学（“2+2”国际班）

普通类
（物理或历史均可）

2+2

2+2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中外双本科学士学位
普通类

（物理或历史均可）

金融学/会计学  专业介绍招生专业与培养模式

08
ABOUT PROGRAMS AND 
CULTIVATION MODE

专业必修课

第一年

第二年 营销、商法导论、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中级财务会计、金融与投资、

跨文化交际

第三年

第四年

学习时间

综合英语、基础英语写作、英语视听说、英语口语、英语阅读、微积分、线性

高级英语口语、学术英语、概率论、统计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市场

代数、管理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原理

国际金融、保险学、审计学、公司理财、财务报告分析、证券分析与投资、商

业银行经营学、金融监管、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

金融学专业：金融工程学、金融计量软件应用、金融理财综合实验、财务会计

会计学专业：成本会计、税法、高级财务会计、Excel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选修课 备注

不分专业；全部模

政治经济学、管理会计、

会计信息系统、心理学、

戏剧欣赏、历史

不分专业；全部模

分专业；2+2和3+X

商务导论 式学生需修读

式学生需修读

不分专业；2+2模式

学生无需修读

模式学生无需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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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专业课程设置

数字媒体艺术（“2+2”国际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2”中澳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介绍 专业介绍

专业课程设置

金融科技 专业介绍

数字媒体艺术 专业介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省级一流专业和省级特色专业；《Java程序设计》、《数据挖掘》和《多媒体技术》获批

2021年广东省一流本科课程。

计算机与科学技术专业采用“2+2”中外联合培养人才培养模式，第一、二学年在我校学习，第三、四学年赴国外合作大

学学习，符合中外双方学校毕业要求可获双方学校分别授予的学士学位证及我校授予的本科毕业证。因故不能出国学习的学

生，可选择在我校按普通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读相应专业第三、四学年课程，满足我校毕业要求可获我校授予的学士学位

证和本科毕业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在国内学习阶段主要设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基本理论和实操技巧等核心课程，专业课均使用原版

英文教材，全英/双语授课；在国外学习阶段，学生可选择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游戏开发、信息技术等计算机相关专

业。

综合英语、基础英语写作、英语视听说、英语口语、英语阅读、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计算机导论、程序设计基础、Java 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

用、网页脚本语言设计

技术沟通技巧 全部模式学生

需修读

计算机伦理学、技术沟通

技巧、Java 框架程序设

计、计算机体系结构

专业必修课 选修课 备注

第一年

第二年

学习时间

全部模式学生

需修读

学术英语、离散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组成原理及汇编语言、

数据结构、多媒体技术、软件工程、Web 程序设计、跨文化交际、计算

机网络、算法分析与设计

广东金融学院是广东省首批金融科技本科专业招生单位之一；学校拥有广东省高校工程技术开发中心（广东金融科技工程

技术开发中心），拥有全省首个金融科技实验室（金融科技在线教学实验实训基地），硬件基础环境、服务器AI算力及自研实

验在线软件数量在全国获批金融科技专业的高校中均属于领先地位。

金融科技专业采用“2+2”中外联合培养人才培养模式：第一、二学年在我校学习，第三、四学年赴国外合作大学学习，符合

中外双方学校毕业要求可获双方学校分别授予的学士学位证及我校授予的本科毕业证。因故不能出国学习的学生，可选择在我

校按普通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读相应专业第三、四学年课程，满足我校毕业要求可获我校授予的学士学位证和本科毕业证。

金融科技专业在国内学习阶段主要设置金融学和数据科学等核心课程，专业课均使用原版英文教材，全英/双语授课；在国

外学习阶段，学生可选择金融科技、商业分析与金融科技等专业。

程序设计基础、JAVA程序

设计、“金融科技工具””

培训证书课程

综合英语、基础英语写作、英语视听说、英语口语、英语阅读、线性代数、

金融学、会计学原理、微观经济学

全部模式学生

需修读

专业必修课 选修课 备注

第一年

第二年

学习时间

全部模式学生

需修读

高级英语口语、管理学、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科

技概论、数据结构、金融风险管理、金融科技与Python数据分析、应用数

理统计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仅招收艺术类（美术）学生，该专业实行中英双语小班授课、研讨式和情景工作坊教学，强化学生

为主体的中德双方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模式。第一、二学年在我校学习，第三、四学年赴国外合作大学学习，符合中外双

方学校毕业要求可获双方学校分别授予的学士学位证及我校授予的本科毕业证。因故不能出国学习的学生，可选择在我校

按普通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读相应专业第三、四学年课程，满足我校毕业要求可获我校授予的学士学位证和本科毕业

证。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强调艺术、人文和科学交叉融合，以理论和知识学习为基础，以创作（设计）实践和应用能力培养

为主，以学生的创作、设计能力和服务于创作的方法、思维和工具应用能力培养为首要目标。学生将会掌握艺术设计、信

息和数字技术以及传媒产业和传播创意基础等三大学科知识和理论，艺术素养、科学素养与传播素养并重，具备数字媒体

艺术专业所必备的影视动画、交互设计、影视后期制作、信息产品设计等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专业课程设置

基础德语、德语视听说、
德语阅读

综合英语、基础英语写作、英语视听说、英语口语、英语阅读、数字媒体技

术基础、艺术与媒介史、平面设计基础、二维动画、数字媒体叙事、媒介和

艺术伦理、图像处理进阶

全部模式学生

需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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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 "2+2" 国际班)

11 12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专业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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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必修课 选修课 备注

第一年

第二年

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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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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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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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与名企开展研讨会

学校与KKDesign、双立人（ZWILLING）、普乐美、BMW、梅赛德斯-奔驰、雷诺等国际知名品牌和世界500强企业达

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该专业国外合作院校为德国埃森造型艺术学院（HBK Essen），是一所获得德国国家认可的私立艺术学院，是德国

北威州规模最大的著名精英私立艺术学院之一，也是德国大学校长会议成员。学校多个专业处于德国前列，尤其以纯艺术

（Fine Art）、设计（Design）专业最为突出，在欧洲极具影响力；学院拥有先进的多媒体工作室和各类工作坊，如3D打印

室、VR虚拟创作实验室、印刷坊、影印坊、摄影坊、数码媒体坊、金属坊、木工坊、石膏坊等等，每个学生都可以独享用于

自己创作的工作室或工作台，满足每一位学生实践创作的需求。

德国埃森造型艺术学院一直与企业保持密切战略合作关系，与多家企业开展了校企合作模式。实行产教融合、联合办

学、共建专业、定向培养高端专业人才，把企业产品和项目移植到学校，共享学校教学科研成果，共建专业实验室等。

学校与BMW宝马、雷诺汽车、普乐美等每年定期召开创意研讨会，让学生在参与企业项目中了解行业动态。

与名企开展研讨会

与世界500强企业合作

中外双校园三证书09
CERTIFICATE SAMPLES

广东金融学院本科毕业证书 广东金融学院学士学位证书

澳洲蒙纳上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澳洲西澳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法国SKEMA商学院硕士学位证书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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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人才培养质量

中外双学位学生在国外合作院校学术表现

10
CULTIVATION ACHIEVEMENTS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毕业生研究生录取院校一览表（部分）

10届
中外双学位毕业⽣

1800万
硕博奖助学⾦

12个
世界名校博⼠直录

80%
中外双学位毕业⽣
世界百强名校读研

15 16

国外合作高校 特优 优秀 合计 备注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16% 63% 79%
特优：非常优秀 High Distinction

优秀：优秀 Distinction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20% 67% 87%
特优：非常优秀 High Distinction

优秀：优秀 Distinction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33% 50% 83%
特优：一等学位 First Class Degree

优秀：二等一学位 Second-Upper Class Degree

英国西英国格兰大学 24% 58% 82%
特优：一等学位 First Class Degree

优秀：二等一学位 Second-Upper Class Degree

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 30% 42%
特优：荣誉毕业生 Cum Laude

优秀：院长嘉许名单 Dean's List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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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学习费用11
TUITION FEES

（一）学费和培训费用

 金融学（“2+2”创新班）、会计学（“2+2”创新班）、金融学（“2+2”国际班）、会计学（“2+2”国际班）、金融学

（“2+2”中澳班）、会计学（“2+2”中澳班）专业的学生学费按人民币5050元/学年的标准缴交4年，培训费按人民币

25000元/学年的标准缴交2年。

金融学（“3+X”国际班）、会计学（“3+X”国际班）专业的学生学费按人民币5050元/学年的标准缴交4年，培训费按人

民币25000元/学年的标准缴交3年。

 金融科技（“2+2”国际班）专业的学生学费按人民币5050元/学年的标准缴交4年，培训费按人民币30000元/学年的标准

缴交2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2”中澳班）专业的学生学费按人民币5710元/学年的标准缴交4年，培训费按人民币30000元/学

年的标准缴交2年。

数字媒体艺术（“2+2”国际班）学生的学费按人民币10000元/学年的标准缴交4年，培训费按人民币30000元/学年的标

准缴交2年。

一、国内学习费用

1.

2.

3.

4.

5.

（二）中外联合培养费用和项目管理费用

  金融学（“2+2”创新班）、会计学（“2+2”创新班）、金融学（“2+2”国际班）、会计学（“2+2”国际班）、金融学

（“3+X”国际班）、会计学（“3+X”国际班）专业的学生在出国学习前按人民币15000元的标准一次性缴交中外联合培养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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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后一个月内

向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一次性缴纳项目管理服务费人民币23600元；在出国学习前按人民币5000元的标准一次性缴交

中外联合培养费用，以及向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缴交回国保证金人民币20000元（回国保证金由该协会在项目学生毕

业后全额退回）。

 数字媒体艺术（“2+2”国际班）专业的学生在广东金融学院第一、二学年就读期间，除缴交广东金融学院学习费用外，

须按学年缴交德国埃森造型艺术学院学籍注册费500欧元/学年；第四学期开学后，确定赴德国埃森造型艺术学院学习的

学生须向该校中国代表处缴交项目管理费人民币9000元。

1.

2.

3.

（三）其他说明

“2+2”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在出国学习前须一次性缴清广东金融学院第三、四学年学费；3+X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在在出国学

习前须一次性缴清广东金融学院第四学年学费。

 金融学（“2+2”创新班）、会计学（“2+2”创新班）、金融学（“2+2”国际班）、会计学（“2+2”国际班）、金融学

（“3+X”国际班）、会计学（“3+X”国际班）专业因故不出国学习的学生，学费按人民币5050元/学年的标准缴交4年，

培训费按25000元/学年的标准缴交4年，无需缴交中外联合培养费用。

金融学（“2+2”中澳班）、会计学（“2+2”中澳班）专业因故不出国学习的学生，学费按人民币5050元/学年的标准缴交

4年，培训费按25000元/学年的标准缴交4年，项目管理费用入学时一次性缴交23600元，无需缴交中外联合培养费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2”中澳班）专业因故不出国学习的学生，学费按5710元/学年标准缴交4年，培训费按30000元

标准缴交2年，项目管理费用入学时一次性缴交23600元，无需缴交中外联合培养费用。

金融科技（“2+2”国际班）专业因故不出国学习的学生，学费按5050元/学年标准缴交4年，培训费按30000元标准缴交

2年，无需缴交中外联合培养费用。

数字媒体艺术（“2+2”国际班）专业因故不出国学习的学生，学费按10000元/学年标准缴交4年，培训费按30000元标准

缴交2年，德国埃森造型艺术学院学籍注册费按500欧元/学年标准缴交2年，无需缴交项目管理费用和中外联合培养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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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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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双学位专业国内学习费用一览表

注：上表中学费、培训费、中外联合培养费用由广东金融学院收取，项目管理费用由相关国外合作院校校方代表收取；数字媒

体艺术专业学生须另行向德国埃森造型艺术学院缴纳的第一、二学年的学籍注册费（500欧元/学年）；因故不出国学生的学习

费用缴交标准和方式参见“其他说明”。

国外学习费用由国外合作大学按其国际学生收费标准收取，相关费用（含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可参考以下标准：澳大

利亚每年约35-40万人民币；英国每年约20-30万人民币；美国每年约15-30万人民币；加拿大每年约25-30万人民币；德国每

年约12-16万年人民币。

毕业生感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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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学习费用
研究生录取院校：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经济学

博士，全额奖学金30万美元）、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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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感言： 四年的大学时光飞逝，非常感谢广金

国教院与西阿拉巴马大学的合作项目让我有前往美国

学习的机会。感谢西阿的蔡教授夫妇的帮忙，让我有

机会进入到佐治亚理工学院继续进修经济学。两年的

广金校园生活以及两年美国校园生活都让我感触良

多，收获了知识与友谊，参加了许多有趣的比赛和活

动。在这其中，让我学会了一个道理，想要得到更好

的未来就必须在该需要努力的时候全力以赴。在拥有

良好的学习资源与条件的时候，请珍惜这个机会，勇

往直前。最后，希望同学们在以后都会有一个光明的

未来。

吕春婷 毕业中学：惠州市第一中学

20

研究生录取院校：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全

额奖学金28万美元）、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全额奖

学金33万美元）、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博士（全

额奖学金29万美元）；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

（奖学金3万美元）

毕业感言：没有任何成绩的取得是一蹴而就的，

拿到的录取通知书象征着所有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同

时也警醒着我即将踏上一条注定不易的学术之路。生

活中总是面临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选择，很多时候选

择看似容易的路似乎少了很多艰辛，不过我总相信，

那条充满泥泞的路趟过之后，收获的果实定会格外甘

甜。我觉得成长的道路就在于不断地挑战自己，战胜

自己，自己与自己较劲。每一点点进步，都会让人倍

感欢喜。不身处逆境，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跳多

高，走多远。尽管未来之路漫长且艰辛，但正如木心

所说，凡心所向，素履所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我

会带着亲友的期望与嘱托，继续勇敢前行。

王雪诗 毕业中学：青岛市即墨第一中学

王泳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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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感言：毕业后回想大学四年的想法、决定、

为之付出的行动，会有一种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感

觉。不要怀疑自己的想法和能力，看清自己，承认自

己的优与劣；想清楚了之后就着手去做，途中不断反

思、调整方向并坚持。申请国外研究生像是一趟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的旅程，可能在你产生这个想法并开始

畅想未来的时候就要开始脚踏实地准备好每一份作

业、准备好每一次课堂展示、以及寒暑假参加社会实

践等等。仰望天空的时候，你很大概率能看到的是满

天的星星，而不是密布的乌云。感谢学校的项目和各

位老师的栽培，也感谢曾经努力的自己。

研究生录取学校：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英国伦敦大

学学院、英国华威大学（已获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英

国伦敦总部聘用）

毕业感言：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让我在出国以前

就能打下牢固的语言和学术基础，做好充分的出国准

备。我觉得申请帝国理工学院研究生的心得可以分为均

分，量化背景和职业规划三个方面。是否拥有优异的均

分是英国研究生院校评估你的申请的首要指标。此外，

帝国理工商学院比较注重申请者的量化背景。如果本科

量 化 背 景 比 较 弱 ， 可 以 通 过 选 修 相 关 课 程 和 参 加

GMAT考试来向招生官证明你的量化能力。帝国理工学

院还会要求申请者提供一份职业规划说明，其中包括你

的过往实习经历，毕业后打算就职的行业、公司以及职

位。是否拥有清晰的职业规划会帮助招生官来判断你与

申请课程的匹配度。最后，认真对待每一门专业课，提

前规划，放平心态，祝大家都能斩获梦校offer。

罗莉婷  毕业中学：罗定市廷锴纪念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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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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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感言： 四年的大学时光飞逝，非常感谢广金

国教院与西阿拉巴马大学的合作项目让我有前往美国

学习的机会。感谢西阿的蔡教授夫妇的帮忙，让我有

机会进入到佐治亚理工学院继续进修经济学。两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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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收获了知识与友谊，参加了许多有趣的比赛和活

动。在这其中，让我学会了一个道理，想要得到更好

的未来就必须在该需要努力的时候全力以赴。在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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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春婷 毕业中学：惠州市第一中学

20

研究生录取院校：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全

额奖学金28万美元）、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全额奖

学金33万美元）、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博士（全

额奖学金29万美元）；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

（奖学金3万美元）

毕业感言：没有任何成绩的取得是一蹴而就的，

拿到的录取通知书象征着所有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同

时也警醒着我即将踏上一条注定不易的学术之路。生

活中总是面临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选择，很多时候选

择看似容易的路似乎少了很多艰辛，不过我总相信，

那条充满泥泞的路趟过之后，收获的果实定会格外甘

甜。我觉得成长的道路就在于不断地挑战自己，战胜

自己，自己与自己较劲。每一点点进步，都会让人倍

感欢喜。不身处逆境，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跳多

高，走多远。尽管未来之路漫长且艰辛，但正如木心

所说，凡心所向，素履所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我

会带着亲友的期望与嘱托，继续勇敢前行。

王雪诗 毕业中学：青岛市即墨第一中学

王泳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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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感言：毕业后回想大学四年的想法、决定、

为之付出的行动，会有一种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感

觉。不要怀疑自己的想法和能力，看清自己，承认自

己的优与劣；想清楚了之后就着手去做，途中不断反

思、调整方向并坚持。申请国外研究生像是一趟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的旅程，可能在你产生这个想法并开始

畅想未来的时候就要开始脚踏实地准备好每一份作

业、准备好每一次课堂展示、以及寒暑假参加社会实

践等等。仰望天空的时候，你很大概率能看到的是满

天的星星，而不是密布的乌云。感谢学校的项目和各

位老师的栽培，也感谢曾经努力的自己。

研究生录取学校：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英国伦敦大

学学院、英国华威大学（已获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英

国伦敦总部聘用）

毕业感言：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让我在出国以前

就能打下牢固的语言和学术基础，做好充分的出国准

备。我觉得申请帝国理工学院研究生的心得可以分为均

分，量化背景和职业规划三个方面。是否拥有优异的均

分是英国研究生院校评估你的申请的首要指标。此外，

帝国理工商学院比较注重申请者的量化背景。如果本科

量 化 背 景 比 较 弱 ， 可 以 通 过 选 修 相 关 课 程 和 参 加

GMAT考试来向招生官证明你的量化能力。帝国理工学

院还会要求申请者提供一份职业规划说明，其中包括你

的过往实习经历，毕业后打算就职的行业、公司以及职

位。是否拥有清晰的职业规划会帮助招生官来判断你与

申请课程的匹配度。最后，认真对待每一门专业课，提

前规划，放平心态，祝大家都能斩获梦校offer。

罗莉婷  毕业中学：罗定市廷锴纪念中学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校园生活掠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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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录取学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伊利

诺伊州立大学、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美国德州大

学奥斯丁分校

毕业感言：当我得知被哥大录取，心情没有想象

中的那么激动，心是平静的，是满足的。但是，在申

请学校近半年的时间里，心情充满茫然和焦虑，这段

时间来自同学们暖心的打气和鼓励，无疑给我无穷信

心和希望。感恩四年的大学生活，永远不会忘记老师

的谆谆教诲、同学的真挚的帮助和友谊。在广金的日

子里的每一分情谊都比这份录取书更加宝贵。老师的

辛勤身影、同学们课间时的嬉笑打闹也将是美好记

忆。广金是我逐梦的摇篮，是我梦想启航的港湾。今

天幸运地被哥大录取，也选择了自己热爱的职业方

向，新的学年又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我将永远铭记

广金校训：明德、敏学、笃行、致远；我将不忘初

心，笑迎未来的机遇和挑战，为我的母校争光。至于

申研的经验，我认为对职业生涯的清晰规划、高

GPA和教授的推荐信是申请中最重要的三个部份。高

绩点可以在申请者中保持了好的竞争优势；清晰的职

业规划书可以展示自己对所申请专业的认识和兴趣，

教授的推荐信向高校证明在教授眼中是否是个优秀的

学生；虚心学习、勤提问可以提高学习的效果，加深

教授对自己的印象。我们需要保持信心和好奇心面对

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祝大家都能收获心仪的offer！

林芷伊  毕业中学：深圳市宝安中学

研究生录取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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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感言：诚挚感谢母校广东金融学院国际教育

学院，前两年的全英教学和小班授课为我打下了扎实

的学术和语言基础。从广金的辅导员助理，到普华永

道会计师事务所英国总部的实习经历，让我更深入地

了解自己，规划未来。

黄小淦 毕业中学：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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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上海

某证券公司工作）

毕业感言：“我的幻想毫无价值，我的计划渺如尘埃，

我的目标不可能达到，一切的一切毫无意义,除非我付诸行

动”。感谢广金给我提供了“2+2”项目这个平台，广金前两年

独具特色的教学模式让我受益匪浅，这也给我在西阿拉巴马

大学所有课程拿到“全A”的成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王彤  毕业中学：东莞市实验中学

研究生录取院校：英国爱丁堡大学、澳洲墨尔本

大学、澳洲悉尼大学（目前在OPPO深圳数据中心工

作）

毕业感言：选择远离自己的舒适域，到陌生的国

家学习一个不熟悉的专业，或许是一件有趣且性价比

高的事情。申请过程中心态调整十分重要。毕竟人生

很可能存在均值回归，本科和研究生只是短暂的一部

分，后来人生呈现的模样都将取决于你在根本上是个

怎样的人。

蔡绮芊   毕业中学：东莞市东莞中学

研究生录取院校：美国芝加哥大学（奖学金2.6万

美元）、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经济学博士，全额奖学

金30万美元）、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奖

学金1.4万美元）、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美国宾夕法

尼亚州立大学、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奖学金2.1万美

元）、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

 毕业感言：首先要感谢前两年在广金的学习，针

对性的中英双语教学或全英教学让我有机会全面提高

专业和英语综合素质，同时在课堂中得到了独立思

考、团队协作以及演讲展示的机会，给了我许多培养

主观能动性的机会，为我后两年的国外学习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其次要感谢西阿拉巴马大学的学习经历，

在导师的帮助下，我确定了经济学为目标所在，并将

考取优秀的经济学研究生院校作为首要目标。为了能

够向各大研究生院校展现出色的能力，我在各个方面

都做出了充分的准备。整整三个月的埋头苦干，换来

了GRE 327分（满分340）的成绩；为了丰富研究经

验，利用寒假时间投入到了经济学项目研究当中，最

后在教授的指导下成功入选并在达拉斯第13届经济学

学者本科生研究项目中展示研究成果。志之所趋，无

远弗届，成功在于每一次取舍时都要选择比多数人更

艰难的道路。

罗洁雯 毕业中学：梅州市丰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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