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 山西省

专业名称： 金融学

专业代码： 020301K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经济学 金融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 经济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17-07-05

专业负责人： 王拉娣

联系电话： 0354-5503739

教育部制



学校基本情况表

 

申报审批专业数据

 

 

 

 

授课教师表

 

学校名称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学校代码 13535

邮政编码 030800 学校网址 http://www.cisau.com.
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部委院校 þ地方院校 o公办 þ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o 985 o 211

现有本科专业数 40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4055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4832 学校所在省市区 山西晋中山西省太谷县
学院路8号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o法学 o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þ农学 o医学 þ管理学 þ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专任教师总数 800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244

学校主管部门 山西省 建校时间 2002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2002年

曾用名 无

学校简介和历史沿革

学院成立于2002年，是经教育部、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
本科高校，是一所以信息科技为特色，经、文、理、工、农、管、艺术等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应用技术大学。办学以来多次获得“中国最具办学特色
独立学院”、“山西省重点工程项目”、“全国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
）校”等荣誉。在校生达到1.6万余人,学院以“成人、成才、成功”为校
训，按照“内涵建设、特色发展”8字方针，彰显国际化办学、数字化校
园建设、双校园、创业教育等办学特色，通过“通识教育+完满教育+专业
教育”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培养未来社会中坚力量的领导者，为学生完
满生活做准备，为推动地方区域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专业代码 020301K 专业名称 金融学

学位 经济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金融学类 专业类代码 0203

门类 经济学 门类代码 02

所在院系名称 经济管理系

姓名 性别 年龄 拟任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张所地 男 60 中央银行学 教授 西安交通
大学 管理科学 博士 管理科学 专职

王拉娣 女 58 公司金融 教授 上海大学 运筹与控
制论 博士 管理科学 专职



 

 

 

核心课程表

 

王广斌 男 56 经济法 教授 山西农业
大学

区域经济
发展 硕士 经济法 专职

董琳 女 58 会计学基础 副教授 四川大学 工商管理 博士 工商管理 专职

解晓悦 女 50 管理学 副教授 山西农业
大学

农林经济
管理 硕士 市场营销 专职

刘永兰 女 50 财政学 副教授 山西农业
大学

农林经济
管理 硕士 财政学 专职

杨拴明 男 55 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教授 山西财经
大学 工商管理 硕士 农村金融 兼职

张朝伦 男 48 国际经济学 教授 山西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硕士 国际经济

与贸易 兼职

陈明华 男 53 金融市场与中介 教授 太原理工
大学 电子信息 学士 房地产金

融 兼职

赵欣 女 34 投资学 讲师 山西大学 行政管理 硕士 管理学 专职

张帆 女 36 国际金融 讲师 韩国东亚
大学 国际贸易 硕士

国际金融
、国际结

算
专职

闫海鹰 女 30 保险学 讲师 山西财经
大学

劳动经济
学 硕士 市场营销 专职

武立 女 27 货币银行学、金融工程 讲师 莱斯特大
学 金融经济 硕士 金融经济 专职

张会清 女 32 计量经济学 讲师 东北财经
大学

数量经济
学 硕士 统计学 专职

范海滢 女 33 政治经济学 讲师 中共吉林
省委党校

政治经济
学 硕士 经济学 专职

武蓉 女 29 统计学 讲师 兰州大学 区域经济
学 硕士 经济学 专职

康晓丽 女 28 金融学 助教 山东大学 国际经济
与贸易 硕士 国际经济

与贸易 专职

马小美 女 28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助教 山西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硕士 管理科学

与工程 专职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政治经济学 32 2 范海滢 1

微观经济学 48 3 马小美 2

管理学原理 48 3 解晓悦 2

会计学基础 48 3 董琳 2

宏观经济学 48 3 马小美 3

经济法 32 2 王广斌 3

货币银行学 40 3 武立 3

统计学 48 3 武蓉 4

财政学 32 2 刘永兰 4

中央银行学 32 2 张所地 4

国际经济学 32 2 张朝伦 5

金融市场与中介 40 3 陈明华 5

金融学 48 3 康晓丽 5

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32 2 杨栓明 5

计量经济学 32 2 张会清 6

公司金融 32 2 王拉娣 6

投资学 48 3 赵欣 6

国际金融 32 2 张帆 6

保险学 32 2 闫海鹰 7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金融工程 32 2 武立 7

姓名 王拉娣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主任

拟承
担课程 公司金融 现在所在单

位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5年上海大学 运筹与控制论

主要研究方向 数学应用、房地产金融、风险管理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数学建模案例分析，2002年山西省教学成果2等奖；《微积分》《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2005年被评为山西财经大学精品课程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不动产市场价与回报的非线性双重随机预测系统研究（山西省自然科学基
金课题）；基于巨灾风险统计分析的保险精算模式研究（山西社科联重点
课题）；财政分权对城市房价影响的机制与措施研究（山西省软科学项目

）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2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144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40

姓名 张所地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主任

拟承
担课程 中央银行学 现在所在单

位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98年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 管理决策与评价、企业财务与非财务综合评价、项目管理与技术经济评价
、风险管理与不动产投资评估、技术创新与战略管理、资产评估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管理决策理论、技术与方法 获2014  年度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二等
奖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中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的发展轨迹及空间交互研究（山西省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 2013 年度一般规划课题）；山西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体
系与平台建设（山西省科技厅）；城市不动产动态与预期评估模型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矿业城镇绿色不动产评价研究（山西省教育厅

）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6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144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8

姓名 董琳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拟承
担课程 会计学基础 现在所在单

位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86年上海财经大学 财政学

主要研究方向 工商管理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高校工科集成倍增培养途径的研究与实践（山西省教育厅）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8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80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9

姓名 张帆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讲师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主

任

拟承
担课程 国际金融 现在所在单

位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6年韩国东亚大学 国际贸易

主要研究方向 金融、国际贸易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山西综改背景下文化服务贸易研究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0



 

 

 

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设备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50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60

申报专业
副高及以
上职称(在
岗)人数

5 其中校外
兼职人数 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550（台/件）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300

学校名称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服务器 IBM System x3650 M3
7945I65

2 2011年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计算机 联想启天M6300 118 2011年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数字化仪 CLLOMP34480 1 2008年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三星视频展示台 SVP-5100N 2 2010年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信息系统软件 Arcinfo 2 2010年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摄像机 NV-MX500EN 2 2010年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ERP综合实验系统 用友 2 2011年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ERP工业沙盘 用友 1 2012年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ERP商业沙盘 金蝶 1 2012年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物流管理综合模拟系统 用友 2 2012年



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一、申请增设金融学专业的主要理由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金融机构逐渐形成多元化格局，金融业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企业对懂得金融市场运作程序、能够进行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的现代金融人

才需求日益加强，各类经济部门对从事金融工作的专业人才需求也在急剧增加，

而我国当前的金融人才培养相对落后于市场要求。因此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能够胜任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

和企事业单位的专业工作，具有深厚理论功底、精湛专业技能、良好综合素质和

优秀人格品质的现代金融人才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近年来太谷县被确定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2016 年 11 月山西省政府确

定在太谷县建立“农业硅谷”，而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现代金融支撑。山西农

业大学信息学院积极响应中央和地方政府号召，着眼于“互联网+农村金融”，依

托学院信息工程优势专业和“双体系”教育特色模式，结合现有经济和管理类学

科办学优势，申请增设金融学专业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必要性。增设金融

学专业具体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本校增设金融学专业，可以缓解当地金融专业人才，尤其针对农村

小额贷款和房地产金融业的金融专业人才数量不足的现状。随着山西经济的转型

与发展，拥有系统金融理论知识，具备创新和改革意识，掌握现代金融工具与产

品创新及运用能力且能够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的本科以上中高端金融人才的培养

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我院现已开设财务管理、财务管理（会计学方

向）、资产评估、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公共管理等相关专业，现有金融

类专业师资充裕，为了更好地发挥资源优势，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培养区域急需

金融专业应用型人才，因此申请增设金融学专业。

另一方面，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济发展新思路下，本校立足“培

养中小企业的领导者”，一贯重视学生创业、创新精神的培养，积极参加全国证

券模拟大赛、ERP 企业模拟经营等比赛并获得优异成绩，坚持“双体系”的特色

教育模式并取得良好效果。2017 年 6 月学院成立了“淬炼商学院”，旨在培养有

专业背景的本科层次 MBA 人才，打造国内同类高校中影响最大的本科商学院。同

时学院积极聘请金融企业董事长作为兼职教授，并与山西伟厦广业房地产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控股岚县慧融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就业实践基地协议，

为金融学专业提供专业的实践和学习机会，与当地知名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为推

动地方区域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培养金融学专业人才是我院学科专业

发展的内在需求，符合《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十三五”专业发展规划》，增

设金融学专业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我院专业结构，使其更加科学合理。



二、学校专业发展规划

1、增设金融学专业的现有基础

相关学科齐全，为本专业的设置与发展提供了充分保证。现已开设了财务管

理、财务管理（会计学方向）、资产评估、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等本科专

业，已积累了较丰富的开办经管类本科专业的教学管理经验，为本专业的设置与

发展提供了充分保证。

师资力量充沛。本专业方向现有相关专任教师 15 名，其中教授 3 人，副教

授 3人，博士学历 3人，硕士学历 15 人，硕士以上学历占 100%，另外有其他相

关专业专职教师 14 人，聘任兼职教授 3人，完全可以满足学生对专业知识和通

识课程的学习。同时辅以各界名人、名师、名家和技术专家来校讲学，实行“双

师教育”，既保障了教育教学质量，又为学生举办了各种知识讲座和实践活动，

极大丰富了学生的视野。

教学硬件设施充沛，教学条件良好。学院相关专业设施齐全，拥有建筑面积

20000 余平方米的图书馆，各类藏书达百万册，资料室、阅览室一应俱全；拥有

计算机网络中心、多媒体语音教室、ERP 实验实训中心、沙盘模拟经营实训室等，

具备完善的办学硬件条件，未来还将逐步建设金融综合实训室、资产评估综合实

训室、电子商务实验室、以适应我院新专业的应用。

2、增设金融学专业发展规划

（1）师资队伍建设

我们将在现有师资基础上按照“数量保证、结构合理、素质过硬、整体优化”

的方针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根据专业队伍结构

需要，继续引进具有博士或高职称金融专业教师 3-5 人，形成更为合理的师资团

队，同时有计划的输送 3-5 名中青年教师到国内外重点大学进行进修访问、合作

科研，使教师的知识结构更加符合培养应用型金融人才的需要。并与国内重点大

学、研究所和相关企业建立学科间长期联系，聘请或引进高水平教师和学术带头

人作为兼职教授。

（2）课程体系构建

将紧紧围绕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将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课堂教

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构建由基础教育平台课程、学科（专业）基础平台课程、

实验平台课程和专业方向模块课程群组成的课程体系。通过自创金融模拟活动、

举办和参加金融模拟交易大赛等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3）实验室建设

建设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型专业实验室。在原有金融实验室基础上，计划

投入 150 万元，购置商业银行综合业务教学软件、金融投资分析技术与技巧实验



软件、金融风险管理实习软件、金融时间序列分析模拟教学软件、外汇交易模拟

教学软件等，使实验教学条件达到充分满足专业实验教学的需要。同时增设本科

生科研项目计划，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开放实验项目。

（4）实习基地建设

设立金融专业的实习基地，为加强科学研究，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加强产学

研相结合，开展横向项目的研究，不断提高金融学专业教师的科研水平，从而促

进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在产学研基础上，继续聘请 1-2 名金融机构的资深人士为

兼职教授，与多家金融机构合作共建 8-10 个实践教学基地，聘请业内资深人士

担任实习指导教师。

三、人才需求预测

为了办好金融学专业，紧扣岗位需求，紧跟岗位能力的变化趋势，了解本专

业人才需求状况及准确定位专业培养目标，我院近几年对金融学专业的人才需求

做了详细调查。我们深入了解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厦门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等高校相关专业的办学情况，广泛听取了有关专家及同行的意见。

调查结果表明，从目前我省乃至全国的就业情况来看，金融学人才就业前景乐观

而广阔。

金融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以在以下几个领域就业：

（1）商业银行，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

银行驻国内分支机构。（2）证券公司，含基金管理公司；上交所、深交所、期交

所。(3)信托投资公司、金融投资控股公司、投资咨询顾问公司、大型企业财务

公司。(4)金融控股集团、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担保公司。(5)保险公

司、保险经纪公司。(6)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是金融业监督管理机构。(7)国家开发银

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8)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或社保局，通常为

保险方向。(9)国家公务员序列的政府行政机构如财政、审计、海关部门等；高

等院校金融财政专业教师；研究机构研究人员。(10)上市（或欲上市）股份公司

证券部、财务部、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处等。

因此，具备金融学综合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越来越会受到社会和企业

的青睐，具有专业背景的现代金融人才未来会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需求。



培养方案表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协调发展，适应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

需要，具备与金融学专业相关的金融、经济、财会、管理、法律等的基本理论知

识和方法，具备较强的专业综合素质与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具备人文精

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能够胜任银行、证券、保险

等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专业工作，具有深厚理论功底、精湛专业

技能、良好综合素质和优秀人格品质的创新型金融人才。

二、基本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金融、经济、财会、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

本知识。全面系统地接受科学思维、系统思维、管理思维、人文思维及相关的基

础训练，具备知识获取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等基本能力。

具体培养要求如下：

1.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等社会科学基础；

2.掌握经济学、金融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金融投资和理财的基

本工具和方法；

3.具有处理银行、证券、投资与保险等方面的基本业务能力；

4.熟悉国内外关于金融学领域的方针、政策、法规以及国际惯例；

5.能够将金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有发现实际金融问题和解决实际金融问

题的能力；

6.具备使用恰当的金融工具为企业与个人开展金融理财等服务，能够有效防

范和控制金融风险；

7.具备对金融领域专业外语文献进行读、写、译的基本能力；

8.具有一定的资料查阅及信息获取能力，具备运用计算机相关软件进行金融

领域相关工作的基本能力；

9.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和人际沟通能力，

具备优秀的品质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三、修业年限：四年

四、授予学位：经济学学士

五、主要课程设置：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金融学、统计学、管理学、财政学、货

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投资学、保险学、金融市场与机构、金融工

程、中央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公司金融、经济法、计量经济学。

六、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课程设计、实习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七、主要专业实验：

证券投资模拟交易、计量经济学实验

八、教学计划

（一）毕业学分基本要求

学分类别 学分

类别

专业教育 88

通识教育 38

完满教育 56

合计 182 学分 （其中实践 45学分左右）

（二）课程安排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学

时

理论
实验

（践）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通识

教育

生命科学中的伦理 必修 2/32 2/32 1

从小说到电影 必修 2/32 2/32 1

300 年来的世界文学 必修 2/32 2/32 2

幸福课 必修 2/32 2/32 2

美国社会公共政策 必修 2/32 2/32 3

修辞与论理 必修 2/32 2/32 3

欧洲文明的现代历程 必修 2/32 2/32 4

正义论 必修 2/32 2/32 4

信息技术与社会 必修 2/32 2/32 5

创意写作 必修 2/32 2/32 5

苏格拉底、孔子及其门 必修 2/32 2/32 6



徒所建立的世界

音乐剧 必修 2/32 2/32 6

论美国的民主 选修 2/32 2/32 1-7

至少选 7门

课 14 学分

罗素与西方哲学史 选修 2/32 2/32 1-7

时间简史 选修 2/32 2/32 1-7

移动互联网与科技进步 选修 2/32 2/32 1-7

古典音乐入门 选修 2/32 2/32 1-7

经典电影赏析 选修 2/32 2/32 1-7

劝服与说理 选修 2/32 2/32 1-7

经典演讲 选修 2/32 2/32 1-7

当代世界的国际冲突 选修 2/32 2/32 1-7

山西票号与中国近现代

金融
选修 2/32 2/32 1-7

经济学 选修 2/32 2/32 1-7

中国社会公共政策及城

市化研究
选修 2/32 2/32 1-7

弗洛伊德与荣格、阿德

勒
选修 2/32 2/32 1-7

佛教文化 选修 2/32 2/32 1-7

合计 38 38

完满

教育

军训(含军事理论课、入

学、安全教育)
必修

2/2

周
2/2周 1

校园活动与社会实践 必修 2 2 学期

不限

志愿者服务（含社会工

作、公益活动）
必修 2 2 学期

不限

艺术修养与实践 选修 2 2 学期

不限
至少 2学分，

通过相关实践

取得学分竞技体育 选修 2 2 学期

不限

职场关键能力 必修 2 2 6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含心理教育）
必修 2 2 1 和 6 1和 6学期各1

学分

拓展训练 必修 2 2 2 和 7

名人大讲堂 必修 2/32 2/32 学期

不限

依相关规定记

学分



名师课堂 必修 2/32 2/32 学期

不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必修 3/48 2/32 1/16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32 2/32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3/48 2/32 1/16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6/96 4/64 2/32 3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32 2/32

体育（1） 必修 1/32 1/32 1

体育（2） 必修 1/32 1/32 2

体育（3） 必修 1/32 1/32 3

体育（4） 必修 1/32 1/32 4

大学英语（1） 必修
2.5/

40
2/32 0.5/8 1

大学英语（2） 必修
2.5/

40
2/32 0.5/8 2

大学英语（3） 必修
2.5/

40
2/32 0.5/8 3

大学英语（4） 必修
2.5/

40
2/32 0.5/8 4

大学计算机 必修 3/48 2/32 1/16 2

C 语言程序设计 必修 3/48 2/32 1/16 3

合计 56 30 26

专业

教育

高等数学 B（上） 必修 4/64 4/64 1 考试

高等数学 B（下） 必修 3/48 3/48 2 考试

线性代数 必修 2/32 2/32 3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48 3/48 3 考试

政治经济学 必修 2/32 2/32 1 考试

微观经济学 必修 3/48 3/48 2 考试

管理学原理 必修 3/48 3/48 2 考试

会计学基础 必修 3/48 2/32 1/16 2 考试

宏观经济学 必修 3/48 3/48 3 考试



货币银行学 必修 2.5/40 2.5/40 3 考试

经济法 必修 2/32 2/32 3 考试

统计学 必修 3/48 2/32 1/16 4 考试

财政学 必修 2/32 2/32 4 考试

中央银行学 必修 2/32 2/32 4 考试

金融市场与中介 必修 2.5/40 2.5/40 5 考试

金融学 必修 3/48 3/48 5 考试

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必修 2/32 2/32 5 考试

国际经济学 必修 3/48 2/32 5 考试

计量经济学 必修 2/32 2/32 7 考试

公司金融 必修 2/32 2/32 6 考试

投资学 必修 3/48 2/32 1/16 6 考试

国际金融 必修 2/32 2/32 6 考试

保险学 必修 2/32 2/32 7 考试

金融工程 必修 2/32 2/32 7 考试

市场营销 选修 2/32 2/32 3 考查

至少选修10个

学分

人力资源管理 选修 2/32 2/32 4 考试

公司财务管理 选修 2/32 2/32 4 考试

金融英语 选修 2/32 2/32 5 考查

组织行为学 选修 2/32 2/32 5 考查

国际商务概论 选修 2/32 2/32 6 考查

金融理财与规划 选修 2/32 2/32 6 考查

中级财务会计学 选修 2/32 2/32 6 考试

经济研究与论文写作 选修 2/32 2/32 7 考查

国际结算 选修 2/32 1.5/24 0.5/12 6 考试

合计 71



（三）实验、实践教学环节计划表

编号 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实践教学形式

集中 分散

1 计量经济学实验 1 16 4 √

2 期货理论与实务 1 16 5 √

3 外汇交易实务 1 16 5 √

4 证券投资模拟交易 1 16 6 √

5 商业银行综合业务实验 2 32 6 √

6 金融企业财务会计实验 1 16 6 √

7 毕业实习 4 8 周 7 √

8 毕业设计(论文) 6 12 周 7-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