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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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南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 中央统战部

专业名称： 金融工程

专业代码： 02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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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10

专业负责人： 姜丽群

联系电话： 13809800501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暨南大学 学校代码 10559

学校主管部门 中央统战部 学校网址 www.jnu.edu.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广东广州广东省广州市
天河区石牌

邮政编码 510632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þ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o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þ教育学 þ文学 þ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o农学 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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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用名 无

建校时间 1906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21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18年06月

专任教师总数 2534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1752

现有本科专业数 98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6777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5772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93.87%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政府创办的华侨学府，是“211工程”重点综合
性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直属中央统战部领导。学校文理工医
兼备，涵盖10大学科门类，恪守“忠信笃敬”校训，积极贯彻“面向海外
，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建校至今，共培养了来自世界五大洲160多
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各类人才近30万人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增设获批：
2017年：工业工程、网络空间安全
2018年：智能科学与技术、运动训练、临床药学
2020年：人工智能、西班牙语、录音艺术、书法学
暂停招生：
2015-2018年：针灸推拿学
2019年：针灸推拿学、音乐学、运动训练、临床药学
2020年：针灸推拿学、物流管理、材料物理、信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通信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020302 专业名称 金融工程

学位授予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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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商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金融学 开设年份 1979年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银行、保险、基金、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金融咨询服务机构以及政府

金融管理机构

人才需求情况

金融战略发展已成国家重大战略举措，广东省领导非常重视金融发展对产
业发展的支持作用。省长马兴瑞表示：“珠三角地区在金融和其他现代服
务业方面有强大的市场需求”。他指出，广东省包括各类企业在内的市场
主体数量超过1000万，占中国的十分之一，这些企业中很大一部分是创新
型企业，需要金融服务，这是各类金融机构的机会。我校应紧紧跟随我省
金融发展大机遇，满足区域金融发展的人才需求。珠海校区位于粤港澳大
湾区的珠澳核心一级，也面临着湾区金融发展的重大机遇：2019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在
湾区建设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和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等三个金融中心
；2020年5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四大核
心金融监管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进
一步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加大金融支持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力度。在此国家政策引导下，金融发展将是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动力，继将引发大量的金融人才需求。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定位科技创新
湾区，与金融科技结合紧密的金融工程人才需求更为迫切。同时，珠海市
尤其是横琴新区的金融发展迅猛将催生大量的金融人才需求。数据显示
，横琴新区自2015年挂牌以来,短短5年内，金融类机构由889家飙升到现
在的5541家，注册资本达成万亿以上，经济贡献值达到横琴GDP的三分之
一以上。珠海校区需迅速响应以培养出满足本土人才需求的金融工程人才
。这些需求不仅来自传统的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基金、证券期货等
，还有众多“金融+”等新兴需求，包括“金融+科技”、“金融+服务
”、“金融+产业”、“金融+物流”和“金融+现代旅游业”等金融相关
行业。他们对金融人才的主要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包括金融数据分析能
力、金融建模能力、金融实务操作能力和金融研究报告撰写能力，能运用
专业知识对金融投资产品进行量化数理分析和建模，熟悉构建量化投资产
品的流程，能分析产品风险和收益，能挖掘、探寻、研发各种有效的交易
策略，对交易策略进行数据论证、研判可操作性等。学院已与珠海市、珠
海周边城市和澳门等金融机构建立紧密联系，与珠海市横琴金融局、横琴
财政局、市金融局以及若干银行、证券公司以及金融服务机构等企业或政
府机构签订校外实习实践基地等协议，长年提供实习等合作培养人才机会
。学院也为这些机构输送优秀人才，受到高度好评。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100

预计升学人数 25

预计就业人数 75

中国人民银行地市中心
支行 15

方正证券广州证券营业
部 15

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0

广发证券有限公司广州
南大道营业部 10

珠海市金融局 3

珠海市香洲正方控股有
限公司 22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申请增设专业金融工程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在“健康人格、创新精神、知识精英、社会栋梁”的人才培养理念指

导下，培养适应现代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等实务需要，具备诚信品质和国际视

野，具备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系统掌握现代经济、管理、法律、信息技术、

通晓金融理论和实务等基础知识，具有开展金融产品定价、交易策略设计、金融

风险管理、投资决策和公司理财等方面的基本能力，能够胜任金融机构和企事业

单位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特色 

坚持“宽口径、厚基础、多选择、重创新、国际性”的培养模式，整合学院

原有金融学（金融工程）专业的教学资源，构建通识教育与专业知识并进的知识

体系，充分发挥学院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缘优势，依托与各类证券公司、期货

公司建立的产学研基地，突出学科融合，注重创新能力，强化量化技术和信息技

术与金融知识的结合，培养学生在金融产品设计、定价、风险管理和量化交易等

方面的应用和实践能力。 

三、基本规格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2.心理健康及身体健康，必须达到“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3.掌握经济学、金融学和数量分析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4.掌握金融产品开发、定价以及金融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5.外语达到国家四级水平，并具备用英文撰写商务公文的能力； 

6.掌握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程序设计基本能力； 

7.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主干学科 

经济学 

五、学制与学位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经济学学士 

六、学时与学分 

完成学业最低课内学分（含课程体系与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要求：160 

七、主要课程设置 

（一）通识必修课，共 33学分。 

包含思想道德修养、中国近代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体育、形势与政策等课程。 

（二）通识选修课，共 16学分。 

其中：文史哲类的高级外语课程群要求 4学分。 

综合类的创新创业就业心理类课程群要求选修 6学分。 



（三）基础必修课，共 46学分。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1 政治经济学 3 54  

2 高等数学Ⅰ 4 72  

3 基础会计学 3 54  

4 程序设计基础 3 36 36 

5 微观经济学 3 54  

6 高等数学Ⅱ 4 72  

7 宏观经济学 3 54  

8 货币金融学 3 54  

9 经济法 2 36  

10 线性代数 3 54  

11 数理金融学基础 3 54  

1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54  

13 公共经济学 3 54  

14 统计学原理 3 54  

15 计量经济学 3 54  

 

（四）基础选修课，要求至少修读 8学分。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1 计量经济学软件 2 36  

2 数据分析与处理 2 32 8 

3 Python语言基础 3 36 36 

4 文献检索 2 36  

5 管理学原理 3 54  

6 行为金融学 3 54  

7 财务学原理 3 54  

8 金融伦理与职业道德 2 36  

9 随机过程与微分方程 3 36 36 

 

（五）专业必修课，根据国家标准，采用“5+X”模式，修读 27学分。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1 证券投资学 3 54  

2 公司金融 3 54  

3 金融工程学 3 54  

4 计量金融学 3 36 36 

5 金融风险管理 3 54  

6 毕业论文 8 288 8 

7 毕业实习 4 144 8 

 

（六）专业选修课。 



包括专业方向选修课和跨学科专业选修课程。专业方向选修课有：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1 投资基金 3 54  

2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 3 54  

3 中央银行学 3 54  

4 风险投资 2 36  

5 金融热点与前沿问题 3 54  

6 衍生金融工具概论 3 54  

7 外汇交易 2 36  

8 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 3 54  

9 金融市场营销 3 54  

10 金融经济学 3 54  

11 时间序列分析 3 36 36 

12 企业财务分析 2 36  

13 人工智能与程序化交易 3 36 36 

14 金融科技 3 36 36 

15 统计语言与数据挖掘基础 3 36 36 

16 产业组织理论 2 36  

17 信息经济学 2 36  

18 金融翻译 2 36  

19 能源金融 2 36  

20 金融法 3 54  

 
八、专业主要课程 

专业理论课程包括：证券投资学、公司金融、金融工程学、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伦理与职业道德、金融热点与前沿问题、衍生金融工具概论等。 

专业实践课程包括：计量金融学、Python 语言基础、随机过程与微分方程、

实践序列分析、人工智能与程序化交易、金融科技、统计语言与数据挖掘基础等。 

主要课程注重理论紧贴经济发展前沿，帮助学生培养金融核心素养和建立金融概

念体系，并强化了数据分析、量化技术等金融工具使用的实践课程，同时引入人

工智能跨学科知识，培养可灵活运用前瞻性知识分析和解决金融工程相关领域实

际问题应用型人才。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金融工程 54 3 殷炼乾 4

证券投资学 54 3 钟拥军 5

保险学 54 3 黄上国 5

公司金融 54 3 王森 6

金融风险管理 54 3 黄卫华 6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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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 女 1974-07

大数据与商务智能、
金融科技与服务创新
、金融大数据与金融

监管

教授 同济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博士

大数据与
商务智能
、金融科
技、上市
企业信息
披露真实
性研究、
网络舆情
治理、金
融监管

专职

王森 男 1959-11
金融工程、公司金融
、金融科技在实践中

的应用
教授 南开大学 金融学 博士

货币政策
与资本市
场；公司
金融与金
融工程
；国际投
资与风险
控制等

专职

殷炼
乾 男 1983-12 公司理财、金融工程

、金融热点问题研究 副教授 西安交通
大学

应用经济
学 博士

金融工程
、风险管

理
专职

姜丽
群 女 1975-06 金融营销学、国际市

场营销、国际商务 副教授 暨南大学 企业管理 博士

金融企业
社会责任
、金融商
业伦理、
金融企业
战略与创
新、质量
管理

专职

陶晓
慧 女 1977-02 管理会计、企业财务

分析、公司理财 副教授 中山大学 会计学 博士

证券投资
中的风险
管理、公
司财务信
息的决策
有用性

专职

黄上
国 男 1970-06 投资基金、保险学 副教授 浙江大学 政治经济

学 博士
货币理论
与政策、
金融市场

专职

施雯 女 1975-01 宏观经济学、发展经
济学 副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
西方经济

学 博士
宏观经济
学、金融
经济学

专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夏芸 女 1978-03
公司金融、公司财务
、公司理财、中级财

务管理
副教授 中山大学 会计学 博士

公司理财
、资本市
场财务会
计问题研
究、技术
创新、内
部控制

专职

徐焱
军 男 1973-02 财务学原理、高级财

务管理、中国税法 副教授 暨南大学 会计学 博士 财务与会
计理论 专职

黄卫
华 女 1971-03 金融市场学、中央银

行学、货币金融 讲师 西南财经
大学 金融学 博士

金融市场
学、中央
银行学、
货币金融

专职

彭海
生 男 1964-11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管理英语 副教授 天津财经
学院 国际贸易 硕士

商业银行
管理学、
国际结算

专职

钟拥
军 男 1973-10

投资学、证券投资学
、运筹学、预测与决
策、计量金融学

讲师 华南理工
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博士

证券投资
学、项目
评估

专职

专任教师总数 12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2 比例 16.67%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10 比例 83.33%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12 比例 100.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11 比例 91.67%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0 比例 0

36-55岁教师数 11 比例 91.67%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0:12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5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5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王玉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
担课程

大数据与商务智能、金融科技与服
务创新、金融大数据与金融监管

现在所在单
位 国际商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大数据与商务智能、金融科技、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真实性研究、网络舆情
治理、金融监管等。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教育部教育产学合作项目1项，校级教研教改重点课题1项，一般教研
项目1项，重点课程建设1项；参与国家级教研项目1项；作为主编编写教材
1部、副主编编写教材1部，参与了多部教材的编写工作。目前正参与教育
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项目“基于深度学习的期货量化交易建模与实验分
析”，带领团队进行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真实性识别模型及监管方面的研究
。擅长于参与式案例教学，带领学生精英团队进行上市企业“做空”和
“操纵”案例研究。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近年来通过来对国内外金融科技、金融监管、上市企业网络舆情治理、知
识管理、金融服务创新等领域最新成果的跟踪研究，积累了较丰富的科研
经验和丰硕的科研成果。先后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专
著1部，获得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3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中国博士后
特别资助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项、广州市科技计划项
目1项、广东省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项目1项、广州市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3项等。在产学研方面积极开展与企业的合作，推动研究成果在企业的应用
和实践，并兼任多家上市企业的咨询顾问。合作开发的“期货自动化程序
交易”在市场得到一定的应用、参与提出的“珠海横琴金融岛建设的思路
和举措”得到珠海市深化改革委员会高度认可。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9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62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大数据时代的上市企业产品/服
务创新实验》，72学时；《上市企
业网络舆情治理》，72学时；《战
略管理》，108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25

姓名 王森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金融工程、公司金融、金融科技在
实践中的应用

现在所在单
位 国际商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9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公司金融与金融工程；国际投资与风险控制等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各一项。独立编撰的教材有《金融热
点与前沿问题：理论、方法与政策》（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
）。主讲的本科课程《公司金融》在2008年被评为暨南大学精品课程。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30年以来一直从事金融学的教学与科研，积累了较丰富的本科和研究生的
教学工作，科研成果丰厚。先后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SCI期刊)和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数量经济与技术经
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在国家级出版社
出版学术专著10 部；主持和参与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 16 项， 38 篇被
全国各类文摘和文库收录。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各一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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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课程及
学时数

《公司金融》，54学时；《金融热
点与前沿问题》，54学时；《世界
经济》，54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42

姓名 殷炼乾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主

任

拟承
担课程

金融工程、公司金融、金融热点问
题研究

现在所在单
位 国际商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风险管理，金融工程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珠海金融学会学术委员，曾于2007年赴台湾省台北大学交流学习，2010年
取得西安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兼任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金融
教研室主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珠海分院特聘顾问以及珠海市系统工程学
会理事等职务。曾获暨南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称号（第二层次）、暨南
大学本科教学校长奖（青年教师二等奖）和暨南大学四海书院优秀专业导
师称号等荣誉。主持校级教研教改课题1项，重点金课课程建设2项；多次
获得优秀课程评价，作为副主编编写教材1部，参与了多部教材的编写工作
。目前正在撰写《高频数据与在风险管理中的实践应用》专著。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长期从事世界以及中国宏观经济以及金融市场中的风险测量、传染以及控
制问题，曾深度参与《宏观经济与金融预测平台研究》（07200701）国家
985二期工程项目。课题负责人的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包括：《金融研究》
，《预测》，《Journal of Information & Computational Sc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Journal of Risk and
Control》，《Global Finance Journal》，《统计与决策》，《统计与信
息论坛》，《金融发展研究》，《海南金融》等著名国内外金融杂志上发
表论文几十篇。主持省部级、厅局级各类项目10余项，曾获国家开发银行
青年论坛风险管理论文三等奖，华信咨询& 厦门大学风险管理论文展示三
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1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金融热点研究》，54学时；《公
司金融》，54学时；《金融工程》
，54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51

姓名 姜丽群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副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务

拟承
担课程 金融市场营销、国际商务 现在所在单

位 国际商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1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企业管理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金融企业社会责任、金融商业伦理、金融企业战略管理与创新、质量管理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教育部学位评审中心通讯评议专家，知名期刊论文外审专家，曾于2012年
1月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奥克莱尔分校交流访问。
先后主持国务院侨办和省教育厅等省级立项项目以及校极重点、一般和校
区重点等各级类教改项目16项，参与省级教改项目3项，发表相关论文7篇
。教改成果涵盖课程建设、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实践教学和案例开发等
多个方面，并搭建专业教学团队和案例教学促进会等，推动专业的教学改
革和成果培育。
现为金融专业主讲《金融市场营销》和《国际商务》等课程，教学效果良
好，教学业绩突出，受学校课程建设专项奖励。
至今，获得省级等各级奖励如下：
2018年获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二等奖（主持）；
2019年获暨南大学第九届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第二）；
2017年获暨南大学第八届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主持）；
2011年获暨南大学第四届全英授课竞赛二等奖；
2004年获暨南大学第五届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获2017年度、2012年度“暨南大学·赛莱拉教育基金”本科教学突出贡献
奖；
主讲课程《国际商务》和《国际营销学》被评为学校AAA级课程。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将专业研究方向与金融市场的营销活动和国际化趋势联系起来，推进金融
市场营销和金融国际商务的相关研究，曾作为主要项目参与人完成《横琴
新区金融改革创新绩效调研评估》等珠海市政府委托重点项目，对珠海市
横琴金融局、珠海市金融局等主管部门进行深度调研形成系统性的横琴金
融业调研报告，报告成果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列为年度项目评价第
一位。
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广东省自然科研基金、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珠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课题等各类省部级纵向项目和校企合作横向项目近30多项，参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先后在《管理世界》等国内权威期刊、CSSCI核心期
刊、国际学术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
曾获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获2017年度、2016年度“暨
南大学·赛莱拉教育基金”科研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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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金融市场营销》，54学时；
《国际商务》，54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38

姓名 陶晓慧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财务报表分析与证券估值（股票投
资价值分析）、商业伦理与决策智

慧、纳税筹划与资产配置

现在所在单
位 国际商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会计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证券投资中的风险管理、公司财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 教学效果：
（1）授课效果好，深受欢迎
《管理会计》一课位列全院70多门课中评分第一，《企业财务分析》评分
第四；研修班和全日制研究生课程也深受好评。讲课风格深入浅出，紧贴
时事热点，很有启发帮助；在课堂上传递正能量，能将价值观有机融入课
堂教学。
（2）教育育人，关爱学生
致力于课堂内外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世界观：在所有的课程
里面都能够结合时事热点，贴近学生所关心关注，潜移默化地有机结合
“育人”“思政”的元素。
（3）教学成果突出
《商业伦理与东西方决策智慧》课程被学校推荐到教育部参加《国家级一
流本科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的评选。
2、表彰奖励
2020年1月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在线教育“智慧教学之星”荣誉称号
。
2018暨南大学优秀本科生班主任。
2018暨南大学赛莱拉教育基金--本科教学突出贡献奖。
3、教学研究项目、教材和论文
（1）暨南大学第十三批教育技术“创新工程”项目：《管理会计（双语
）》互动实践教学—---基于“雨课堂”的应用，2018.1-2018.12；
（2）暨南大学第22批教改项目，2020，基于混合教学模式的课程思政实践
—以《企业财务分析》课程为例；
（3）教材项目：暨南大学2019年度本科教材资助项目：《科创企业财务管
理》（创新创业教材项目），2020年7月出版；
（4）教学研究论文：基于雨课堂和网络教学平台的《管理会计》双语教学
，陶晓慧，教育教学论坛，2019年5月
4、资格证书
暨南大学全英授课资格：2019年1月参加全国高校骨干师资研修班--智慧课
堂微课慕课设计制作能力提高班，并取得结业证书。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核心期刊论文若干，SSCI2篇（审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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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管理会计》54学时；《企业财务
分析》36学时；《公司理财》54学
时；《商业伦理与东西方决策智慧
（通识教育选修课）》20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50



 

7.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37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80（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中央财政项目及学校拨款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536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18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除了现有实验室外，正在申报中央财政项目，拟规划建设第二期实验室
：大数据分析实验室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电脑 HP  PRO 3080 1 2011年 4

服务器 IBM
X3400M3（7379I05）

1 2011年 20.36

打印机 HP P2055DN 1 2011年 4.2

投影机 EPSON EB-C1925W 1 2011年 19.1

路由器 D-LINK DI-7300 2 2011年 2.1

交换机 H3C  S3100-26TP-
SI(UM)

2 2011年 11.7

打印机 EPSON LQ-635K 1 2011年 1.9

投影幕 美视120寸进口电动玻
珠

1 2011年 1.3

音箱 惠威KX-100 1 2011年 1.9

麦克风 得胜TS-8310 1 2011年 1.82

控制台 60*82*98 1 2011年 4.9

数码摄像机 SONY HDR-XR550E 1 2011年 9.6

打印机 HP CP1518NI 1 2011年 2.54

摄影机 EPSON  EB-X7 1 2011年 5.1

复印机 施乐2000N2CP 1 2011年 10.9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1、金融工程新专业响应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需求。2019 年国家在粤港澳大湾区

加快推进金融开放创新，建设区域性国际化金融平台和国际金融枢纽，金融业

发展催生快速增长的金融人才需求，但金融工程专业在广东省排名前十的高校

里仅有广东工业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设，无法满足金融各大领域中应用

型人才的需求。国际商学院开设金融工程专业，将能根据我国金融战略发展、

广东省和珠海市等区域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创新培养模式，填补国际化金融市

场缺口。 

 

2、金融工程新专业符合学校学科专业调整布局。依据学校专业调整规划，鼓

励学院整合学科资源，凝练专业特色，打破学科壁垒，在校区间要凸显办学优

势，学院间要展现培养差异。金融工程新专业注重数据分析、量化技术的实操，

形成区别于金融学的数据分析能力为导向的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特色，同时，

有利于开展跨学科的改革和实践，融合珠海校区人工智能、能源科学、物联网、

翻译和法学等学科知识，构建“金融+”新商科发展体系。 

 

3、金融工程新专业具备厚实的学科发展基础。国际商学院金融学（金融工程

方向）专业自珠海学院 2001 年规模招生开始即开办，至今，全日制金融学（金

融工程方向）专业已开办招生 19 年，双学位金融学已开办招生 12 年，建立了

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5 位专业带头人能够从金融学、金融科技、金融管理和

金融财务等专业建设方向互为支撑专业发展。其次，该专业培养的学生素质能

力突出、发展前景广阔，深受报考学生以及就业单位欢迎。综合而言，金融工

程专业积累了丰富的本科办学经验及扎实的学科优势。 

 

论证结论：国际商学院申报金融工程专业响应国家社会对金融人才的需求，与

学校的学科发展，学院的办学定位、专业建设规划相符，充分体现 “新商科”

的特色。专业培养目标明确，课程体系设置科学，拥有扎实的办学基础。同意

申报金融工程专业。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

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