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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融学院 

2019 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广东金融学院是一所省属公办本科院校，是华南地区唯

一的金融类高校。学校由中国人民银行创建于 1950 年，是

一所具有“央行基因”的高校。学校建有广州校本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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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校区位于山清水秀的清远市清城

区。 

学校设有 18 个学院（校区、部），现有本科专业 46个，

涵盖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 6 个学科门

类，形成了以经管法为主体，以金融学为内核的应用型学科

体系。金融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和经济法学是广东省

重点学科。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法学 3个学科入选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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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是国家特色专业、广东省特色专业和重点

专业，同时还拥有一批省级特色专业和示范专业。 

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普通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

达 23000 多人。学校教职员工 1600多人，其中专任教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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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专任教师中，正副教授 500 多人，博士 350 多人，在

学界、业界和政界聘请了一大批兼职（名誉）教授。 

学校缘金融而生、为金融而办、偕金融同行、与金融共

荣，始终坚守应用型、高端化、特色化、国际化的办学使命，

秉承“明德、敏学、笃行、致远”的校训，弘扬“励学乐教、

求实拓新”的精神，坚持“金融为根、育人为本、应用为先、

创新为范”的办学理念，走出一条依托金融发展、扎根金融

办学、服务金融需求的办学之路，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金

融学科建设、金融人才培养、金融应用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

基地。建校 69年来，学校为社会培养输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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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入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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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以党和国家对金融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为

引领，向应用型深化、向高端化提升、向特色化发展、向国

际化迈进，努力建成中国第一所“金融大学”，做广东金融

强省建设的支撑者、区域金融事业发展的引领者和国家金融

高端教育的示范者。 

学校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关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

习型社会的号召，依托学校大金融优势学科和金融学、会计

学、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等品牌专业，凭借雄厚的师

资力量，积极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教学事业，并形成了规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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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会美誉度高的成人高等教育品牌。目前，学校在广州

校本部和肇庆校区设有两个教学部，在校外设有 24 个合作

办学单位（教学点），在读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学生 23000

多人；2019年开设成人高等教育金融学、会计学、工商管理

等 12 个本科专业和金融管理、会计、市场营销、人力资源

管理、工商企业管理 5个专科专业；各专业以函授、业余教

育为主要形式。学生完成本科专业的全部课程学习并考试合

格，由广东金融学院颁发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书，符合

有关学校学士学位授予规定的，由广东金融学院授予相应的

学士学位。完成专科专业的全部课程学习并考试合格，由广

东金融学院颁发成人高等教育专科毕业证书。 

欢迎广大社会考生积极踊跃地报考广东金融学院。 

 

二、报考条件 

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 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在职

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 报考高中起点升专科或本科者，应具有高中、中专毕

业或同等学历文化程度。 

4. 报考专科起点升本科者，必须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

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

专科或以上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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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三、报名方式 

广东省成人高校招生实行先网上预报名，后现场确认报

名的办法。  

1. 预报名 

考生在广东省考试院规定的预报名时间内，登录广东省

教育考试院网址：www.eeagd.edu.cn，点击“成人高校考生

预报名”进行网上预报名。 

2. 现场确认报名 

预报名结束后，考生须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到指定报名

地点确认报名资格，电子摄像，建立电子档案，并交纳报名

费。 

3. 现场确认报名注意事项 

考生凭毕业证、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身份证和毕业证

必须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以及自己的预报名顺序号到指

定地点报名。报考专科起点升本科的考生须携带学历查询结

果或学历鉴定结果的原件及复印件。 

4. 特别说明 

报考专科起点升本科的考生特别注意：在预报名前的一

至两个月里，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

www.chsi.com.cn/xlcx/打印本人的专科学历查询结果，如

http://www.eeagd.edu.cn，点击
http://www.eeagd.edu.cn，点击
http://www.chsi.com.cn/xl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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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查到本人的学历，请到当地的验证部门做学历鉴定，学

历查询结果及学历鉴定证明原件请学生本人做好保存，以便

在正式报名时作为认证依据及录取后作为录取学校的新生

复查依据。 

5. 2019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具体报读流程可参见附件 2。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1. 网上预报名时间：2019 年 9 月 11 日至 15 日(以广东

省考试院公布时间为准)。网上预报名网址: 

www.eeagd.edu.cn。 

2. 现场确认报名时间：2019年 9月 16 日至 20日(以广

东省考试院公布时间为准)。 

3. 现场确认报名地点：全省各市、县(区)教育局所设

报名站(点)。 

 

五、招生专业及简介 

经教育部备案，广东金融学院 2019 年成人高等教育专

升本专业包括金融学、会计学、行政管理、工商管理、国际

经济与贸易、人力资源管理、英语、市场营销、财务管理、

保险学、电子商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12 个专业，高起

本专业包括金融学、会计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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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理、行政管理、电子商务、英语等 8 个专业，高起专专

业包括金融管理、会计、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

源管理等 5个专业管理。以上各个专业的招生专业代码、招

生计划、学习形式和学习年限等参见附件 1。各个专业简介

如下： 

（一）专升本专业 

1. 金融学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金融学的基本理论、专业知

识和基本技能，具备比较系统的金融学专业知识结构，掌握

较全面的金融学业务技能，并具有一定的金融学专业行为组

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富有创

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西方经济学、金融学、国际金融学、公司金

融、商业银行经营学、证券投资学、期货投资学、外汇交易、

金融企业会计、金融客户经理、金融监管等。 

2. 会计学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会计学的基本理论、专业知

识和基本技能，具备比较系统的会计学专业知识结构，掌握

较全面的会计学业务技能，并具有一定的会计学专业行为组

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富有创

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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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课程：会计学原理、金融学、管理学、西方经济学、

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财务会计理论、政府与非盈

利组织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银行会计等。 

3. 行政管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行政管理的基本理论、专业

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比较系统的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结构，

掌握较全面的行政管理业务技能，并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专

业行为组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

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政治学原理、行政管理学、行政法学、公共

组织行为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政策学、政府经济学、

政府公共关系学、电子政务、国家公务员制度等。 

4. 工商管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工商管理的基本理论、专业

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比较系统的工商管理专业知识结构，

掌握较全面的工商管理业务技能，并具有一定的工商管理专

业行为组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

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西方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生产运作管理、财务管理、管理信息系统、人力

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学、项目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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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经济与贸易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经济学以及经济与贸易类专

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方法，熟悉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

认识与把握国内外经济、贸易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熟练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并具有一定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行为

组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富有

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计量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经

济预测与决策、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商务沟通、

外贸英语口语、国际服务贸易、国际市场营销、世界贸易组

织概论、涉外商务纠纷处理技巧等。 

6. 人力资源管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

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比较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知

识结构，掌握较全面的人力资源管理业务技能，并具有一定

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行为组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

升和社会适应能力，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

才。 

主要课程：管理学、企业战略思想、市场营销学、劳动

经济学、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绩效管理、员工

培训与开发、人员素质测评、战略薪酬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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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语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广博

的文化知识，熟练的英语交际能力、较强的英语听、说、读、

写、译语言技能，同时具有一定的商务英语专业行为组织能

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富有创新精

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综合英语、英语视听说、英语写作、英语国

家社会与文化（英）、英语语言学概论、英美文学概论、国

际商务英语、商务英语翻译、外贸函电（英）、进出口理论

与实务（英）、国际商务谈判（英）、国际商务合同（英）

和第二外语等。 

8. 市场营销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专业

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比较系统的市场营销专业知识结构，

掌握较全面的市场营销业务技能，并具有一定的市场营销专

业行为组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

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西方经济学、会计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市场调查与预测、公共关系学、广告学、消费者行为学、推

销学、营销渠道管理、营销策划。 

9. 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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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主动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具备

管理学、经济学基础知识，掌握财务管理基本理论和专业方

法，并具有一定的财务管理专业行为组织能力，以及较强的

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经济法、会计学、管理学、西方经济学、中

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学、财务分析学、管理会计、审计学、

资产评估、财会专题等。 

10. 保险学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经济学、金融学基础知识，

掌握系统的保险专业知识和保险理论，具备熟练的保险业务

技能，具备比较系统的保险专业知识结构，并具有一定的保

险专业行为组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

能力，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金融学、风险管理、保险法、保险学原理、

保险中介、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保险精算学、保险监管、

保险经营管理学、西方经济等。 

11. 电子商务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掌握电子商务应用能力、市场开

拓能力等领域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具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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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电子商务专业知识结构，使其掌握较全面的电子商务

业务技能，并具有一定的电子商务专业行为组织能力，以及

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

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西方经济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学、电子商

务概论、计算机网络、管理学、电子支付与网络金融、JAVA

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电子支付与网络金融、电子

商务物流、电子商务网页设计等。 

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应

用能力、市场开拓能力等领域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操作

技能，具备比较系统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结构，掌

握较全面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业务技能，并具有一定的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行为组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

和社会适应能力，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大学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组成原理及汇

编语言、程序设计基础、JAVA程序设计、操作系统、数据结

构、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移动程序设计、Web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等。 

 

（二）高起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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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学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金融学的基本理论、专业知

识和基本技能，具备比较系统的金融学专业知识结构，掌握

较全面的金融学业务技能，并具有一定的金融学专业行为组

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富有创

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西方经济学、财政学、经济法、金融学、金

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经营学、信用担保、国际金融

学、投资学、公司金融、金融工程学、证券分析、期货投资

学等。 

2. 会计学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会计学的基本理论、专业知

识和基本技能，具备比较系统的会计学专业知识结构，掌握

较全面的会计学业务技能，并具有一定的会计学专业行为组

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富有创

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西方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原理、

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成本会

计、管理会计、财务分析、银行会计、资产评估等。 

3.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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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专业

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比较系统的市场营销专业知识结构，

掌握较全面的市场营销业务技能，并具有一定的市场营销专

业行为组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

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原理、经济法、管理学、

市场营销学、会计学、市场调查、消费者行为学、广告学、

销售管理、品牌营销、国际市场营销、营销渠道管理、商务

礼仪等。 

4. 人力资源管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

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比较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知

识结构，掌握较全面的人力资源管理业务技能，并具有一定

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行为组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

升和社会适应能力，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

才。 

主要课程：经济法、人力资源管理、劳动经济学、组织

行为学、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员工招聘与录用、培训与开

发、薪酬管理、绩效管理、工作分析、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等。 

5. 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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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行政管理的基本理论、专业

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比较系统的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结构，

掌握较全面的行政管理业务技能，并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专

业行为组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

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市场营销学、政治学原理、管理学、公共管

理学、法学概论、政府经济学、公共政策学、行政组织学、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电子政务、经济法、行政公文写作

与实务等。 

6. 工商管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工商管理的基本理论、专业

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比较系统的工商管理专业知识结构，

掌握较全面的工商管理业务技能，并具有一定的工商管理专

业行为组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

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市场营销学、管理学、管理经济学、会计学、

财务管理、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运筹学、管理信息系统、项目管理、服务管理等。 

7. 电子商务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电子商务应用能力、市场开

拓能力等领域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具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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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电子商务专业知识结构，掌握较全面的电子商务业务

技能，并具有一定的电子商务专业行为组织能力，以及较强

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 

主要课程：管理学、会计学、西方经济学、市场营销学、

电子商务概论、计算机网络、电子支付与网络金融、数据库

原理与应用、电子支付与网络金融、电子商务物流、电子商

务网页设计、多媒体技术等。 

8. 英语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广博

的文化知识，熟练的英语交际能力、较强的英语听、说、读、

写、译语言技能，同时具有一定的英语专业行为组织能力，

以及较强的职业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富有创新精神和

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高级英语、商务谈判技巧、综合英语、英语

视听说、英语口语、英语写作、翻译基础、笔译基础、口译

基础、财经英语阅读、连续传译、跨文化交际、国际商务礼

仪等。 

 

（三）高起专专业 

1. 金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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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金融管理基本理论、专业知

识和基本技能，具备系统的金融管理专业知识结构，掌握基

本的金融管理业务技能，并具有现代金融意识、能够从事以

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机构基本业务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财经应用文写作、经济法、保险学原理、西

方经济学、金融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金融客户经理、

证券投资学、金融理财、国际金融学、保险学等。 

2. 会计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

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扎实的财务会计理论知识和

较强的会计实务操作能力，能在各类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

从事财务会计及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会计原理、经济法、统计原理、财务会计、

财务管理、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审计学、会计

模拟实训、管理信息系统等。 

3. 工商企业管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

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扎实的工商管理理论知识和

较强的实际运作技能，能在各类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从事

工商管理及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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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课程：统计原理、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原理、市场

营销学、生产作业管理、财务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现代企

业制度、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公共关系学等。 

4. 市场营销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市场营销的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基本方法和技能，熟悉我国市场营销的有关方针、政

策和法规以及国际市场营销的惯例和规则，具有较强的分析

和解决市场营销实际问题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西方经济学、会计原理、统计原理、市场营

销、市场调查与预测、公共关系学、广告学、消费者行为学、

推销学、商务谈判、金融营销等。 

5. 人力资源管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具有现代人

力资源管理基本理论，掌握和熟练运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方

法和技巧，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基本业务

能力，可服务于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的现代应用

型人力资源管理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财经应用文写作、统计原理、劳动经济学、

员工招聘与录用、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绩效管

理、员工培训与开发、人员素质测评、战略薪酬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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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入学考试 

（一）考试科目 

1. 专科升本科： 

理工、经济管理类：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 

文史、外语类：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2. 高中起点专科： 

文史、理工、外语类：语文、数学、外语。 

3.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外语类：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综合； 

理工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综合。 

（二）考试时间及地点 

请考生按《准考证》上注明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参加考

试。我校不加试任何专业课。 

 

七、录取原则 

（一）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并达到广东省投档分数线的考

生，学校按照本人专业志愿，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二）加分和录取照顾政策。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做好广东省 2019年成人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粤招

【2019】10 号）规定，省内山区县户籍考生（按身份证号自

动识别）、退役士兵、年满 25周岁考生、三侨生、地市级

以上先进工作者(凭有关证明、证书原件)等可分别享受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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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和录取照顾政策待遇，具体执行办法请参照上述文件规

定。 

 

八、学习形式 

（一）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在籍学生将根据就近入学的原

则安排在当地教学点或租用课室的地点上课。 

特别注意：凡被我校录取的考生根据入学须知依时到我

校本部、肇庆校区或各教学点报到注册，才可成为我校成人

高等教育正式学员；未按时报到注册的考生，根据有关规定

注销录取资格。 

（二）录取函授学生可根据课程安排选择业余学习形式; 

录取业余学生也可根据课程安排选择函授学习形式;毕业文

凭中学习形式不受函授、业余限制。 

（三）若考生所在单位能单独开设教学班(学员 30 人以

上)，我校可在考生单位开设教学班（有办班意向的单位，

请直接与我校继续教育学院联系）。 

 

九、毕业证书与授予学位 

（一）凡在规定时间内修完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全部课程，

考核合格，毕业论文合格的学生，可获得由广东金融学院颁

发的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毕业证书经教育部统一电子注

册，国家承认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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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若符合《广东金融

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规定的授予学位条件者，可由广东金融学院授予其学士学位。 

 

十、学费标准 

 

层次 类别 学费标准 

高起专 文史类 2300元/学年/人 

高起本 
文史类 2500元/学年/人 

理工、外语类 2875元/学年/人 

专升本 
文史类 2500元/学年/人 

理工、外语类 2875元/学年/人 

备注：如有变动，以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为准。其中，深圳

学生根据广东省和深圳市物价部门相关政策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十一、联系我们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龙洞迎福路 527号 

广东金融学院 3号教师办公楼 111 室 

邮政编码：510521 

招生咨询热线：（020）37216810  3721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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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0）37216815 

学校网址：www.gduf.edu.cn  

广东金融学院肇庆校区： 

地址：广东肇庆星湖石牌广东金融学院肇庆校区继续教

育科 

邮政编码：526040 

联系电话：（0758）2186386  2186106  2186780 

传真：（0758）2186832 

广东金融学院各个校外教学点的联系方式参见附件 3。 

 

附件： 

1.广东金融学院 2018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拟招生专业

情况汇总表。 

2.2018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报读流程。 

3.广东金融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校外教学点与招生咨询

联系电话。 

4．广东金融学院 2019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专业代码 

 

 

 

广东金融学院  

2019 年 8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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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金融学院 2019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拟招生专业情况汇总表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培养层次 学习形式 修业年限 拟招生人数 

1 020301K 金融学 高起本 函授 5 60 

2 020301K 工商管理 高起本 函授 5 30 

3 020301K 市场营销 高起本 函授 5 60 

4 020301K 会计学 高起本 函授 5 120 

5 20303 人力资源管理 高起本 函授 5 60 

6 20303 行政管理 高起本 函授 5 30 

7 20401 电子商务 高起本 函授 5 120 

8 20401 金融学 高起本 业余 5 60 

9 50201 英语 高起本 业余 5 60 

10 50201 工商管理 高起本 业余 5 60 

11 80901 市场营销 高起本 业余 5 30 

12 80901 会计学 高起本 业余 5 60 

13 120201K 人力资源管理 高起本 业余 5 30 

14 120201K 行政管理 高起本 业余 5 30 

15 120201K 电子商务 高起本 业余 5 30 

16 120201K 会计 高起专 函授 3 2500 

17 120202 市场营销 高起专 函授 3 800 

18 120202 金融管理 高起专 业余 3 800 

19 1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高起专 业余 3 1100 

20 120202 人力资源管理 高起专 业余 3 1100 

21 120203K 金融学 专升本 函授 3 800 

22 120203K 保险学 专升本 函授 3 60 

23 120203K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升本 函授 3 30 

24 120203K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专升本 函授 3 30 

25 120204 工商管理 专升本 函授 3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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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报读流程 

26 120204 市场营销 专升本 函授 3 200 

27 120206 会计学 专升本 函授 3 1400 

28 120206 财务管理 专升本 函授 3 700 

29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专升本 函授 3 360 

30 120206 行政管理 专升本 函授 3 150 

31 120402 电子商务 专升本 函授 3 30 

32 120402 金融学 专升本 业余 3 400 

33 120402 保险学 专升本 业余 3 30 

34 1204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升本 业余 3 30 

35 120801 英语 专升本 业余 3 500 

36 120801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专升本 业余 3 30 

37 120801 工商管理 专升本 业余 3 320 

38 120801 市场营销 专升本 业余 3 150 

39 630201 会计学 专升本 业余 3 400 

40 630302 财务管理 专升本 业余 3 600 

41 630601 人力资源管理 专升本 业余 3 300 

42 630701 行政管理 专升本 业余 3 90 

43 690202 电子商务 专升本 业余 3 30 

  总计    1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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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录取 

1、每年 12 月上旬为录取时间，凡第一自愿填报我校，并达到我

校分数线，我校将全部录取； 

2、每年 12 月中旬前，被录取的考生，注意查收寄出的《录取通

知书》、《新生入学须知》和《新生缴费须知》（根据考生报名

时所填写的地址邮寄)； 

3、被录取未收到《录取通知书》者，登录我校网站查看相关内容。 

 

1、被录取的考生，根据《新生缴费须知》进行银行缴费； 

2、银行缴费凭证请自行保留好，以便需要时查询； 

3、凭《录取通知书》和银行缴费凭证依时报到、注册； 

4、报到时由教学点自行编班，需调整专业者可现场申请。 

 

1、3 月份各教学点自行组织开学典礼； 

2、开学典礼后领取《学生手册》、学籍卡、学生证以及课程表等资料。 

 

 

一、预报名 

1、网上预报名（以广东考试院公布时间为准，网址:www.eeagd.edu.cn）; 

2、按网页提示，自行录入报考基本信息； 

3 第一志愿填报我校，院校代码：“11540”；报考本科的在第一批，

专科在第三批； 

4、专业代码可网上查询（网址：www.gduf.edu.cn----机构设置---继续

教育学院----招生专栏）； 

5、信息正确提交后，考生将预报名顺序号、个人密码、指定的正式

报名地点打印或记录下来。 

1.现场确认报名（以广东省考试院公布时间为准） 

2.携毕业证、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以及预报名号到指定的地点办

理正式报名手续； 

3.报名者需亲临报名现场，接受资格审查、验证、交费、摄像、校对

网上预报名资料并签字，领取《准考证》，报名才正式生效 

 

1.每年 10 月底为全国成人高考时间； 

2.考生需带齐《准考证》、身份证，按时到指定地点参加考试 

 

六、开学 

五、报到注

册 

三、考试 

二、现场确认 

----机构设置---继续教育学院----招生专栏）；
----机构设置---继续教育学院----招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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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金融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校外教学点与招生咨询联系电话 

序号号 名称 详细地址 招生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1 广东金融学院校本部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迎福路 527号 
王老师 

刘老师      

020-37216811 

020-37216810     

13138682579 

13751865251 

2 广东金融学院肇庆校区 
广东肇庆星湖石牌广东金融学院肇庆校区

继续教育科 
赖老师 0758-2186386 13536956466 

3 
广州市番禺区百海教育培训学

校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光明南路 28 号（文化

宫） 
黄老师 020-84834559 13632322328 

4 广州市德立职业培训学校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57 号红盾大厦 11

楼 
陈老师 020-85678489 13312802968 

5 
清远市清城区德立职业培训学

校 

清远市清城区先锋西路西湖 A15 号（镇医

院住院部正对面） 
陈老师 0763-3316338 18948934149 

6 广州市南方人才职业培训学校 广州市天河路 106 号华普大厦东座 2 楼 李老师 020-85584009 18613188879 

7 
广州市海珠区科普教育培训中

心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东路 271 号六楼全层 麦老师 020-89627837 13802417631 

8 广州市侨大职业培训学校 

广州市机场路 1035 号白云区文化活动中

心侨大学校（新市派出所旁） 
褚老师 020-37327977 13760768468 

广州大道北同和中路自编 1122 号侨大学

校（同和地铁 D 出口斜对面） 
王老师 020-28995572 18122366186 

9 
广州黄埔区雅怡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大沙北路 123 号 22 房 杨老师 020-82395637 13556126154 

10 东莞市莞城中宇培训中心 
东莞市莞城区学院路 287 号东莞市经贸学

校中宇教育 
田老师 0769-27286008 13556708290 

11 珠海市应用技术专修学校 珠海市香州区紫荆路 211 号珠机大厦 5 楼 文老师 0756-2133537 15992605580 

12 河源市弘毅培训中心 
河源市源城区建设大道大地兴邦大厦 6 楼

弘毅教育 
姚老师 0762-3337756 18933738433 

13 梅州市弘毅成人教育培训中心 梅州市梅江区梅江 2 路益民大厦 8 楼 邱老师 0753-2213922 18823004099 

14 广州远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萝岗街萝岗社区荔红一路 8

号 A 座 
石老师 4008336013 1899849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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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东金融学院 2019 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专业代码 

 

院校

代码 
层次 科类 计划类别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学习形式 考试科目组 学制 招生范围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2001 金融学 业余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2006 保险学 业余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2008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理工类 理工类 20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业余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2014 工商管理 业余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2019 市场营销 业余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2024 会计学 业余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2029 财务管理 业余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2031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2036 行政管理 业余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2040 电子商务 业余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5 广东嘉晟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141 号尚德大厦 502 黄老师 020-38921266 13922300278 

16 
佛山市南海区百花教育培训中

心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六路 86号 陈老师 0757-86230191 13760962933 

17 
上海恒企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广

州分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泰兴路 4号恒企大厦

5 楼 
刘老师 020-32275943 13826006046 

18 惠州市军辰教育培训学校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同方信息港 A 座 14 楼 邱老师 0752-2606861 15811998784 

19 
韶关市浈江区创博教育培训中

心 

韶关市浈江区鑫金汇 8 栋 3 楼创博教育培

训中心 
刘老师  18607515877 

20 东莞市侨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街道胜和社区体育路东莞市体

育馆篮球馆一楼 A11 号铺 
杨老师 0769-89878383 18122867565 

21 深圳市上才商务培训中心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振业大厦 A座 29B、

C、D 
魏老师 0755-82342750 13927445789 

22 
广州市天河区大牛教育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 5 号龙晖大厦

1303.1305 房 
唐老师 020-290319 15815837771 

23 中山市公众教育培训中心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博爱七路 113 号百合家

园二楼 
任老师 0760-86120120 15099891894 

24 广州保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 163 号高晟广场 3

栋 5 层 01E37 室 
徐老师  181247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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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0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文史类 2010 英语 业余 101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4004 金融学 函授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4007 保险学 函授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4009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理工类 理工类 40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4017 工商管理 函授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4022 市场营销 函授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4027 会计学 函授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4030 财务管理 函授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4034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4038 行政管理 函授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4043 电子商务 函授 103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2002 金融学 业余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2015 工商管理 业余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2020 市场营销 业余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2025 会计学 业余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2032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2037 行政管理 业余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2041 电子商务 业余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外语（文） 外语类 2011 英语 业余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03 金融学 函授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05 金融学 函授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16 工商管理 函授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18 工商管理 函授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21 市场营销 函授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23 市场营销 函授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26 会计学 函授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28 会计学 函授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33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35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39 行政管理 函授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42 电子商务 函授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44 电子商务 函授 202 五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职(专科) 文史类 文史类 2045 金融管理 业余 301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职(专科) 文史类 文史类 2047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301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职(专科) 文史类 文史类 2049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301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职(专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46 会计 函授 301 三年 社会招生 

11540 高职(专科) 文史类 文史类 4048 市场营销 函授 301 三年 社会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