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商管理类       专业代码：120204 

一、专业介绍 

专业沿革： 财务管理专业于 2002 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置，是本校首批五个本科专业之一，并与

当年招收财务管理专业本科生 42 名。自 2002 年至 2019 年，已经连续招收 17 届。本专业 2008 年

获批为江苏省特色专业，2009 年被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为（第四批）高等学校国家级特色专业，2012

年以财务管理为专业核心的工商管理类专业被批准为江苏省高等学校本科重点专业类，2015 年获批

为江苏高校品牌（A 类）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 

专业优势与特色：专业优势体现在：①营造“大文化观”，专业文化渗透于人才培养全过程。②

引领“大应用观”，实践性教学贯穿整个教学环节。③实施双证毕业制度，鼓励学生取得职业资格证

书。④以“校企联盟”为载体，服务区域经济。经过多年教学改革与探索，形成了“职业素养操守诚

信化、实践教学训练系统化、专业实习校内仿真化、实验实训考核综合化、职业资格证书系列化、

学校社会企业协同化”专业特色。 

就业与服务面向：本专业立足淮海经济区，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能够适应市场经济

发展需要的，具有从事财务管理管理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可在企、事业单位、政府部分、金融机

构及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从事财务管理、金融和会计实务工作。 

二、培养目标 

坚持学校“四大观”办学理念，按照“立德树人要求，大力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专

业知识和实践能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学校人才培养总体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掌握必要的会计、财务、税务、

金融和经济管理等专业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财务、会计和经营管理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适应社

会经济发展要求，服务工商、行政、事业等单位的财务管理一线的应用型管理人才。 

学生毕业 2 到 3 年可以进行财务管理，能够在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胜任财务管理工作，尤其是

在企业、政府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等事业单位胜任财务管理工作；并具有较强更新财务理论知识

与方法的自我学习能力，具备适应社会发展的知识视野和思维素质，毕业 5 年预期达到企业总

会计师或财务管理总监岗位专业能力要求。 

目标 1：培养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具有良好的身体心理素质和文化修

养，具有敬业爱岗、诚信、规范、创新和团结合作的职业精神的人才。 

目标 2：培养掌握财务、会计管理方面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财务、会计与金融等管

理方法和技巧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和解决财务、会计与金融问题基本能力的人才。 

目标 3：培养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人际沟通、信息获取、职业判断等能力，能够独立获

取财务知识，提出、分析和解决财务问题的综合能力的人才。 



目标 4：培养具有独立获取专业知识、更新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具有较高创新能力、

合作意识和开放视野。掌握进行创造活动的思维方法，通过加强自身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具

备一定的创新性思维和探索能力。 

目标 5：培养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针对个人或职业发

展的需求，不断探索和学习，能够胜任高层次财务管理岗位的人才。 

三、毕业要求 

依照工商管理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与我校培养“厚基础、善实践、能创新、高素质”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定位，财务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应满足以下方面要求： 

要求 1.思想道德素质：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具有敬业爱岗、诚信、规范、

创新和团结合作的职业精神。 

要求 2.文化身心素质：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团队协

作精神，稳定、坚强、恒久的情感力、意志力和人格魅力等心理素质。 

要求 3.学科基础：以管理学与经济学理论作为专业知识结构基础，掌握会计学相关的财经法规、

计算机应用及经济分析工具，具有解决经营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 

要求 4.专业知识：掌握会计、财务、金融和法律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了解管理学科的理

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要求 5.专业方法：熟练掌握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准确地陈述和处理会计事项，撰写会计工作

报告和财务分析报告。 

要求 6.专业素质：具有独立获取专业知识、提出专业问题、分析专业问题和解决专业问题的综

合能力。 

要求 7.信息处理：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基本方法，具有收集处理财务信息、获取新财务知

识撰写相关财务信息报告和设计文稿的能力。 

要求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在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理解并遵守会

计、财务管理职业规范，诚实守信。 

要求 9.职业判断：养成职业判断，具备一定专业水准，能通过敏锐的洞察力对信息进行恰当分

析，为财务决策支持和风险管理提出合理建议。 

要求 10.创新创业：具有独立获取专业知识、更新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具备较高的创新能力、

合作意识和开放视野；掌握创造活动思维方法，通过加强会计专业技能和财务咨询技能培训，具备

一定创新性思维和创业能力。 

要求 11.人际交流：具有较强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信息获取以及分析和解决本专业实际

问题基本能力，能够就财务或会计等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要求 12.终身学习：了解财务、会计等学科的理论前沿与发展动态；学习财务、金融惯例、准则、

制度、政策和法规及其变动；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四、学制与毕业条件 

学制：标准学制 4 年，最长学习年限 6 年。 

毕业条件：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到最低毕业要求的 160 学分；取

得至少 4 个创新创业实践学分；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符合学校规定的其它条件与要求，准予毕业。 

五、学位及授予条件 

符合《徐州工程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六、专业核心课程 

1.中级财务会计（Intermediate Financial Accounting）  4.5 学分 

本课程是以我国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国际惯例为依据，对财务会计理论的阐述和财

务会计实务的讲授。其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运用中级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对中级

财务会计业务进行基本实务操作。本课程的任务是讲授中级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核算方法以及依

据我国的相关的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对企业一般会计事项的账务处理。 

2.金融学（Finance）  3 学分 

本课程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金融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业务，揭示了金融市场组成及其

运行规律，是学习其他财务管理专业课程的重要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货币金融方面

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有较全面的理解和较深刻的认识，对货币、信用、利率、金融机

构、金融市场、国际金融、金融宏观调控、金融监管等基本范畴、内在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有较系统

的掌握，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经济运行中各种金融学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后续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

基础。 

3.成本会计（Cost Accounting）  3 学分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运用成本会计核算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解决实际成

本会计核算基本问题的能力，并能有效地对企业的成本费用进行管理。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了解

我国法律法规对成本会计核算的要求，掌握成本会计核算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熟悉成本报

表的编制和分析方法，为后续的《管理会计》和《财务管理》等课程的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4.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  4 学分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学习财

务管理专业其它课程的重要理论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资金筹集、运用和分配的基

本理论、基本内容和财务决策方法。本课程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现代财务管理的理论知识在

工商、金融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财务管理工作。 

5.管理会计（Management Accounting）  3 学分 

本课程的目的是通过本课程学习，掌握管理会计中预测决策、评价考核的基本方法，对企业经

营管理活动进行分析。本课程的任务是讲授管理会计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方法，为培养学生的经营

预决策和管理能力奠定基础。 



6.投资学（Investments）  3 学分 

本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该课程系统地介绍了投资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通过学习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分析和解决投资决策的能力，科学地进行投资决策。让学

生认识投资的风险及分析方法，掌握必要的风险控制方法。 

本课程的目的与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投资学的基本原理，了解和把握市场经济中的直接投资和间

接投资，了解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投资体制、投资结构，必要的风险控制方法；掌握投资决策

流程及投资决策技术方法，掌握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方法，培养科学进行投资分析与决策、投资管

理与风险调控的能力。 

7.财务分析（Financial  Analysis）  2 学分 

本课程的学习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财务会计报告的分析技术，能够对企业财务信息进行财务分

析，具有了解企业过去、评价现在和预测未来的能力。本课程的学习任务是使学生掌握财务分析的

基本原理，掌握财务会计报告的分析技术，运用多种科学的分析方法，通过计算、加工和分析，提

供更多、更充分和更深层次的财务信息，使财务报表所揭示的财务信息得到充分利用，为信息使用

者决策提供充分的依据。 

七、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1.认识实习（Cognition Practice）  1 学分 

本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实践性教学环节。认识实习目的在于使学生初步掌握

实习单位各环节的会计核算过程，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巩固和加深课堂所学的会计学基本原理和

基本方法，为以后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本课程通过参观和实习训练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独

立思考能力，初步了解我国关于会计和财务的方针、政策，财务通则，熟悉实习单位的财务会计制

度、内容及工作程序，会计核算特点，提高学生独立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学年论文（会计专题）（Term Paper：Accounting）  2 学分 

本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的集中实践课程。撰写学年论文的目的，在于使学生结合学科基础课和

会计专业课学习，研究会计专业理论和实际问题，论文资料收集、整理与运用，掌握论文写作程序

与基本规范等方面，获得从事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为进一步进行会计专业学习，科学研究和实践

活动创造条件。通过学习撰写学年论文，巩固所学的会计学基本理论知识并为毕业论文撰写打下扎

实基础。 

3.学年论文（财务管理专题）（Term Paper：Financial Management）  2 学分 

本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的集中实践课程。撰写学年论文的目的，在于使学生结合学科基础课和

财务管理专业课学习，研究财务管理专业理论和实际问题，论文资料收集、整理与运用，掌握论文

写作程序与基本规范等方面，获得从事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为进一步进行财务管理专业学习，科

学研究和实践活动创造条件。通过学习撰写学年论文，巩固所学的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知识并为毕业

论文撰写打下扎实基础。 

4.学年论文（税务专题）（Term Paper：Tax）  1 学分 



本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的集中实践课程。撰写学年论文的目的，在于使学生结合学科基础课和

财务管理专业课学习，研究税务筹划问题，论文资料收集、整理与运用，掌握论文写作程序与基本

规范等方面，获得从事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为进一步进行财务管理专业学习，科学研究和实践活

动创造条件。通过学习撰写学年论文，巩固所学的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知识并为毕业论文撰写打下扎

实基础。 

5.会计综合实训（手工）（Accounting Practice：Handwork）  2 学分 

本课程是财务管理及会计学专业集中实践课程之一。它是将《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

《成本会计》和《财务分析》融为一体综合性专业实践课程。学生通过实践学习，能够运用所学的

会计专业知识对企业的会计事项进行账务处理、编制会计报表，对企业的偿债能力、运营能力、获

利能力和发展能力进行综合分析，为以后从事会计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6.会计综合实训（上机）（Accounting Practice：Computer）  1 学分 

本课程是财务管理及会计学专业集中实践课程之一。本项实践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是为配合财务

管理、会计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丰富和完善课程体系，加强财务管理专业课程的综合性和深度，

使学生能将财务管理专业主干课程的内容融会贯通，能够适应企业管理现代化对财务管理和会计学

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综合业务处理能力和信息化管理实践能力，从而提高

专业教学的社会适用性。 

7.财务管理综合实训（Financial Management Practice）  2 学分 

本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集中实践课程之一。本实训将财务管理知识与技能培养进行系统性整合，

培养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财务管理专业的综合知识对企业的财务管理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同时，能

够运用基本财务管理软件解决财务管理中有关模型的数据计算和综合分析问题。培养学生能够理论

联系实际，较为灵活运用财务管理基础理论和知识，解决企业的财务管理的基本问题，为以后从事

财务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8.ERP 原理实务模拟实习（ERP Practice）  1 学分 

本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集中实践课程之一。通过本实践课程的训练，使学生深刻体会 ERP 核心

理念，感受管理信息对称状况下的企业运作；体验统一信息平台下的企业运作管理；学习依靠客观

数字评测与决策的意识与技能；感悟准确及时集成的信息对于科学决策的重要作用；训练信息化时

代的基本管理技能，为以后从事财务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9.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1 学分 

本课程是管理类各专业的集中实践课，是一门理论性、政策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通过相关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实践指导、分组讨论、角色体验、创业实践等教学手段，帮助大学

生建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意识，提高所需的基本素质与能力，引导学生积极

参加创新创业活动，增强学生的创业技能和实践技能。 

本课程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坚持把知识传授和实践体验有机统一，采用“以学生为中心”、“以实

践促学习”的教学方法和实训模式，通过创造性的组织实施教学环节，将体验教学、影视教学、案例



教学、研讨教学、模拟教学等多种方法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力求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适应能力、创造能力等能力的综合提升。 

10.岗位技能实训（Posts Skills Training）  2 学分 

本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集中实践课程之一。它是将财务管理专业各门专业课程融为一体综合性

专业实践课程，是为了更好使学生将其所学的财务管理专业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达到融会贯通

的目的。学生通过本项实践，以实践知识和感性认识来巩固理论教学中的会计核算、财务分析、财

务管理与经营决策、金融管理等方面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分析与解决财务管理一般问题的能力、了

解企业经营管理基本方法。为以后从事财务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11.毕业实习（Graduation Practice）  3 学分 

毕业实习是实践性的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基本

训练，是顺利完成毕业环节教学的基础和前提。通过毕业实习，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会计核算和财

务管理工作的意义，熟悉现行会计、财务管理制度和实务操作技能，使学生对会计工作和财务管理

工作实践有一个较全面的感性认识。通过毕业实习，使学生进一步消化和深化已学过的专业理论知

识。同时通过实践环节，检查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程度、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检查学生毕

业实习有关的各项准备工作的计划性和完善程度。通过毕业实习，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较顺利地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一定的基础。通过毕业实习，培养学生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培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组织

纪律观念 

12.毕业设计（论文）（Graduation Paper）  12 学分 

《毕业设计（论文）》是学生毕业之前重要且必须的实践教学环节。在学生完成大学四年所有

理论与实践教学课程之后，要求学生撰写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

学专业知识，独立分析企业财务管理问题和解决财务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团结协作的良好习惯；进一步训

练、提高和检验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科学研究能力，信息搜集、加工、处理能力，外文阅读和翻

译能力及计算机运用处理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进而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