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金融学院广东学习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2019 年春季招生简章

西南财经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全国
重点大学，也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0 余年的办学历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特色、文化传
统、精神内涵和社会声誉。黄浦浣花风雨长，光华柳林谱华章。学校始终与国家民族共命运，格致
诚正，兴学报国；始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经世济民，励精图强，在国家经济腾飞中写下了隽永篇
章。学校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
地、国家级教育示范中心“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和“现代金融创新实验教学中心”
“教师教学发
展示范中心”以及四川省重点实验室“金融智能与金融工程实验室”等一批师资力量雄厚的教学与
科研机构。学校着力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学科生态体系，形成了以经
济学管理学为主体、金融学为重点、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特色，拥有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会计
学和统计学 4 个国家重点学科，5 个省级重点一级学科。
西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经过长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师资力量雄厚、教
学资源丰富、办学层次完整的教育体系。学校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遍及四川、广东、云南、
广西、浙江、上海、新疆等二十余个省（市、自治区）
。现代远程教育秉承“严谨、勤俭、求实、开
拓”的校训，管理规范、治学严谨。
广东金融学院作为西南财经大学广东学习中心的依托单位，是一所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院校，是
华南地区唯一的金融类高校，创办于 1950 年。我校自 2002 年开始与西南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现代远
程教育，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成立西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广东金融学院学习中心。广东学习中
心是广东金融学院继续高等学历教育的一部分，是学校领导下的一个独立部门。开办至今已经有本
科毕业生近 4000 人，专科毕业生近 4500 人，目前在校生近 700 人。我学习中心现设有网络教育本
科、专科两个层次，其中本科开设金融学、会计学、工商管理、保险学、行政管理等 12 个专业，专
科开设金融管理、会计和保险 3 个专业。我学习中心现代远程教育有关招生工作的具体要求和办法
如下：

一、 招生专业、学制
1.高中起点专科：金融管理、会计、保险。
2.专科升本科：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财务管理、保险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经济学、行
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投资学、国际商务。
3.各校外学习中心根据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规定、学校核定的招生计划和当地生源情况，在以上专
业中选择部分或全部专业招生，各校外学习中心具体的招生专业以我校预报名系统公布为准。
4.学制：实行学分制、弹性学制，业余学习。高中起点专科、专科升本科学习期限 2.5－6 年，基本
学制为 2.5 年，
教学计划按 2.5 年一个周期滚动安排。
在学习期限内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 (专
科、专科升本科修满 86 学分即可毕业。

二、 招生对象
面向社会招生，招生对象以在职人员为主。报考高中起点专科考生必须具有高中、职高、技校、
中专及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历；报考专科起点本科考生必须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或专科以上毕业证
书；报读春季的学生，专科毕业证书取得时间不得晚于当年 2 月 28 日。

三、 报名时间和方法
1.报名时间：2018 年 10 月 22 日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
2.报名方法：考生登录 http://www.swufe-online.com/002000 进行网上预报名，或者扫描网络教育学院
官方微信，登录微信报名系统报名，再持下列报名材料到学校或我校所设各校外学习中心进行现场
确认，报名材料包括：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毕业证原件、复印件（A4 纸）各一份；
（2）报考专升本考生需提供毕业证在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
上的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报告；
（3）
户口所在地非报名点所在省份的考生需提供在报考所在地的社保证明或居住证、暂住证等证明；
（4）申请免试入学的学生还需交验免试证明材料原件，提交免试证明材料复印件（A4 纸）
。
3.报名及考试费：报名费 40 元，入学考试费 80 元（符合免试条件者免交）。

四、 入学考试时间、地点、考试科目和免试条件
1.入学考试：网上报名成功且已完成现场确认的考生，需参加由我校自主命题的入学考试，学校根
据考试成绩和当地招生计划择优录取，入学考试统一采取固定地点机考的方式进行。
2.考试时间：随到随考，考试时间不晚于 3 月 20 日。
。
3.考试地点：广东学习中心（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迎福路 527 号广东金融学院 3 号教师办公楼 111 室）
4.考试科目：高中专科考试科目为语文和英语；专科升本科考试科目为大学语文和大学英语。
复习大纲及模拟试题可在“西财在线”—“网络教育”—“招生报名”—“资料下载”一栏下载。
5.入学考试免试条件及所需的免试证明材料如下：
层次

专科升
本科

高中起
点专科

所有层
次

免试条件
证明材料
参加最近一年全国成人高考专科升本
科考试，成绩达到本省（市、区）录
本人准考证和成绩通知单
取最低控制线下 30 分以上，或数学、
英语单科成绩皆在 60 分以上者
毕业证书以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
国民教育系列本科二学历报考者。
历认证报告
参加最近一年成人高考或普通高考成
绩达到本省（市、区）规定的高中起 本人准考证和成绩通知单
点专科录取分数线以上者
毕业证书以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
国民教育系列专科二学历报考者
历认证报告
高等专业证书获得者
高等专业证书、高等专业证书学员登记表（含成绩表）
通过国家 CET3 级及以上者
等级证书
现役及退役军人、人民警察
士兵证、军官证、退伍证、警官证、人民警察证
参加过“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
由县级以上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证明
作”项目的考生
省级教育部门统一制作，教育部监制的“特岗教师”
参加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
证书和服务“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特设岗位计划”项目的考生
划”鉴定表
各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高校毕
参加过“三支一扶”计划项目的考生 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的复印件（此证书由全国
“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监制）
参加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提供由共青团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
项目的考生
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

五、 录取、注册及学费
1. 凡被我校录取的新生，可凭身份证到我校领取《录取通知书》和《入学须知》。学生应在规定时
间内到指定地点报到。学生录取以后在网上直接向西南财经大学交费，学生打开“西财在线”网站
（http://www.swufe-online.com ）
，进入首页点击“学生网上交费平台”,使用中文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登
录并核对本人相关信息后，通过微信或支付宝交纳报名考试费和第一学年学费。交费成功后学习平

台自动开通。第二学期期末考试时，在学习平台个人主页交纳下一学年费用。
2.学费标准：根据物价部门审核的学费标准，高中起点专科、专科升本科按学分分两年进行收费。
其中，高中起点专科每学年按 41 个学分、专科升本科每学年按 43 个学分收费。具体收费标准以交
费平台显示为准。
以上费用未含国家规定的统考课程的考试考务费，统考课程的考试考务费按教育部有关规定执
行。
在一个教学周期内未修满学分者，可在下一教学周期内补修或重修，再次重修课程根据教育和
物价部门的规定酌情收取重修课程考试费，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

六、 教学资源
我校统一免费配置数字化学习资源，包括课件、作业、电子教材等，可通过电脑和移动设备进
行学习。学校在西财在线公布相应课程的参考书目，并提供购买渠道，学生可根据我校提供的教材
版本自行购买。

七、 教学方式
我校网络教育主要以在职业余学习为主，学生通过 WEB 在线学习平台或移动学习 APP 利用数
字化资源自学的基础上，通过在线辅导、在线讨论、网上作业、课程导学等互动教学手段进行学习，
并参加校外学习中心组织的助学活动和学校组织的课程考试完成学业。

八、 毕业、证书、学位
1. 高中起点专科学生在学习期间取得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足额交纳费用，由西南财经大学颁发成
人类专科毕业证书，并进行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
2. 专科升本科学生在学习期间取得专科升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足额交纳费用，并通过国家规
定的统考课程后，由西南财经大学颁发成人类本科毕业证书，并进行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毕
业生如符合《西南财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授位条件者，由
本人提出申请，经西南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相关学科学士学位。
3.毕业证书：符合毕业条件后，由学校发给国家承认的西南财经大学成人学历类毕业证书，毕业证
书上注明姓名、出生日期、所学专业、层次、学习年限、学习形式（网络教育）。

九、 特别提示
◆对学习者的基本要求
我校网络教育实施基于互联网的学分制教学模式，学生以在职人员为主，要求学习者应具备计
算机上网学习的基本条件，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及计算机网络运用的基本条件和技能，报名者
可通过浏览“西财在线”网站（http://www.swufe-online.com）、电话咨询等方式，全面了解教与学的
各个环节、学习形式和特点等，以便顺利完成学业。
◆本科层次部分公共课全国统考
根据教育部（教高[2004]5 号）文件规定，本科层次学生须参加全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网络
教育公共基础课统一考试。高中起点本科 3 门公共基础课为：大学英语(B)、大学语文(B)、计算机
应用基础；专科起点本科 2 门公共基础课为：大学英语(B)、计算机应用基础。全国统考每年三次，

学员取得学籍一年后可多次报名参考。统考课程合格方可取得教育部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电子注册
资格。统考针对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特点，重在检验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水平及应用能力。
◆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统一考试课程免考条件及免考科目
免考条件

免考科目

1

已具有国民教育系列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

全部科目

2

非计算机类专业，获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一级 B 或以上 计算机应用基础
级别证书

3

2006 年 1 月 1 日前，非英语专业，获得大学英语等级考试 CET 四
级或以上级别证书

4

非英语专业，获得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 PETS 三级或以上级别 大学英语（B）
证书

5

非英语专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成人教育学位英语考试合
格证书

大学英语（B）

6

非英语专业，入学注册时年龄满 40 周岁

大学英语（B）

7

非英语专业，户籍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以身份证 大学英语（B）
为准)

8

已参加统考，且成绩通过

已考科目

9

2006 年 1 月 1 日前，非英语专业，参加改革后的四、六级考试，
成绩达到 420 分

大学英语（B）

大学英语（B）

符合免试条件的考生不参加统考，但必须按有关规定办理免试手续。
◆学生必须为所提供的报名证件和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南财经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将对报名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备案，但需要说明的是西南财经大学
网络教育学院不是学历审查和鉴定机构，对报名者提供的报名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对所
提供的学历证书是否属于国民教育系列或是否虚假，不具有权威认定资格，也不承担任何责任。我
校公布的录取名单及发放的录取通知书仅表示考生通过了我校网络教育的入学考试，批准其在我校
进行网络教育的学习。学生的报名资料如经教育部学历认证部门审核不合格或报名考试过程存在弄
虚作假行为，将取消其学籍和学历电子注册。因此，学生必须确保所提供的毕业证等资格证书及有
关报名资料的真实性，如有不实，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提供者本人负完全责任。凡持不符合条
件的毕业证书（如伪造证书、非国民教育系列证书、地方颁发只在地方承认的证书、未按教育部规
定进行电子注册的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等）报名者，一经查明，一律取消学生的录取资格和学习资格，
注销学籍，所交费用一律不予退还。

十、 详情咨询
1.招生报名相关事项可直接到学习中心或致电咨询。
2.学习中心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迎福路 527 号，邮编：510521

3.学校咨询电话：020-37216810

本招生简章由西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广东金融学院学习中心负责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
遇国家教育部出台新政策，将按新政策执行。

西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专业主要课程介绍
金融管理专科

会计专科

金融风险管理
银行营销管理
金融理财

会计电算化
预算会计
金融企业会计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一）

保险专科

保险学原理
保险实务
风险管理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一） 营销心理学

会计学专升本
中级财务会计
成本管理会计
审计学
税法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二）

工商管理专升本

金融学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专升本

国际商务专升本

市场营销策划
人力资源管理
运作管理与实务
服务营销

公司金融
投资学
国际金融学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二）

人力资源管理
劳动经济学
劳动法
领导科学与艺术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二） 员工招聘与聘用管理

财经英语
跨文化商务沟通
国际经济合作
国际贸易学
国际商法

财务管理专升本

投资学专升本

保险学专升本

经济学专升本

中级财务会计
成本管理会计
财务管理
税法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二）

投资学
公司金融
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
风险投资
资产评估

人寿与健康保险
财产与责任保险
保险法
公司金融
保险企业经营管理

经济学原理
经济思想史
中国经济概论
公司金融
投资学

行政管理专升本

财政学专升本

市场营销专升本

行政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经济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领导科学与艺术

财政学
国家税收
财务管理
税法
中国财税史

市场营销策划
渠道管理
运作管理与实务
服务营销
市场调查与预测

西南财经大学网络教育学生报名学习流程图
获取招生信息
考生登录“西财在线”或到广东学习
中心查看《招生简章》
，了解招生信息

网上报名
考生登录 http://www.swufe-online.com/002000 进
行网上预报名，或者扫描网络教育学院官方微信，登录微信
报名系统报名，上传相关附件。报名成功后，现场确认前，
考生可随时登陆报名系统修改报名信息。

符合免试条件

不符合免试条件

复习备考
考生可在我校“西财在线”—“网络教

现场确认

育”—“招生报名”—“资料下载”一栏查
看入学考试模拟题

考生持有效身份证
件和相关报名材料在规
定时间内到学习中心进

现场确认

行现场确认，核对自己

考生持有效身份证件在规定时间内到学

的报名信息，签字确认，

习中心进行现场确认，核对自己的报名信息，

提交免试材料，学习中

签字确认。

心审核免试条件。

参加入学考试
现场确认成功以后考生持有效身份证件
在学习中心参加入学考试，入学考试采取固
定地点机考的方式进行，考试合格以后系统
自动录取。

交费
被录取的学生在学习中心领取《录取通知书》和《入
学须知》
，学生使用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登录西南财大交费平
台交费，交费成功以后学习平台自动开通。根据学习中心
要求参加开学典礼及入学教育。

交费
取得学籍

被录取的学生在学习中心领取《录取通知书》和《入

学生交费成功以后系

学须知》
，学生使用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登录西南财大交费

统自动进行交费确认，学

平台确认个人基本信息并完成交费，交费成功以后学习

校对已交费确认的学生进

平台自动开通。根据学习中心要求参加开学典礼及入学

行入学资格复查，复查后
报教育部进行新生电子注

登陆学习平台

册，通过新生电子注册后
取得正式学籍。

凭帐号（学号）及密码，登陆学习平台完成“学习指南”
中的学习指南考核后开始网上学习。

“学分积累”非学历教育

学习过程
根据学校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学生通过课件点播、
网上作业、参加讨论区活动、阅读电子教材等方式完成平
时学习。系统自动记录学习过程，期末成绩发布时折算后，

统 考

计入总评成绩。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40%。

本科学生须参加全国现

转学历教育
“学分积累”非学历教育学
生在取得有效前置学历证书
后与所在学习中心联系，可
申请转为学历教育学生，取
得正式学籍。

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网络教
选课及约考

育公共基础课统一考试。
统考需学生自行登陆统
考网站注册、报考及缴费。
考试一年 3 次，学员取得学

每年 4 月 15-30 日，10 月 15-30 日必须完成本学期期
末要参加考试的课程约考。同时，制定自己的选修课学习
计划。

籍一年后可多次报考。
考试科目：专升本 2 门（大
学英语 B、计算机应用基础）
。

课程考核
学生完成课程平时学习，且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命
题的考试或考查后，取得相应课程成绩。
期末集中考试或网上考查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60%。

毕 业
学生在校期间取得教学计划规定学分，足额交纳费用，本科
学生通过国家规定的统考课程，完成毕业信息网上校对后，由西
南财经大学颁发成人类毕业证书，毕业证书上注明姓名、出生日
期、所学专业、层次、学习年限、学习形式（网络教育）等，并
进行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

学位申请
本科毕业生符合《西南财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
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授位条件者，由本人提出申请，经西
南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授予相关学科学士学位。

单独考核课程
毕业前，本科学生根据学校
统一安排撰写毕业论文，专
科学生撰写社会实践报告。

图像采集
毕业前参加学校统一组织
的毕业生电子图像信息采
集，并在采集完 60 天后，
登陆“学信网”校对信息，确
认无误方可毕业。

学位外语考试
学位外语考试合格是申请
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报
考学位外语考试具体细节
可向所在学习中心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