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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是华南地区财经政法人才培养

高地、广东省“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特色高校提升计划建设学校、广东省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学校、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年获

批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建于���� 年，办学以来，一代代广财人秉承“厚

德、励学、笃行、拓新”校训，坚持“育人为本，全面发展；因材施教，学以致用”的

人才培养理念，培养了大量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科学精神、人文素养、专业知

识和国际视野，勇于开拓创新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东财经大学现有广州和佛山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 亩；已形成以经

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文学、理学、工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特色

学科体系；现有 ��个教学科研单位，专任教师���� 余人，全日制本科生、研究

生 ����� 多人。现有�� 个本科专业、�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个硕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点，�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广东财经大学于 ���� 年获得自学考试主考学校资格。学校自考学历教育

的整体规划和组织实施由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合署）负责。我校自考

学历教育，开展“自学考试与高职高专相沟通”和“自学考试面向社会助学”两种

助学模式，有自考主考专业 ��个（本科��个，专科�� 个）。

学校简介



表�

广东财经大学与高职高专院校进行“相沟通”自学考试办学，旨在辅助高职高专院校在

校专科生获得继续教育和提高学历层次的机会，以增强就业竞争力。它不需要获得专科文凭

后再报考的优点，学生可以同时学习专科和本科的课程，通过努力学习，修完自学考试本科

专业规定的全部课程并且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后，可在专科毕业的同时按规定申请办理本科毕

业证书。符合广东财经大学学士学位条件者，可申请广东财经大学的学士学位。

�.学习方式灵活：所有课程均在高职高专院校内授课，利用业余时间（含周末、节假日）

修完本科所有的课程，有效节约时间和成本。

�.课程成绩互认：部分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成绩互认免考，减少考试科目数量，减

轻学生压力。学生在专科学习期间已取得考试合格的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成绩，若

课程名称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专业中的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课程名称相同的，

再经课程差异性学习考核合格，办理手续后可确认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课程成绩。

�.考核方式灵活：部分省统考课程由广东省自考办委托广东财经大学组织考试（简称

“委考”）。实践课程考核由广东财经大学组织，安排在广东财经大学或高职高专院校内进

行考核。

�.课程辅导安排：高职高专院校安排自考辅导经验丰富且上课效果良好的教师或聘请

广东财经大学的教师进行授课，部分课程可由广东财经大学在考前派出教师进行复习串讲，

以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和考试通过率。

一、相沟通的特色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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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管理

工商管理（商务管理）

金融学

4600

4600

4600

1.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天河校区
24栋西侧1楼继续教育办公室

（攀岩墙旁）
林老师：15521300838，
陈老师：18565123422；
2.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花都校区
2号办公楼继续教育学院203办公室
唐老师：15521135963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校区）

序号 2022年招生专业
（注：括号内为课程组名称）

自学考试辅导费
标准（元/生/年）

教学点报名地址
及联系电话

广东财经大学
自学考试教学点名称

1

行政管理

工商管理（商务管理）

金融学

4600

4600

4600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
求是楼201

付老师：13902258378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清远校区）

金融学

市场营销

法学（法律）

4600

4600

4600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珠海校区
图书馆1楼西侧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谭老师：0756-7796239

2
金融学

工商管理（商务管理）

4600

4600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办公室（教学楼1栋109）

联系电话：0757-22329996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3 工商管理（商务管理） 5000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广安路2号

联系电话：0756-3982377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7 商务英语 4600
广州市番禺区市莲路南浦村段2号

联系电话：020-34557183

1.燕岭校区：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495号教学楼E217办公室
何老师：13501519783    

或行政楼1016（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陈老师：020-37085877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8 广东省外语艺术
职业学院

4 会计学 400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中心

联系电话：0766-3782446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5

工商管理（商务管理） 4600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广州校区

北楼708继续教育学院成教部
谭老师：020-85297508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广州校区）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珠海校区）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佛山校区）

物流管理

市场营销

商务英语

4600

4600

4600

新港西路152号35栋1
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61230995

法学（法律）
(仅接受非法律专科及以上）

法学（法律）
(仅接受非法律专科及以上）

4600

物流管理

市场营销

4600

4600

4600

佛山南海校区北
区行政楼2107办公室

会计学

电子商务

5000

5000

6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校区）

02

（一）广东财经大学教学点����年招生专业（最终以省自考办审核通过为准）

二、教学点招生专业及收费标准



（二）收费项目：自学考试辅导费、考试费、论文指导实践考核费。

（三）收费标准

       �.自学考试辅导费：自学考试辅导周期为�年，按年度收取辅导费，各教学点具体专业收

费标准见表�。由学生本人通过广东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学生

端）”http://scemis.gdufe.edu.cn/imisS/login.html进行缴费。学校严禁任何教学点

或个人代收代缴学生的自学考试辅导费。

       �.考试费：��元/科次，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收取。

    �.论文指导实践考核费:���元/生，由学生本人通过广东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综

合管理信息系统（学生端）”进行缴费。

说明：部分专业，根据教学点所在办学地域、办学条件、办学成本的不同，自学考试辅导费

标准会有差异。

03 04

8
国际经济与贸易

数字媒体艺术

金融学

5000

5500

5000

2.五山校区：广州市天河区
瘦狗岭路463号综合楼408A办公室

钟老师：13501517439

广东省外语艺术
职业学院

9
物流管理 5000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中路492号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一楼开放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20-28219356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校区）

金融学 5000

物流管理 5000

清远市清城区大学东路6号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

博雅楼E区一楼开放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763-3918326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清远校区）

10 物流管理 5000

增城校区：学生事务中心
专升本报名窗口

石井校区：学校礼堂后门、
招聘面试办公室

隔壁国家职能鉴定所专升本报名处
韩老师：15876500933（微信同号）

/15918800848
许老师：15918400163（微信同号）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一）学习形式

      招收与我校合作的高职高专院校全日制专科且在籍在册学生，不招收包括往届高职

高专毕业生在内的任何社会自学考试学生。报读我校自学考试专业不受专科专业限

制，可跨专业报名，部分专业跨专业报名需要加考若干课程。

    学习形式为业余，学习周期为�年。日常基本教学和管理由高职高专院校协助我校组织，

部分课程可由广东财经大学在考前派出教师进行串讲辅导。

（二）考试形式

�.考试时间：统考科目按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安排的时间进行。

�.自学考试实行课程学分累计制：每科考试合格后即可获得该课程的学分，不及格者，可

三、招生对象

四、学习和考试形式

11

数字媒体艺术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商务管理）

5500

4800

4800

阳江市江城区东山路213号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南门综合楼106

黄老师：1342124505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12

工商管理（工商企业管理） 4800

数字媒体艺术 5500

会计学 5000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实训楼二楼G208
陈老师：13420514844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
技术学院

金融学

市场营销

4900

4900

工商管理（现代企业管理） 4900

13

工商管理（现代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工商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商务管理）

4800

4800

4800

水东湾校区：茂名市电白区沙院镇
海城路五路1号

潘老师：19876537652

文明北校区：水东湾校区2号教学楼
4楼东头专升本办公室
李老师：18476517373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学（金融） 4800

数字媒体艺术 5500

会计学 4800

参加该门课程下一次的考试。统考课程重考次数不限，互认课程、委考课程必须在高职高

专院校学习期内办理和报考，结束高职高专学习（毕业、肄业或退学等）离开高职高专院校

后不能办理课程互认和报考委考课程。考生修满学分后即可按照省考办要求申请毕业。

   �.考试地点：委考和实践课程考试在我校或高职高专院校，其它课程一般由市考办统一

安排在所在地区考点进行。



金融学（专业代码：������K）

0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必考（互认） 笔试03709

类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类型 考试方式课程代码

002 市场与市场营销 4 必考 笔试11741

003 商务沟通方法与技能 4 必考 笔试11742

004 企业组织与经营环境 5 必考 笔试11743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101

102

会计原理与实务 5 必考 笔试11744

国际商务金融 6 必考 笔试

战略管理与伦理 6 必考 笔试11745

11750

企业成本管理会计 6 必考 笔试11751

管理数量方法与分析 6 必考 笔试11752

金融管理综合应用 6 必考 笔试11753

金融管理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必考 实践考核10251

103

英语(二) 14 选考（互认） 笔试00015

消费经济学 4 必考 笔试 00183

104 广告学(一) 4 必考 笔试 00181

企业会计学 6 必考 笔试00055

说明：
1.国民教育序列专科以上毕业生，均可直接报考本专业。
2.101至104选考课程中须选考不少于14学分。
3.本专业仅接受国民教育序列的专科（或以上）毕业生申办毕业。

课程设置：必考课11门52学分，选考课4门28学分。

金融学（专业代码：������K 课程组：������K�� 金融）

0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必考（互认） 笔试03709

类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类型 考试方式课程代码

0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5 必考（互认） 笔试04183

线性代数(经管类) 4 必考（互认） 笔试04184003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3 必考 笔试00051
004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1 必考 笔试00052

05 06

         报名时间：����年�月-��月

    咨询电话：各高职高专院校相沟通报名咨询电话（见表�）或广东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网络教育学院（合署），咨询电话：���-��������。

注：其他自学考试“相沟通”专业的考试计划可登录
https://ae.gdufe.edu.cn/����/����/c����a������/page.htm查看。

六、报名时间及咨询电话

七、自学考试专业的考试计划

   学生在获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合格成绩后，按省考办

规定申请毕业登记，可获得由广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广东财经大学副署的自学考试毕

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自考毕业生就业、出国留学、报考研究生、公务

员以及积分入户等方面享受普通高校同层次毕业生同等待遇。符合广东财经大学学士学位

条件者，可申请广东财经大学的学士学位。

五、毕业及待遇



07 08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银行会计学 5 必考 笔试00078

现代管理学 6 必考 笔试

保险学原理 5 必考 笔试00079

00107

金融理论与实务 6 必考 笔试00150

管理学原理 6 必考 笔试00054

市场营销学 5 必考 笔试00058

国际金融 6 必考 笔试00076

101

财务管理学 6 必考 笔试00067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必考 实践考核06999

102 法学概论 6 选考 笔试 00040

英语(二) 14 选考（互认） 笔试00015

103

104

201

202

电子商务概论 4 选考 笔试00896

金融法 4 选考 笔试05678

203

货币银行学 6 加考 笔试00066

财政学 4 加考 笔试 00060

204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6 加考 笔试 00009

银行信贷管理学 6 加考 笔试00073

205

231 国际经济法概论 6 加考 笔试 00246

基础会计学 5 加考 笔试00041

说明：
1.101至104课程中须选考不少于14学分。
2.港澳台考生可不考001课程，但须加考231课程。
3.金融、金融证券、国际金融专业专科毕业生可直接报考本专业，其他专业专科（或以上）毕业生报考本专业
须加考201至205五门课程，已取得相同名称课程考试成绩合格者可申请免考。
4.本专业仅接受国民教育序列的专科（或以上）毕业生申办毕业。

课程设置：必考课13门62学分，选考课4门28学分，加考课6门33学分。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英语(二) 14 必考（互认） 笔试00015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6 必考 笔试

企业管理咨询 4 必考 笔试00154

00149

财务管理学 6 必考 笔试00067

企业经营战略 6 必考 笔试00151

金融理论与实务 6 必考 笔试00150

组织行为学 4 必考 笔试00152

管理学原理 6 必考 笔试00054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3 必考 笔试00051

013 工商企业管理实习 5 必考 实践考核11390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1 必考 实践考核00052

014

201

202

203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必考 实践考核06999

企业会计学 6 加考 笔试00055

204

生产与作业管理 6 加考 笔试00145

企业管理概论 5 加考 笔试 00144

205 市场营销学 5 加考 笔试 00058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6 加考 笔试00009

231 国际经济法概论 6 加考 笔试00060

说明：
1.港澳台考生可不考001课程，但须加考231课程。
2.工商企业管理、工商管理、企业管理专业专科毕业生可直接报考本专业，其他专业专科（或以上）毕业生报
考本专业须加考201至205课程，已取得相同名称课程考试成绩合格者可申请免考。
3.本专业仅接受国民教育序列的专科（或以上）毕业生申办毕业。

课程设置：必考课14门74学分，加考课6门34学分。

笔试

笔试

笔试

工商管理（专业代码：������K 课程组: ������K��工商企业管理）

0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必考（互认）03709

类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代码

0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5 必考（互认）04183

线性代数(经管类) 4 必考（互认）04184003

考试方式类型 

工商管理（专业代码：������K 课程组: ������K�� 商务管理）

0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必考（互认） 笔试03709

类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类型 考试方式课程代码

002 市场与市场营销 4 必考 笔试11741

商务沟通方法与技能 4 必考 笔试11742003

企业组织与经营环境 5 必考 笔试11743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101

102

战略管理与伦理 6 必考 笔试

会计原理与实务 4 必考 笔试11744

11745

国际商务与国际营销 6 必考 笔试11746

管理学与人力资源管理 6 必考 笔试11747

商务运营管理 6 必考 笔试11748

商务管理综合应用 6 必考 笔试11749

商务管理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必考 实践考核10250

英语(二) 14 选考（互认） 笔试00015

103 企业会计学 6 选考 笔试00055

消费经济学 4 选考 笔试00183

104 广告学(一) 4 选考 笔试00181

说明：
1.国民教育序列专科以上毕业生，均可直接报考本专业。
2.101至104选考课程中须选考不少于14学分。
3.本专业仅接受国民教育序列的专科（或以上）毕业生申办毕业。

课程设置：必考课11门52学分，选考课4门28学分。

工商管理（专业代码：������K 课程组: ������K�� 现代企业管理）

0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必考（互认） 笔试03709

类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类型 考试方式课程代码

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必考（互认） 笔试03708

客户服务管理 6 必考 笔试10421003

电子商务运营管理 5 必考 笔试10422004

005
现代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3 必考 笔试08816

现代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2 必考 实践考核08817

中小企业战略管理 6 必考 笔试05171006

销售业务管理 6 必考 笔试10423007

008 现代物流学 4 必考 笔试07114

企业管理咨询与诊断 4 必考 笔试08819
009

企业管理咨询与诊断 2 必考 实践考核08820

09 10

010

011

012

101

102

103

104

201

202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6 必考 笔试

资本运营与融资 6 必考 笔试10424

06093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必考 实践考核06999

英语(二) 14 选考（互认） 笔试00015

企业内部控制 5 选考 笔试10425

团队管理 5 选考 笔试10426

工作分析 4 选考 笔试06092

管理学基础 5 加考 笔试07481

礼仪学 6 加考 笔试18960

说明：
1.101至104课程须至少获得14学分。
2.本专业仅接受国民教育序列的专科（或以上）毕业生申办毕业。

课程设置：必考课12门56学分，选考课4门28学分，加考课2门11学分。

会计学（专业代码：������K）

0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必考（互认） 笔试03709

类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类型 考试方式课程代码

0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5 必考（互认） 笔试04183

线性代数(经管类) 4 必考（互认） 笔试04184003

高级财务会计 6 必考 笔试00159004

005 财务报表分析(一) 5 必考 笔试00161

审计学 4 必考 笔试00160

金融理论与实务 6 必考 笔试00150

006

资产评估 4 必考 笔试00158

007

0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3 必考 笔试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1 必考 实践考核00052
009

财政学 4 必考 笔试00060

国际贸易 4 必考 笔试00089

会计制度设计 5 必考 笔试00162

011

012

013

010

市场营销学 5 必考 笔试00058



11 12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代码：������）

0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必考（互认） 笔试03709

类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类型 考试方式课程代码

0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必考（互认） 笔试03709

英语(二) 14 必考（互认） 笔试00015003

艺术概论 4 必考 笔试00504004

005 阴影与透视(一) 3 必考（委考） 笔试08508

多媒体技术应用 3 必考 笔试05710

多媒体技术应用 3 必考 实践考核05711
006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 3 必考 笔试07759
007

008

VB程序设计 2 必考 实践考核04196

文字图形创意 2 必考（委考） 笔试08509

009

文字图形创意 3 必考 实践考核08510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3 必考（委考） 笔试08511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3 必考 实践考核08512

010 设计表现技法 4 必考（委考） 笔试04027

市场营销（专业代码：������）

0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必考（互认） 笔试03708

类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类型 考试方式课程代码

0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必考（互认） 笔试03709

英语(二) 14 必考（互认） 笔试000150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5 必考 笔试04183004

005 线性代数(经管类) 4 必考 笔试04184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3 必考 笔试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1 必考 笔试00052
006

金融理论与实务 6 必考 笔试00150007

008 消费经济学 4 必考 笔试00183

企业会计学 6 必考 实践考核00055009

014

101

102

103

104

201

202

203

204

英语(二) 14 选考（互认） 笔试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必考 笔试11744

11745

微观经济学 6 选考 笔试11746

统计学原理 4 选考 笔试11747

国际会计与审计准则 5 选考 笔试11748

财务管理学 6 加考 笔试11749

中级财务会计 8 加考 实践考核10250

成本会计 5 加考 笔试00015

205 管理会计(一) 6 加考 笔试00055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6 加考 笔试00183

231 国际经济法概论 6 加考 笔试00181

说明：
1.101至104课程中须选考不少于14学分。
2.港澳台考生可不考001课程，但须加考231课程。
3.会计、会计电算化、财务会计专业专科毕业生可直接报考本专业，其他专科（或以上）毕业生报考本专业须
加考201至205五门课程，已取得相同名称课程考试成绩合格者可申请免考。
4.本专业仅接受国民教育序列的专科（或以上）毕业生申办毕业。

课程设置：必考课14门60学分，选考课4门29学分，加考课6门37学分。

010

011

012

013

014

015

201

202

市场营销策划 5 必考 笔试

国际市场营销学 5 必考 笔试00098

00184

商品流通概论 5 必考 笔试00185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6 必考 笔试00149

国际商务谈判 5 必考 笔试00186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必考 实践考核06999

管理学原理(一) 3 加考 笔试07353

企业形象设计(CIS) 7 加考 笔试07072

说明：
1.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专科（或以上）毕业生可直接报考本专业，非经济类、管理类专业专科（或以上）毕业
生报考本专业须加考“管理学原理（一）”和“企业形象设计（CIS）”两门课程。
2.本专业仅接受国民教育序列的专科（或以上）毕业生申办毕业。

课程设置：必考课15门75学分，加考课2门10学分。



附件：毕业证书及本科学位证书样式

本科学位证书样式

毕业证书样式

010

011

012

013

014

015

设计表现技法 4 必考 实践考核08513

广告与包装设计 4 必考 实践考核

广告与包装设计 2 必考（委考） 笔试08514

08515

计算机三维绘图 3 必考（委考） 笔试08516

计算机三维绘图 3 必考 实践考核08517

计算机图形学 4 必考（委考） 笔试04644

计算机图形学 1 必考 实践考核04645

工业设计方法学 4 必考（委考） 笔试05387

毕业设计 不计学分 必考 实践考核07999

201
素描 4 加考 实践考核04317

素描(五) 4 加考（委考） 笔试08494

202

203

色彩 3 加考（委考） 笔试00674

色彩 5 加考 实践考核04315

204

平面构成 4 加考（委考） 笔试01775

平面构成 2 加考 实践考核08495

色彩构成 2 加考 实践考核08497

色彩构成 3 加考（委考） 笔试08496

说明：
1.数字媒体艺术、工业设计、艺术设计、平面（含广告、包装、装潢等）设计、动漫设计、机械设计、产品造型设
计、室内设计专业专科毕业生可直接报考本专业，其他专业专科（或以上）毕业生报考本专业须加考201至
204，已取得相同名称课程考试成绩合格者可申请免考。
2.本专业仅接受国民教育序列的专科（或以上）毕业生申办毕业。

课程设置：必考课15门78学分，加考课4门27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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