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全校必修课：40-46学分 

（1）全校公共必修课：22-28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备注 开课院系

以实际课号为准 大学英语 2-8 全年 校必 学校要求2-8学分 学校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全年 校必 学校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全年 校必 学校

0403173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
4 全年 校必 学校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全年 校必 学校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一下 校必 学校

以实际课号为准 体育 4 大一大二 校必 学校

04831433 文科计算机基础 3 一上 校必 学校

（2）通识课：18 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备注

00130201 高等数学（B）（一） 5 一上 通识课

00130202 高等数学（B）（二） 5 一下 通识课

00131460 线性代数（B） 4 一上 通识课

02834720/E2834721 概率统计（中英文） 4 一下 通识课

2、专业核心课：35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备注

02831113 商务英语（一） 2 一上 专核 光华学生必须修

02831114 商务英语（二） 2 一下 专核 光华学生必须修

02831110 经济学 4 一上 专核
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形

式，双学位必修

02832110 微观经济学 3 一下 专核

02832120/E2832121 宏观经济学（中英文） 3 二上 专核

以实际课号为准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2 三下 专核

02832510/02838430 财务会计（中英文） 3 一下 专核

02830140 社会心理学 3 一下 专核

02838500 组织与管理 4 二上 专核
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形

式，双学位选修

02832640 营销学 3 二上 专核

02833430/E2833431 公司财务管理（中英文） 3 二上 专核 双学位必修

02838470 管理科学 3 三上 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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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业必修课：18学分

金融学专业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备注

02833160 货币金融学 3 二下 专必

02834420/E2834421 证券投资学（中英文） 3 二下 专必

02836020 金融计量经济学 3 二下 专必

02833230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3 三上 专必

02838460 国际金融 2 三上 专必

02833475 金融工程 2 三下 专必

02831570 固定收益证券 2 四上 专必

金融经济方向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备注

02831580 金融经济学 3 二下 专必

02833720 计量经济学 3 二下 专必

02831610 产业分析的理论与政策 3 二下 专必

02834780 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 3 二下 专必

02831560 计量经济学应用 3 三上 专必

02831620 劳动经济学 3 三上 专必

市场营销专业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备注

以实际课号为准 营销研究方法（原名：市场研究） 3 二下 专必

02837120 消费者行为 3 二下 专必

02832700 定价管理 2 三上 专必

以实际课号为准
新产品开发与管理（原名：产品管

理）
2 三上 专必

02838440 市场数据分析 2 三上 专必

02838300 整合营销传播 2 三下 专必

02838350 渠道管理（英） 2 三下 专必

02833460 品牌管理 2 三下 专必

会计学专业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备注

02833540 中级财务会计 4 二下 专必

02832480 成本与管理会计（中英文） 3 大二 专必

02833600 税法与税务会计 2 三上 专必

02833670 高级财务会计（中英文） 2 大三 专必

02834430/02838180 财务报表分析（中英文） 2 大三 专必

02834510 审计学 3 三下 专必



02832540 高级管理会计（中英文） 2 大三 专必

学部内必修课： 8学分 从以下课程选修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备注

06234950 新制度经济学 4 二下 专必 国发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3 三下 专必 经院

02533350 外国经济思想史 3 二下 专必 经院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3 三下 专必 经院

02535250 外国经济史 2 待定 专必 经院

02530170 《资本论》选读 2 三上 专必 经院

02533490 世界经济史 2 三上 专必 经院

以实际课号为准 保险精算学 3 三下 专必 经院

论文：２学分

4. 自主选修课： 30学分

（1）学院选修：8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备注

02838160 数据分析与统计软件 2 二上 院选

02834730 创业管理 2 二下 院选 双学位必修

02837120 消费者行为 3 二下 院选

02837140 中国商务（英） 2 二下 院选

02838250 人生规划与职业发展 2 二下 院选

02838092 中国企业经营与管理 1 三上 院选 双学位选修

0283815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三上 院选 大类平台

02838190 中国金融热点问题 2 三上 院选

02838280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专题 2 三上 院选

02831690 国际金融与资本市场专题（英） 2 三上 院选

02830170 电子商务（英） 3 三上 院选
与《互联网与商业模式

创新》二选一

02832690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英） 2 三上 院选 与《供应链管理》二选
一

02831680 金融风险与管理（英） 2 三上 院选

02834750 创新管理 2 三上 院选 双学位必修

02834860 可持续创业 2 三上 院选 双学位选修

02834800 综合商业计划书竞赛 2 三上 院选 双学位必修

02834850 创业企业成长 2 三上 院选 双学位选修

02838270 创业机会识别与分析 2 三上 院选 双学位选修

02832220 民商法 3 三下 院选 通选课/双学位选修

02833680 生产作业管理 2 三下 院选

02830110 人力资源管理 3 三下 院选 双学位选修

02838070 从案例学习管理 3 三下 院选 双学位选修

02834890 互联网与商业模式创新 3 三下 院选
双学位必修，与《电子
商务（英）》二选一

02837190 供应链管理 2 三下 院选
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英）》二选一

02838130 中国社会与商业文化（英） 2 三下 院选

02838370 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英） 2 三下 院选

02838320 随机分析与应用 2 三下 院选

02834370 企业伦理 2 三下 院选 双学位选修

02838390 公司并购与重组 2 三下 院选

02834870 创业与创新实践 3 三下 院选 双学位必修

02832230/E2832231 商战模拟（中英文） 2 大三 院选

02830280 运营管理（英） 3 四上 院选

02834390 战略管理（英） 2 四上 院选 双学位必修

02830230 商业活动在中国：管理视角（英） 3 四上 院选



02838310 财务分析与量化投资 2 四上 院选

02838330 价值投资 2 四上 院选

02831270 时间序列分析 2 院选

02831888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3 院选

以实际课号为准 光华人文讲座 待定 待定 院选

以实际课号为准 光华科学讲座 待定 待定 院选

以实际课号为准 生活与工作中的心理学 2 二下 公选课

02831520 会计学 3 二下 公选课 双学位选修

02838240 金融市场 2 三下 公选课

02838900 数据价值与产业实践 2 公选课

02834020 金融学概论 3 二上 通选课

02838360 微观经济学 3 二上 通选课



02832600 营销学原理 3 二下 通选课 双学位必修

02830290 管理学 3 二下 通选课 双学位必修

02832510 财务会计 3 二上 大类平台

（2）专业选修课：8学分

金融学专业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备注

02838420 金融中的数学方法 2 三上 专选

以实际课号为准 金融衍生工具 2 三下 专选

02834760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2 三下 专选

02831590 国际金融与国际财务管理（英） 2 三下 专选

02837020 投资银行（英） 2 三下 专选

以实际课号为准 国际财务管理（英） 2 三下 专选

02838400 行为金融 2 三下 专选

02838180/02834430 财务报表分析（中英文） 2 大三 专选

02830260 影子中央银行（英） 2 大三 专选

02831540 金融建模 2 四上 专选

02837180 财务案例分析 2 四上 专选

02838490 风险管理与保险 2 四上 专选

02838340 创业投资 2 四上 专选

02830270 资产评估 2 四上 专选

02838200 权益证券投资 2 四上 专选

金融经济方向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备注

02833160 货币金融学 3 二下 专选

02834420/E2834421 证券投资学（中英文） 3 二下 专选

02831650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3 二下 专选

02830150 中国经济 2 三上 专选

02837170 策略与博弈 3 三上 专选

02831600 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英文） 3 三下 专选

02831660 信息经济学 3 三下 专选

02831666 转型与发展经济学 2 三下 专选 两年开一次

02831160 行为经济学 3 三下 专选 两年开一次

市场营销专业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备注

02834660 服务营销 2 二下 专选

02837122 互联网时代营销新模式 2 二下 专选

02838450 新媒体营销与精准广告 2 三上 专选

02833490 国际市场营销 2 三上 专选

02838950 社会影响力营销 2 三下 专选

以实际课号为准
营销学前沿研究（原名：市场营销

专题）
2 三下 专选

02832650 市场营销战略 2 四上 专选

以实际课号为准 体育营销 2 四上 专选

会计学专业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备注

02838170 会计信息与数据分析 2 三上 科研课程

以实际课号为准 特殊业务会计 2 三下 专选

02834530 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 2 三下 专选

02833570 财务会计理论与政策 3 三下 专选



02837180 财务案例分析 2 三下 专选

02835620 会计审计与财务管理专题 2 四上 专选

02832430 金融企业会计 2 四上 专选

（4）本科生科研训练：2 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开课系

以实际课号为准 学术之星 2 大二/大三 科研训练 学院

02834760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2 三下 科研训练 金融

02831540 金融建模 2 四上 科研训练 金融

02838170 会计信息与数据分析 2 三上 科研训练 会计

以实际课号为准 经济学研究专题 2 四上 科研训练 金融经济

以实际课号为准
营销学前沿研究（原名：市场营销

专题）
2 三下 科研训练 市场营销

（5）通选课：12学分，分为以下六个领域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备注

A．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B．社会科学类：至少2学分
C．哲学与心理学类：至少2学分
D．历史学类：至少2学分
E．语言学、文学、艺术与美育类：
至少2学分，其中至少一门是艺术与
美育类课程
F.   社会可持续发展类：和A类相加
至少4学分

12学分 四年 通选 根据学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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