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专业介绍

1、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智能）专业介绍（专业代码：120102）

本通过修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和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培养具有先进

管理理念，掌握金融管理基础知识、信息管理理论与系统科学方法，熟练掌握金

融数据处理技术以及金融智能化方法，具备较强的金融大数据分析能力，能在银

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和管理部门，以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从事信息

管理、电子支付、智能投顾、大数据金融、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施、维护与评价等

方面工作，具有健全人格、富有创新精神，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金融智能方面的

创新创业人才。毕业时颁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智能）本科毕业证书，符

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管理学学位。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课程（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运营管

理等、ERP 原理与实践、互联网与全球化）；专业核心课程（计算机网络、操作

系统、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信息资源组织与管理、电子商务实务、数据库原理

及应用、互联网金融技术基础、金融大数据分析、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互联网

金融平台等）。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财经大数据管理）介绍（专业代码：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财经大数据管理）：2016 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

合评价排名第二！本专业依托学校财经学科优势，强化学科交叉，采用“厚基础、

重工程、深融通、精方向”的培养模式，培养既熟悉财经领域的组织与运营模式、

理解财经领域业务流程及业务逻辑，又熟练掌握计算机软件与硬件、程序设计与

算法、数据库与数据挖掘、系统分析与集成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能胜任在

银行、证券、保险等财经领域从事数据分析与解读、数据挖掘、产品运营策划与

咨询、数据可视化、大数据管理、大数据系统和金融信息系统的开发、维护、决

策支持等工作，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卓越工程应用型人才。毕业时颁

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财经大数据管理）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

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专业特色课程（会计学基础、管理学原理、金融学概论、国际贸

易概论、大数据管理技术、数据挖掘、财经数据分析、金融信息系统等）；专业



核心课程（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操作系统原理、

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系统原理、数据库应用开发技术、软件工程等）。

3、信息与计算科学（经济计量方向）专业介绍（专业代码：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经济计量）：2016 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排

名第一！本专业采用“跨学科教育+经济数据分析+实际项目推动”的专业培养模

式，着力培养既系统掌握扎实的数学基础理论、丰富的计算科学专业知识，又具

备经济理论分析和财经数据处理能力，实现“行业就业率高、经济数据处理能力

强、数学建模能力强” 的培养目标，并且能承担银行、证券、咨询、保险等相

关财经行业中的数据分析和处理工作，或大中小型企事业单位、高校及科研院所

中的财经信息数据管理或研究工作，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

应用型人才。毕业时颁发信息与计算科学（经济计量）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

授予条件的，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专业特色课程（经济数学及其应用、经济数据分析、计量经济学

Ⅰ、财经管理信息系统、金融衍生品、金融工程等）；专业核心课程（数学分析、

计量经济学Ⅱ、管理统计学（双语）、数值计算方法、概率统计、经济数学模型

与仿真、时间序列分析、证券投资学等）。

4、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介绍（专业代码：080910T）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本专业面向金融大数据、商务大数据、

工业大数据和政府政务大数据的处理、分析和应用需求，培养具备扎

实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基础、基于统计与优化的数据分析与建模能力、

基于专业化行业知识的数据应用解决方案设计能力，未来能够立足金

融机构、工商企业、政府部门等不同行业，从事数据分析与管理决策

工作，具备“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主要课程: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原理与技术、数据结构、并行与

分布式计算、Hadoop/Spark大数据开发技术、算法分析与设计、管理

统计学、计量经济学、随机过程、时间序列分析（双语）、数学建模、

运筹学、最优化原理与算法、数据挖掘与分析、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

网络爬虫实战、数据可视化、数据分析软件应用



江西财经大学 2018 年本科招生专业（方向）分析表

专业名称（方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智能）
归属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

授予学位类别 管理学 专业开设时间 1989年

学历证书专业名称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是否新增专业 否

专业（方向）介绍：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隶属于信息管理学院，从 1989 年开始面向全

国招收本科生，1993 年开始招收会计、经济决策支持系统方向的研究生，是我国开设该专业的

最早学校之一。经过 20 多年的办学实践，已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中形成了相当完善的教学

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各层次、各种类型的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人才，其中很多毕业学子已经

成为企业家、企事业单位的技术骨干或单位领导。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为国家第一类特色专

业、江西省品牌专业；现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予权，下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经济管理决策分析、服务计算及应用等

四个二级学科；现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为江西省“十

五”和“十一五”重点学科、江西省“十二五”首批高水平学科。

2017 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排名第一！

专业特色与竞争优势：通过修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科技类相关课程，培养具有先进

管理理念，掌握金融管理基础知识与信息管理理论、系统科学方法，熟练掌握金融科技数据处理

技术以及金融科技平台开发方法，具备较强的金融大数据分析能力，能在银行、证券、保险等各

类金融机构和管理部门，以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互联网金融企业从事信息管理、电子支付、

咨询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施、维护与评价等方面工作，具有健全人格、富有创新精神，具有

较强实践能力的金融科技方面的创新创业人才。毕业时颁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科技）本

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管理学学位。

主要课程：专业特色课程（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运营管理等、ERP 原理

与实践、互联网与全球化）；专业核心课程（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信

息资源组织与管理、电子商务实务、数据库原理及应用、互联网金融技术基础、金融大数据分析、

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互联网金融平台等）。



毕业生升学就业机会分析

国内读研

竞争优势：每年拥有一定的保研机会，良好的学习氛围，且学院开

放考研自习室供学生使用，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给学生。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专业为国家第一类特色专业，本专业通过修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专业以及金融领域相关课程，培养具有财经管理基础知识和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理论基础，培养懂管理的技术人才和懂技术的管理人才，

知识掌握比较全面，学生踏实努力，学风淳朴，受到很多高校的欢迎。

毕业生读研近三年代表院校：中山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

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南财

经大学等。

出国（境）深造

竞争优势：培养的学生知识面广，学习能力强，综合能力好，可选

择的继续深造的专业也比较多，且多种留学项目可选择，学生受到很多

外国高校欢迎。

毕业生读研近三年代表院校：芬兰奥卢大学、埃塞克斯大学、澳大

利亚昆士兰大学、ESC RENNES SCHOOL OF BUS、HochschulefürTechnik und

Wirtschaft Berlin 等

市场专业

服务机构就业

（事务所、咨询公

司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管理决策、管理咨询、战略管理、运营管

理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管理咨询师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上海科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

海杰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广州瑞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南昌汇弘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等

金融机构就业

（银行、证券、保

险、期货、基金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信息系统开发、金融数据处理、金融数据

分析、金融数据挖掘、银行技术顾问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金融分析师、专业技术顾问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浙江泰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南昌招商银行、

景德镇银行、上饶银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般非金融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计算机编程、后台维护、数据分析、信息



企业就业

（外资、国有、民

营等）

系统维护、软件设计、运营管理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运营管理师、系统架构师、IT 工程师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首钢矿业公司、江西中烟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江西省第一建筑有限公司、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中国移动广

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深圳天软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深圳雁联计算系统有限公司、深圳天音通信有限公司

政府机关就业

（公务员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管理决策、计算机编程、后台维护、数据

分析、信息系统维护、软件设计、运营管理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管理类岗位、技术类岗位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浙江舟山海事局、海南省海口海关等

事业单位就业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管理决策、计算机编程、后台维护、数据

分析、信息系统维护、软件设计、运营管理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管理类岗位、技术类岗位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江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江西日报社、

九江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等

其他就业

（创业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

交叉就业

交叉就业职业工作内容：会计师

毕业生交叉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广东智华会计师事务所、江西中

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南昌

市诚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等



江西财经大学 2018 年本科招生专业（方向）分析表

专业名称（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财经大数据管理）
归属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

授予学位类别 工学或理学 专业开设时间 1998年

学历证书专业名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是否新增专业 否

专业（方向）介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隶属于信息管理学院，为江西省品牌专业、

特色专业，1998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分别于 2003 年、2006 年获批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软件与理论二级学科硕士点， 2010 获批计算机技术领域工程硕士授予权，2011 年获批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其中计算机应用技术二级学科为江西省“十五”和“十一五”

重点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江西省“十二五”重点学科、示范性硕士点。

2016 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排名第二！

专业特色与竞争优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立足于计算机应用技术，结合我校财经管

理背景和在经济管理领域的优势，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专业基础、融通经济管理领域知识、

熟悉企业开发的流程和规范、熟练掌握企业项目开发核心技能、适应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的

变化、具有良好的组织管理和交流沟通能力、国际交流合作能力和创新创业素质、具有强烈

社会责任感、能够胜任信息系统开发管理、数据库系统工程、电子商务设计和系统集成项目

管理工作的卓越工程应用型人才。利用学校财经背景，通过与银行、证券、工商企业等联合

办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形成了鲜明的信息系统专业方向特色，毕业生素质高、能力强，

每年有 8%左右的毕业生考取 985 高校及中科院的计算机专业硕士研究生，有 60%以上的毕业

生进入银行、证券、工商、咨询、服务、物流、政府等很多行业和部门从事信息系统专业方

向的工作，在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师、数据库系统工程师、电子商务设计师、系统集成项目管

理工程师等岗位上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形成了财经类院校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独特优势。目前已在信息系统、数据库与数据挖掘、电子商务、图像处理、管理决策等领域

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主要专业课程：专业核心课 (程序设计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结构与算法、离散

数学、操作系统原理、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数据库系统原理、软件工

程、编译方法、计算机网络、Java开发技术)；特色方向课(数据库应用开发技术、组网技术、

信息安全技术、金融信息系统、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金融数据分析、计算机网络系统设计、

现代信息检索、嵌入式软件开发、移动(手机)软件开发、软件项目管理)，其中《数据库系统

及应用》2007 年被为国家精品课程，2013 年转型建设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2010 年被评为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计算机应用基础》、《程序设计基础》、《数

据库系统原理》、《软件工程》等课程被评为江西省精品（优质）课程。



毕业生升学就业机会分析

国内读研

竞争优势：每年拥有一定的保研机会，良好的学习氛围，且学院开放

考研自习室供学生使用，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给学生。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为江西省品牌专业，本专业依托财经背景，强化学科交叉，

采用“厚基础、重工程、深融通”的培养模式，培养熟悉企业组织与

运营、会计金融业务流程，掌握计算机软件与硬件、系统分析与集成

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学生学术功底较为扎实，计算机知识掌握

全面，考研能力比较强，受很多高校欢迎。

毕业生读研近三年代表院校：华中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西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出国（境）深造

竞争优势：培养的学生在数据管理与数据分析、网络与计算机系统架

构、企业信息系统分析、移动软件设计等方面能力突出，学习能力强，

综合能力好，可选择的继续深造的专业也比较多，且多种留学项目可

选择，学生受到很多外国高校欢迎。

毕业生读研近三年代表院校：芬兰奥卢大学、Golden Gate University

等

市场专业

服务机构就业

（事务所、咨询公

司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技术咨询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咨询管理师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北京赞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雁

联计算系统有限公司、北京国瑞鼎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紫金支

点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易讯正通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江苏苏宁易

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

金融机构就业

（银行、证券、保

险、期货、基金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金融数据挖掘、银行信息系统分析、银行技

术顾问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信息系统分析师、专业技术顾问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浙江泰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南昌招商银行、

景德镇银行、上饶银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财富信息

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青云谱区田园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般非金融

企业就业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计算机编程、后台维护、数据分析、信息系

统维护、软件设计、运营管理等



（外资、国有、民

营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运营管理师、系统架构师、IT 工程师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东莞市邮政局、首钢矿业公司、江西中

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第一建筑有限公司、中国华西企业有限

公司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深圳天

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深圳雁联计算系统有限公司、深圳天音通信有

限公司、北京易讯正通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广州赞同科技有限公

司、中企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等

政府机关就业

（公务员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计算机编程、后台维护、数据分析、信息系

统维护、软件设计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技术类岗位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国土资源局、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等

事业单位就业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计算机编程、后台维护、数据分析、信息系

统维护、软件设计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技术类岗位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江西日报社、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

司、广州南方人才资源租赁中心、温州市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等

其他就业

（创业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

交叉就业

交叉就业职业工作内容：会计师、销售类、综合类

毕业生交叉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厦门青岛啤酒东南营销有限公司、

广东智华会计师事务所、江西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南昌市诚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金

仕达卫宁公司、杭州哈有贸易有限公司、南昌炎泰传媒有限公司等



江西财经大学 2018 年本科招生专业（方向）分析表

专业名称（方向）
信息与计算科学

（经济计量方向）
归属学院（盖章） 信息管理学院

授予学位类别 理学 专业开设时间 2001

学历证书专业名称 信息与计算科学 是否新增专业 否

专业（方向）介绍：本专业为江西省高水平专业，是江西省“九五”、“十五”、

“十一五”重点学科，具有理学学士、硕士（数量经济学）和博士（数量经济学）学位

授予权。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和经济管理特别是

金融数据分析能力，掌握计算学科基础理论、方法与技能，懂得经济管理学科基本知识，

同时受到科学研究初步训练，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人才。毕业生能在科技、

教育、信息、金融等企事业单位或政府机关等部门从事计算机应用开发、信息处理、数

据分析与挖掘等工作或继续攻读金融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数量

经济学等相关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

2016 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排名第一！

专业特色与竞争优势：要求学生熟练运用 C++和 MatLab 编程，熟练使用 SAS、SPSS、

Eviews，强化学生数据分析能力的培养；开设金融衍生品、金融工程、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优化、金融数据分析等特色方向课程，使学生在金融风险管理方面有较全面的知识，

并形成该专业的特色方向之一；在教学中加大案例教学力度，相关课程要求上机实验，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熟悉相关管理领域的基本流程及

策略，培养学生综合管理能力和技术分析能力，掌握管理科学方法在金融风险识别、度

量、控制等环节的应用。

主要专业课程：数学分析、线性代数、概率统计、微分方程、数值计算方法、计算

机应用技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构与算法、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库系统原理、

运筹学、西方经济学、管理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决策理论与方法、货币银行学、金融

工程、金融衍生产品、金融风险管理、现代物流管理、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数据仓库

与数据挖掘、金融信息系统、物流信息系统、时间序列分析、经济数学模型与仿真、数

学建模等及主要专业课的实训等。其中《运筹学》、《决策理论与方法》分别与 2006 年、

2010 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决策理论与方法》2013 年转型建设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计量经济学》2014 年立项为江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017 年立项为江西省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



毕业生升学就业机会分析

毕业生升学就业机会分析

国内读研

竞争优势：每年拥有一定的保研机会，良好的学习氛围，且学院开放考研自

习室供学生使用，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给学生。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培养数

学和计算机类综合人才，本专业遵循“特色化管理、个性化培养、精英化教

育”的人才培养理念，采用“跨学科教育+金融数据分析+实际项目推动”的

专业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学生系统掌握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金融数量分析

和数据处理方法，培养学生具备金融理论分析和金融数据处理能力，可以往

金融分析方向发展，研究生入学率高。

毕业生读研近三年代表院校：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等。

出国（境）深造

竞争优势：培养的学生数学分析能力强、金融数据处理能力强，可选择的继

续深造的专业也比较多，且多种留学项目可选择，学生受到很多外国高校欢

迎。

毕 业 生 读 研 近 三 年 代 表 院 校 ： 芬 兰 奥 卢 大 学 、 埃 塞 克 斯 大 学 、

HochschulefürTechnik und Wirtschaft Berlin 等

市场专业

服务机构就业

（事务所、咨询公

司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管理咨询、战略管理、运营管理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管理咨询师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上海杨浦区雷励青年公益发展中心、上海采恬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市金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伊依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上海科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杰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瑞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南昌汇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广州市根之源人

力资源服务有限公等

金融机构就业

（银行、证券、保

险、期货、基金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金融数据分析、金融数据挖掘、银行技术顾问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金融分析师、数据分析师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浙江泰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南昌招商银行、景德镇银行、

上饶银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般非金融

企业就业

（外资、国有、民

营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计算机编程、后台维护、数据分析、信息系统分析

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数据分析师、系统分析师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纽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华西企

业有限公司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深圳天

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浙江远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深圳雁联计算系统有限

公司、深圳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北京易讯正通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广州

赞同科技有限公司、中企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泰豪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等



政府机关就业

（公务员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计算机编程、后台维护、数据分析、信息系统维护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经济类岗位、技术类岗位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国税局

事业单位就业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计算机编程、后台维护、数据分析、信息系统维护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经济类岗位、技术类岗位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其他就业

（创业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

交叉就业

交叉就业职业工作内容：会计师、物流师、销售经理等

毕业生交叉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浙江润成门业有限公

司、广州市德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广东智华会计师事务所、江西中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南昌市诚信税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等



江西财经大学 2018 年本科招生专业（方向）分析表

专业名称（方向） 管理科学 归属学院（盖章） 信息管理学院

授予学位类别 管理学 专业开设时间 2002年

学历证书专业名称
管理科学（金融风险管

理）
是否新增专业 否

专业（方向）介绍：管理科学专业是信息管理学院的一个特色专业，2002 年开

始招生本科生，分别于 2001 年，2003年获批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

点，2007 年获批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是江西省“十五”、“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学科，江西省“重中之重”学科。

专业前身（管理科学）获 2017 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

排名第一！

专业特色与竞争优势：要求学生熟练运用 C++和 MatLab 编程，熟练使用 SAS、

SPSS、Eviews，强化学生数据分析能力的培养；开设金融衍生品、金融工程、金融

风险管理、金融优化、金融数据分析等特色方向课程，使学生在金融风险管理方面

有较全面的知识，并形成该专业的特色方向之一；在教学中加大案例教学力度，相

关课程要求上机实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熟悉

相关管理领域的基本流程及策略，培养学生综合管理能力和技术分析能力，掌握管

理科学方法在金融风险识别、度量、控制等环节的应用。

主要专业课程：专业核心课：运筹学、决策理论与方法、管理学原理、管理统

计学、管理信息系统、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程序设计基础、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西方经济学、会计学、财务管理、组织行为学、生产运作管理、

金融衍生品、金融工程、金融风险管理、金融优化、金融数据分析。专业特色课：

决策理论与方法、生产运作管理、金融工程、金融风险管理、金融数据分析。其中

《运筹学》、《决策理论与方法》分别与 2006 年、2010 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决

策理论与方法》2013 年转型建设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运筹学》2014 年立项

为江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016 年立项为江西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毕业生升学就业机会分析

国内读研

竞争优势：每年拥有一定的保研机会，良好的学习氛围，且学院开放考

研自习室供学生使用，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给学生。管理科学专业培养

金融管理类综合人才，本专业遵循“特色化管理、个性化培养、精英化

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采用“跨学科教育+金融风险管理+实际项目推

动”的专业培养模式，培养学生掌握管理科学和金融风险管理的理论、

数量分析技术与金融风险管理操作技能，跨专业考研也比较有优势，学

生踏实努力，学风淳朴，考研率高。

毕业生读研近三年代表院校：香港城市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

湖南大学、东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广东工业大学、

广西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

出国（境）深造

竞争优势：培养的学生数学建模能力强、金融风险管理能力强、综合能

力好，可选择的继续深造的专业也比较多，且多种留学项目可选择，学

生受到很多外国高校欢迎。

毕业生读研近三年代表院校：香港城市大学、法国雷恩商学院、ESC

RENNES SCHOOL OF BUS 等

市场专业

服务机构就业

（事务所、咨询公

司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管理决策、管理咨询、战略管理、运营管理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管理咨询师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上海采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市金泽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伊依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上海科蒂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杰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广州瑞立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南昌汇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

金融机构就业

（银行、证券、保

险、期货、基金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金融数据管理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金融分析师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泰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南昌招商银行、景德镇

银行、上饶银行、玉山三清山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般非金融

企业就业

（外资、国有、民

营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运营管理、数据管理、物流管理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运营管理师、物流工程师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江西江铃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正

力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燕加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采怡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城市之星运输有限公司、深圳车仆汽车用品发



展有限公司、上海润洋贸易有限公司等

政府机关就业

（公务员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管理决策、运营管理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管理类岗位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海口海关、国土资源局、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国税局等

事业单位就业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管理决策、运营管理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管理类岗位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人才资源租赁中心、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等

其他就业

（创业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

交叉就业

交叉就业职业工作内容：会计类、教育管理类、销售类

毕业生交叉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天音通

信有限公司、南昌明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智华会计师事务所、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江西德泰医药生物营销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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