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信息管理学院招生专业及分析介绍

2021 年，信息管理学院共有四个本科招生专业，分别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金融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财经大数据管理）、信息与计算科学（经

济计量）、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其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智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财经大数据管理）、信息与计算科学（经济计量）为国家级

一流专业建设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为 2018 年开设的新兴专业。

2021 年，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财经大

数据管理）招生名额为 100 个，信息与计算科学（经济计量）、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招生名额为 60 个。

学院办学亮点:

以“数智融合、专业融通、学科交叉、财经应用”为发展目标，依托学科竞

赛、科研课题、学术论文等实践活动，培养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管理决策方法

深度融合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学院办学特色：

信息管理学院依托学校财经背景，坚持以“扬信息技术之长，悟财经管理之

道”作为人才培养方向。信息管理学院拥有本硕博及博士后完整的培养体系。拥

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4个

本科专业，其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计算科学为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为 2018 年设置的新兴专业。

在专业融通、学科交叉的培养方式下，为各个专业设置了特色人才培养方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财经大数据管理）、信

息与计算科学（经济计量）。一方面，人才培养方向多样化、契合学生兴趣，培

养学生理论和实践能力，另一方面，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新工科、人工智能、数

字经济等），培养既懂信息技术、具备数据分析与编程能力，又懂财经管理知识

的复合型人才。

学院师资雄厚，拥有国务院特贴专家 4人，国家优青 1人，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人选 1人，长江学者客座教授 1人。坚持组团队搭平台，提高教学科研水平。

学院拥有图像处理、信息资源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知识工程、经济管理定

量分析等 11 个科研团队，立项国家基金 119 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和

江西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三等奖和多项省级人文社科奖。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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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决策与决策支持”“信息系统系列课程”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运筹学》、

《数据库系统及原理》、《软件工程》3门国家级一流课程，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 1项。

学院积极发挥党建带团建优势，在四型育人体系下，围绕“一个目标、两个

导向、三个重点、四个载体”，积极推进团学“1234”培养工程。先后获“全国

党建样板党支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五四红旗团总支部”等荣誉

称号。

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学院的毕业生就业面广，薪资水平高，发展前景

可期，一直为校就业工作先进单位。2020 年，江财毕业生初次薪酬进入全国百

强，软件类、信息 IT 类毕业生起薪最高，超过 7000 元。

为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学院特别重视第二课堂建设，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校园

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学院崇尚“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建有机器

人俱乐部、思辨学社、读书会、创业中心等 30 余个学生文化社团。学院先后跟

腾讯云、远光软件、安硕信息等企业建立了产学研或实习实训合作。在本科生导

师的带领下，学生“走出宿舍、走进实验室”，积极参与学科竞赛或科研项目。



江西财经大学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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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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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目标：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将信息技术与财经管理深度融合，培养具有先进管理理念，

掌握系统化管理思想、信息管理理论与系统科学方法，熟练掌握数据处理技术以及

智能化方法，具备较强的大数据分析能力，能在 IT 行业、金融机构及政府机关从事

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大数据分析、商务智能等方面工作，具有职业道德、富

有创新精神，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现代管理需要

的创新创业型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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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特色与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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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高层次、复合型的信息技术

和信息管理人才，很多毕业生已经成为金融行业、企事业单位的技术和业务骨干领

导。

专业特色：依托财经院校的经济管理学科优势，体现信息技术与财经管理的深度融

合，以培养“懂信息技术的管理人才和懂管理的信息技术人才”为根本任务，以金

融智能作为专业特色方向，创新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方法，以丰富的教学资源、教

学手段培养 IT与金融融合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竞争优势：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智能）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国家第一类特色专业、江西省一流专业（优势专业）建设点、江西省品牌专业、2017

年省专业评估第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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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拥有本、硕、博、

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专业所属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江西省一流学科

（优势学科）建设点，省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联盟牵头单位，江西省“十五”和“十



一五”重点学科和“十二五”首批高水平学科。

2019 年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17 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排名第一！

主要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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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

原理与实践、人工智能基础、金融创新与金融智能、金融大数据分析、互联网金融

平台开发）；专业核心课程（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管理统计学、计算机网络、操

作系统、管理信息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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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机器学习与

金融应用等）。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智能）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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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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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暨南

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大学、海南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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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南安普敦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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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倍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

金融机构就业

（银行、证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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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期货、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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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都分行、华融消

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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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产品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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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产品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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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山东省

电力公司等

政府机关就业

（公务员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管理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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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省国税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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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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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 信息管理学院

授予学位类别 工学或理学 专业开设时间 1998

学历证书专业名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是否新增专业 否

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既具备计

算机软件与硬件、程序设计与算法、数据管理与数据挖掘、信息系统分析与开发、

移动软件设计与开发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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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胜任银行、证券、大中型企业和政府机关等

企事业单位的(财经)数据管理与分析、(财经)软件系统的设计开发及应用等方面的

工作，具有“信、敏、廉、毅”素质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工程应用人才。

专业特色与竞争优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为江西省品牌特色专业，2013年立项江西省普通本

科高校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项目，2016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排

名第二，2019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19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工

党支部获批第一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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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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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胜任在银行、

证券、保险等财经领域从事数据分析与挖掘，产品运营、策划与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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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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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大数据管理专业方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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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毕业生进入互联网、金融、软件和电子商务等行业和部

门从事信息系统开发、数据分析与挖掘、大数据管理等专业方向的工作，在信息系

统开发工程师、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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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16 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排名第二！

主要专业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计算机组

成原理、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原理、数据库系统原理、离散数学、软件工程）；

特色方向课（并行与分布式计算、大数据管理技术、数据挖掘、财经数据分析、We

b前端开发技术、Java应用开发技术、数据库应用开发技术、移动开发技术），其中

“数据库系统及应用”是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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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系统原理”

“C语言与程序设计方法”为江西省优质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软件工程”

为江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软件工程”为江西省MOOC课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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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具有良好的学习氛围，鼓励

并支持学生科研，学院为考研学生专设自习室，并灵活安排他们的毕业

设计等工作，使得学生能够安心复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为国家一

流专业建设点和江西省品牌专业，本专业重视课程建设和课程教学，狠

抓教学质量，学生基础知识牢固，专业能力较强；本专业依托财经背景，

强化学科交叉，学生可以考本专业研究生，也可以跨专业报考，学生受

很多高校欢迎。

毕业生读研近三年代表院校：中国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南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南理工大

学、苏州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

出国（境）深造

竞争优势：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在数据管理与数据分析、信息系统分析、

移动软件设计等方面能力突出，学习能力强，语言能力较好，综合素质

较高，可选择的继续深造的专业也比较多，且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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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普顿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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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运维、技术支持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数据分析师、运维专员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北京倍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安能聚

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德勤



华庆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能仕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夙尔人

力资源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河南润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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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据分析与挖掘、信息系统开发、软件测

试、运维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软件开发工程师、运维专员、数据分析师、算法工

程师、软件测试工程师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广州银行、江

西银行、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风南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北京亿润财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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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软件测试、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

大数据开发、数据运营、技术支持、运维、产品设计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软件开发工程师、算法工程师、软件测试工程师、

数据分析师、数据挖掘工程师、大数据开发工程师、数据运营、技术支

持专员、运维专员、产品经理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安硕数科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欢乐互娱（上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软通动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科迪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云中盛科技有限公司、赞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泛微软件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易联众民生（厦

门）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时代银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公教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航空有限公司、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上

饶市中科院云计算中心大数据研究院

政府机关就业

（公务员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数据分析、技术支持、系统维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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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计划、税务局、国土资源局等

事业单位就业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软件开发、数据分析、技术支持、系统维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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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广播电视台、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广州南方人才资源租赁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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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类、销售类、综合类

毕业生交叉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横店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学而思培训中心、江西星卓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苏红

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江西财经大学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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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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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科学研究初步训练，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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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与挖掘、信息处理、计算机应用开发等工作或继续攻读数学、统计学、金融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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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特色与竞争优势：

（1）厚基础：加强学生数学专业知识的学习深度和广度，为学生的后续工作/

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2）强能力：要求学生熟练使用 SAS、SPSS、EViews 等软件，熟练运用 C++和

MATLAB 编程，强化学生数据分析能力的培养；

（3）聚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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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重实践：在教学中加大案例教学及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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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宽口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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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获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2016 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排名第一！



主要专业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概率统计、微分方程、数值

计算方法、运筹学、时间序列分析、经济数学模型与仿真、数学建模、决策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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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方向课程：西方经济学、管理统计学、计量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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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信息系统等及主要专业课的实习实训等。

其中《运筹学》、《决策理论与方法》分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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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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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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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

出国（境）深造

竞争优势：培养的学生数学功底深厚、金融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强，综合

素质高，可选择继续深造的专业和留学项目较多，学生受到很多外国高

校欢迎。

毕业生读研近三年代表院校：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悉尼大学、美国芝

加哥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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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管理咨询、战略管理、运营管理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数据分析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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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wiseway.com.cn/?source=BD-PC&J=2020az&D=az-lx-yw&KW=adlyngdxh&e_keywordid=15421612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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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招商

银行、九江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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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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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大化学有限公司、晶科绿能（上海）

管理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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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计算、后台维护、数据分析、信息系统维

护、计算机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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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毕业生交叉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思考乐文化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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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本科招生专业（方向）分析表

专业名称（方向）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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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学历证书专业名称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是否新增专业 否

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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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

据分析师与数据科学家。

专业特色与竞争优势：

（1）深化培养学生的数学与计算机编程基础（厚基础）：为使学生未来具备较

强可塑性，大一大二学年拓展学生数学知识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并要求学生熟练运

用 C语言和 Java面向对象编程，为学生学习数据分析相关课程和应用软件奠定基础。

（2）加强培养学生基于统计与优化的数据分析能力（强能力）：开设多元统计

分析、随机过程、时间序列分析、数学建模、运筹学、最优化理论与算法、数据挖

掘与分析、机器学习等统计、优化和数据分析核心课程，并要求学生能够基于 Python

语言或者 SAS、SPSS、Matlab和 R等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实战。

（3）突出数学、计算机科学与工商、财经管理等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宽口径）：

开设现代金融工程、金融风险分析、量化投资分析、商务与政务智能决策、工业大

数据管理等课程，为学生提供不同的专业化行业知识和教学案例，培养学生面向不

同行业背景的综合数据分析与管理决策能力。

（4）重视学生面向不同行业和数据现状的数据解决方案设计的应用实践（重实

践）：在课程体系中设置多种形式的实践环节，通过大数据分析实训平台进行多样

化案例教学，辅导学生参加数学建模、数据分析和计算机作品等不同形式的实践竞

赛，并充分利用校外实习基地，加强校企合作，促进产学研结合。

专业前身 2017 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排名第一！



主要专业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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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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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方向课程：西方经济学、现代金融工程、资产定价：理论及应用、金融风险分

析、量化投资分析、智能决策方法、工业大数据管理。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毕业生升学就业机会分析

国内读研

竞争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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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遵循“厚基础、

强能力、宽口径、重实践”的人才培养理念，基于大数据热点问题融合

交叉多学科知识，培养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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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计算机类、数学与统计类、管理类专业考研，跨

专业考研具有较大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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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毕业生

出国（境）深造

竞争优势：除基本知识学习和能力塑造外，通过建设大数据案例库、打

造大数据实训平台、本科生导师制，培养学生扎实的数据分析与建模能

力，并通过数学建模、计算机类比赛、参与导师项目，塑造学生的创新

思维与动手能力，为学生出国留学打造厚实基础和竞争力。

毕业生读研近三年代表院校：暂无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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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管理决策、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大数据工程师、管理咨

询师、运筹分析师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暂无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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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风险控制、量化投资、信息运维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数据分析师，金融风险分析师、量化投资经理、运

维工程师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暂无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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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等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数据分析师、运营管理师、信息化工程师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暂无毕业生

政府机关就业

（公务员等）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数据分析、信息化建设与运维、管理决策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数据分析类岗位、IT 运维类岗位、管理类岗位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暂无毕业生

事业单位就业

专业对应职业工作内容：数据分析、信息化建设与运维、管理决策

专业对应典型职位：数据分析类岗位、IT 运维类岗位、管理类岗位

毕业生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暂无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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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各行各业逐步与大数据融合发

展，将提供越来越多的交叉就业机会

毕业生交叉就业近三年代表单位：暂无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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