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文理类专业计划3425人 济南走读专业计划260人

经济学 170 税收学 40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70 投资学 20

财政学 174 保险学 20

税收学 158 物流管理 20

金融学 160 工商管理 20

金融工程 160 市场营销 20

投资学 20 人力资源管理 20

保险学 55 行政管理 40

精算学 80 法学 40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8 汉语言文学 20

国际商务 60 地方农村专项专业计划140人

贸易经济 28 税收学 1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0 保险学 15

电子商务 70 国际经济与贸易 10

物流管理 20 国际商务 10

管理科学 1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0

工程管理 60 电子商务 10

工商管理 82 工商管理 10

市场营销 85 市场营销 10

人力资源管理 98 财务管理 10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18 法学 20

会计学 178 金融数学 10

财务管理 152 经济统计学 15

审计学 119 综合评价专业计划120人

资产评估 70 经济学 20

公共事业管理 20 金融学 20

劳动与社会保障 13 国际商务 30

行政管理 46 金融数学 50

法学 176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计划200人

体育经济与管理 5 经济学（中加合作） 100

汉语言文学 30 会计学（中新合作） 100

新闻学 70 校企合作办学专业计划300人

文化产业管理 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信息化） 100

英语 8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大数据） 100

日语 2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服务外包） 100

法语 10 莱芜校区专业计划600人

商务英语 90 经济学（莱芜） 100

汉语国际教育 15 经济统计学（莱芜） 150

数学与应用数学 70 工商管理（莱芜） 150

金融数学 110 人力资源管理（莱芜） 100

经济统计学 135 旅游管理（莱芜） 10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0 美术类专业计划140人

统计学 60 视觉传达设计 60

数字媒体技术 40 数字媒体艺术 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0 美术学 40

普通体育类专业计划50人 山东省招生专业计划合计：

5235人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50

◆学校概况

山东财经大学坐落于名泉喷涌的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东省省会—济

南，是全国建校最早的财经类普通高校

之一。学校本科教育始于1952年，1993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13年获得博

士学位授予权，是一所在国内外具有一

定影响力和美誉度的高水平财经特色

大学。

学校是全国目前在学规模最大的

财经类大学，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硕士与博士研究生33000余人；专任教

师1899人，其中教授、副教授993人，具

有博士学位的748人。设有50个本科招

生专业，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7个，省

级品牌特色专业17个，山东省高水平应

用型立项建设专业(群)7个。拥有4个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涵盖29个本科

招生专业)，10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涵盖43个本科招生专业)和14种
硕士专业学位类别。2017年，学校在教

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应用经济学、

工商管理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为B+(前10
-20%)，是山东省唯一拥有B以上经管

学科的省属高校，经管学科整体实力位

列全国财经类高校第9名。

学校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成

功加入亚太管理学院联合会(AAPBS)，
成为继清华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浙江

大学等之后，该组织在大陆地区第12所
会员高校，参与推动亚太地区顶尖管理

学院国际课程认证；秉承“丝路精神”加

入中国—俄罗斯经济类大学联盟，拓展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交流合作；

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等国家40余所高校和教育

机构建立了多层次、实质性交流合作关

系，每年选派近千名学生赴海外访学，

实施本科、研究生双学位教育，增加学

生海外留学经历。

学校拥有良好的办学条件，校区位

置优越，交通便利，环境优美，拥有完善

的现代化教学科研设施和实验设备，建

有现代化演播中心、CATV教学系统和

千兆以太校园网络系统；图书馆藏书
262 . 54万册，电子图书902 . 8万册，数据

库362个；建有省级研究基地(研究中

心)20个，实践教学基地170余个，实验

室(中心)150余个，其中：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1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3个，省级骨干学科教学实验中心26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1个，教学科研仪

器设备总值2 . 3亿元。

进入新时代，学校正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以“双一流”建设为重点，多

方位对接服务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战略工程，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全面

提高教育质量，为实现未来五年进入山

东省立项建设一流大学行列，全面建成

全国一流财经特色名校的宏伟目标而

努力奋斗！

◆办学优势特色

学校坚持教学中心地位，始终把高

质量的本科教育作为建成一流大学的

基础和根本。筑基垒台，养根固本，凭托

雄厚的办学实力培养一流本科人才是

学校常抓不懈的基本工作，现已形成以

提高质量、强化特色为核心的内涵式发

展系统性框架，教学运行稳中向好，教

学建设与改革成果丰硕。

山东省一流学科
应用经济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山东省重点学科 (*为特色重点学

科)

金融学* 会计学* 财政学* 国

际贸易学* 企业管理* 管理科学与

工程*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产业

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统计学 计算

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应用技术 社

会保障 民商法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

博士学位授权点涵盖专业(*为博
士点)

应用经济学* 工商管理* 管理

科学与工程* 统计学*经济学 经济

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金融学

金融工程 金融数学 保险学 精

算学 投资学 财政学 税收学 国

际经济与贸易 贸易经济 国际商务

会计学 财务管理 审计学 资产

评估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市

场营销 文化产业管理 体育经济与

管理 管理科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 工程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统计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国家级特色专业
金融学 会计学 经济学 财政

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工商管理 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山东省品牌特色专业
金融工程 财务管理 经济统计

学 国际商务 保险学 物流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数字媒体技术 法学

英语

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
专业(群)

金融学专业群 会计学专业群

国际商务专业群 行政管理专业群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群 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群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专业群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会计学院—国家级应用型会计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

金融学院—省级应用型高素质金

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

国际经贸学院—省级国际商务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

省级教学团队
会计学教学团队 会计学专业课

教学团队 财务管理教学团队 西方

经济学教学团队 政治经济学教学团

队 财政学教学团队 国际经济与贸

易教学团队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教

学团队 工商管理专业教学团队 企

业管理教学团队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教学团队

拔尖特色培养班
经济学创新实验班 经济学国际

化班 金融学创新实验班 金融学国

际化班 会计学创新实验班 管理会

计实验班 工商管理国际化班 国际

商务中美班 计算机金融信息化班

计算机金融大数据班 财经新闻方向

班 艺术品投资与鉴定方向班 艺术

金融方向班 广告设计方向班

◆学生就业发展

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校延揽了优

质生源，雄厚的办学实力与高水平的

办学质量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

学生。2016年，学生团队荣获“创青

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3项，位

居山东省高校首位，全国财经类高校

首位；2017年，荣获全国大学生电子

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全

国特等奖1项、二等奖3项；2018年，共

有96人荣获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

其中卢辰昊获得“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星”荣誉称号，有20 . 48%的毕业生考取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

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

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山

东大学等国内高校研究生。

学校与银行、证券、保险行业中多

个企业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并充分

利用校友资源，打通拓宽就业渠道，毕

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保持较高水平，

职业发展整体趋势良好，在政府机关、

财税部门、金融系统、大型国企等各业

界积极作为，受到用人单位和社会高度

评价，为母校增添荣光。2017年，学校有
7个本科专业就业率100%，39个本科专

业就业率超过90%，就业总人数6934
人，其中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就

业1397人，考取国家部委及省市级公务

员307人，进入事业单位工作282人，出

国留学深造432人；依跟踪反馈，毕业生

对工作非常满意的占65 . 68%，较为满

意的占26 . 97%，基本满意的占6 . 47%，

总体满意度达到99 . 12%；工作与专业

非 常 对 口 占 4 5 . 2 3 % ，比 较 对 口 占
31 . 88%，基本对口占16 . 37%，总体对口

率达到93 . 48%。

据权威调查机构与招聘网站抽样

统计，学校毕业生初次就业薪酬水平位

居山东省高校前列；著名移动互联网招

聘平台“BOSS直聘”通过分析国内高校

毕业生的起薪、5年薪资成长空间、简历

热度、职业成长路线等维度，发布第三

方独立的《高校应届生竞争力报告》与

《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100强》排行

榜，学校连续三年入榜，2017年位列全

国高校第71名，在山东省高校中排名第
3位，在全国财经类高校中排名第5位，

是唯一入榜的山东省属高校。

招生专题网站：http://zhaosheng.sdufe.edu.cn
咨询服务专线：(0531)88525423
传真：(0531)81793555

及时获取更多全新权威招
生信息请扫描二维码关注
学校招生公众号

招生专业计划

2018年，学校在山东省计划招生5235人，共分9种招生

类型，各类型招生专业及计划如表所示：

★财政部、教育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省部共建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

★推荐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高校 ★全国财经类高校经管学科实力第9位 ★全国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第7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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