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d m i s s i o n  b r o c h u r e

学院简介创新金苑

青春金苑

齐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的前身为直属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山东银行学

校，始建于 1948 年，2001 年并入现齐鲁工业大学，70多年来为山东省金

融机构输送了近３万名优秀的经济金融人才 ,素有“山东金融黄埔军校”、“银

行行长摇篮”的美誉；拥有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金融专业硕士学位

点和金融学、保险学、金融科技、国际经济与贸易四个本科专业。现有教职

工 100 余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 46人，博士与在读博士 50人。全日制在

校生 1800 余人。

近几年，学院积极引进海内外金融科技与金融服务创新团队。主持并参

与多项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科研课题 100

余项，在 SSCI、CSSCI 和 SCI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及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40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20余部；拥有山东省科技金融研究中心、山东省

互联网金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两个省级学术平台，并与山东社会科学院合作

共建山东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学院与国内外多所知名大学、金融院校、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企业开展

合作交流；在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一带一路”国际贸易与投资、绿色经

济与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形成特色与优势。毕业生就业

率保持在 95%以上，就业方向主要是银行、保险、基金公司和证券机构。

毕业生以扎实的基础知识、熟练的专业技能、踏实的敬业精神受到用人单位

的好评。

新经济 新金融 新黄埔

按照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部署，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金融学院

实际情况，紧紧围绕山东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致力于传

统金融与现代信息技术、新型电子商务模式的融合创新、应用研究与人才培

养，在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跨境电商与支付结算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方面形成特色并处于省内领先地位，成为山东省新经济和新金融发展的政府

智库与高端人才培养基地。

在金苑有你最炽热的青春，在金苑有你最向往的大学。在这里你尽可在

图书馆品味经典，在艺术团轻舞飞扬，或在运动场纵情挥洒，又或者在文化

艺术节激情洋溢……总之，你的精彩由你定义。在这里，你的喜怒哀乐有人

关心分享，你的梦想有人关注支持，温暖的阳光将始终照耀着你，相信你终

会长成那个你最爱的自己。一代代金苑人将“金融黄埔”的精神“薪火相传”。

【报名咨询】

金融学　　　位老师　0531-88631063　13475946665
国际贸易　　安老师　0531-88631062　15963121836
金融科技　　张老师　0531-88631090　18766188610
学院办公室　袁老师　0531-88631057　13791020168
网址：http://jrxy.qlu.edu.cn/

学院公众号 学院2021年本科咨询ＱＱ群



金融学 金融科技

本专业为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依托金融学院应用经济学一级

学科硕士点和金融专业硕士学位点、地方金融研究中心，培养面向

地方新经济发展的应用型金融人才；拥有模拟银行等 5个实验室。

现有专任教师18人，其中硕士生导师15人，具有高级职称的14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 14人。

本专业抢占山东省金融科技专业人才

培养与学术研究的制高点，依托金融学院

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金融专业硕

士学位点，拥有山东省互联网金融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山东产研金融科技研究院和

山东省现代金融服务创新中心三个省级研

究平台，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和山东互联

网经济研究院两个校级研究平台，培养具

有全球视野，系统掌握金融学和现代信息

科技理论知识，熟悉金融实务操作，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能

够适应银行科技、智能投顾、金融监管等领域的新金融精英人才。

现有专任教师 18人，其中硕士生导师 11人，12人具有高级职称，

14人具有博士学位，并拥有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山东省金融高端人

才及泰山学者青年专家等称号的前沿知名专家作为学科专业带头人。

本专业突出面向地方新经济发展需要，培养掌握扎实的经济学

和金融学理论基础，具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应用型金融人才，重

视与金融机构合作、产学研协同育人；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地

方金融监管人才培养方面形成特色优势。

本专业突出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应用，属于文 +理的新文

科代表性专业，培养方案在金融学核心课程和数理基础理论的基础

上增设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网络信息安全等现代信息技

术应用，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与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

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及多个大型金融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具

备一流的金融科技产学研资源，并拥有优质的实训实习基地。本专

业教师党支部是“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本专业毕业生以扎实的基础知识，熟练的专业技能、踏实的敬

业精神和较高的综合素质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毕业生主要就业于

银保监局、银行、保险、信托、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

同时毕业生具有较好的学术研究基础，考研率较高，出国人数多，

近年来就业率一直在 98%以上。

本专业毕业生授予经济学学位，学生具备扎实的金融基础知识，

掌握先进的信息技术，主要就业于银行、保险、证券、基金、银保

监局等各类金融机构，也可就业于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及政府监管部

门，就业层次高。政府与机构的提前入场“抢人”，使得毕业生被订

购一空，且薪酬节节攀升。同时，学生具有良好的数理及信息技术

基础，考研面广。

专业名称 金融学 专业代码 020301K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门类 经济学

专业设立时间 1981 年 所在院系名称 金融学院

专业名称 金融科技 专业代码 020310T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门类 经济学

专业设立时间 2021 年 所在院系名称 金融学院

专业概述 专业概述

专业特色

专业特色

就业方向

就业方向

（弹性修业年限 3-8 年）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专业始建于1994年，是山东省较早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

学校；依托金融学院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跨境电商与国际结算

研究中心，培养掌握国际经贸理论、通晓国际经贸规则及对外经贸法规、

熟悉相关的信息技术、外语和法律知识，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一

定创新能力的国际贸易与跨境电商专业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现有

专任教师17人，其中硕士生导师10人，具有高级职称的8人，具有

博士学位的10人，在读博士2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6人。

办学 70年来，金融学院先后为山东省金融机构输送了近 3万名优秀的

经济金融人才，其前期毕业生大多已走上金融业领导岗位或成为业务骨干，

从中国银监会山东分局、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济南市金融办等国家金融政策、

监管机构到中国光大银行总行、恒丰银行总行、民生银行总行、平安银行总

行等银行总行机构，再到齐鲁银行、青岛农商银行、莱商银行、农业银行深

圳分行、工商银行宁夏分行等地银行机构，我院校友在省级分行及市县支行

担任行长的干部数以千计。学院也因此被誉为“行长孵化器”与金融界的“黄

埔军校”。

本专业注重现代信息技术与国际贸易专业的融合发展，突出培

养掌握跨境电商与国际结算业务，熟悉国际服务贸易等相关业务，

并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以强化实践能力、设计能力与

创新能力为核心，注重学生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满足“一

带一路”建设的人才需求，加强国际合作，举办国际班，培养国际化

人才；鼓励学生参与各种技能大赛，近三年有百余人次在各项国家级、

省级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奖。

本专业毕业生具备国际经济与贸易方面的理论基础和跨境电商

与国际结算等业务的基本技能，有较高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毕

业生主要就业于商业银行、海关报关报检、贸促会、保险公司、外

贸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等，一次就业率在 95%以上；另有部分学生

考研深造，2021 届毕业生考研上线率 33%。

专业名称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代码 020401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门类 经济学

专业设立时间 1994 年 所在院系名称 金融学院

专业概述

专业特色

就业方向

行长金苑

部分优秀校友代表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届

1 金冠文 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 行长 ( 曾 ) 68 届毕业

2 贾复文 山东航空公司 总裁 ( 曾 ) 68 届毕业

3 邱云章 齐鲁银行 董事长 ( 曾 ) 77 届毕业

4 李　杰 中国光大银行总行 副行长 ( 曾 ) 79 届毕业

5 崔志样 山东方圆有色金属集团 董事长 81届毕业

6 冯廷成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三农政策与业务创新部 总经理 81届毕业

7 刘学堂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总监 81届毕业

8 刘书伟 中共山东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一级巡视员 81届毕业

9 赵学金 齐鲁银行 监事长 81届毕业

10 刘国平 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82届毕业

11 刘培孟 威海银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董事长 82届毕业

12 赵继臣 中国平安银行总行 副行长 ( 曾 ) 82 届毕业

13 贾广军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副行长 ( 曾 ) 82 届毕业

14 毕研挺 洪力网科技有限公司、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董事长 83届毕业

15 柳翠茹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分行 行长 ( 曾 ) 84 届毕业

16 王跃民 中国工商银行宁夏分行 行长 84届毕业

17 杨建伟 紫金保险山东分公司 总经理 84届毕业

18 傅思伟 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 副行长 84届毕业

19 刘文平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天津分行 行长 85届毕业

20 艾建华 中国银监会山东分局 副局长 85届毕业

21 鲁宝兴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办公室 主任 85届毕业

22 岳隆杰 莱商银行 董事长 85届毕业

23 刘仲生 青岛农商银行 董事长 85届毕业

24
张华

济南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主任、党组书记
85届毕业

25 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局长

26 王锡峰 恒丰银行总行 行长 86届毕业

27 田振华 中华联合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董事
秘书、合规负责
人、首席风险官

87届毕业

28 张智河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总监 87届毕业

29 缪峰 山东得象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93届毕业

4年

（弹性修业年限 3-8 年）

（弹性修业年限 3-8 年）

4 年

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