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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9 年澳门保送生招生简章 

 

一、 学校简介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

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法、工、文、理、艺术等学科协调发

展的高等财经学府。 

学校的前身为 1923 年秋创办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1958 年成

立江西财经学院，文革期间几经更名并遭停办，1978 年复校，1980

年成为财政部部属院校，1996 年更名为江西财经大学，2000 年学

校管理体制由财政部主管转变为由江西省主管，2012 年成为财政

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学校坐落英雄城南昌，现有蛟桥园、麦庐园、枫林园、青山

园四个校区。占地面积共 2200 余亩，建筑面积 90 余万平方米，

馆藏各类图书 643.6 万册（含电子图书 280 万册）。 

学校设有工商管理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会计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经济学院、金融学院、统计学院、信息管理学院、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

外国语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艺术学院、体育学院（国防教

育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共 16 个教学学院，EMBA 教育学院、国

际学院、创业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共 4 个管理型学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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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独立学院。 

学校现有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学、文学、理学、艺术

等学科门类；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统计学共 5 个博士后流动站；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

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共 7 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39 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14

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70 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17 个专业硕

士学位授权点，52 个本科专业；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

应用经济学、统计学获评 A-等级（全国前 10%），工商管理获评

B+等级（全国前 20%），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法学获评

B 等级（全国前 30%），公共管理获评 B-等级（全国前 40%）；应

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统计学、工商管理入选“江西省一

流建设学科”。 

2002 年和 2007 年，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两次均获“优秀”等次。2001 年、2009 年和 2014 年三次

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2007 年学校获得普通高校推荐优秀应

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2008 年学校获得优

秀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资格。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336人，其中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70人、

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444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744 人；博士生导

师 124 人；硕士生导师 642 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 人；国家

级教学名师 2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7 人，全国模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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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全国优秀教师 10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4 人，全国“百千万工程”人才 2 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1 人,全国专业学

位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 

通过多年发展，学校形成了以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为主体，

继续教育、留学生教育为补充的办学格局。学校面向全国 30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招生，其中在 28 个省份一本招生，近年来在江西

省招生投档线和录取平均分均为全省高校第一。现有各类在籍学

生 4 万余人，全日制在校生 3 万余人。全日制本科生有 2.2 万人,

各类研究生 5 千余人。就业工作保持良好态势，2017 年博士就业

率 100%，硕士就业率 97.35%；普通本科初次就业率 92.17%。学

校获江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普通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评估优秀等级”等荣誉,2010 年学校被教育部评为首批

“全国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 2012 年获得国务院表彰的“全

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称号。教育部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示范高校”、“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江财众创空间

获批为“国家级众创空间”。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加拿大里

贾纳大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法国南特高商、澳大利亚莫纳什

大学、芬兰奥卢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等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3

所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1998 年开始，学校先后获

批中美合作培养 MBA、中澳合作培养 MBA 等研究生项目。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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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式成为国际交换生组织（ISEP）中国大陆首家成员大学。获

批为全国托福考点、GRE 考点、GMAT 考点、ACCA 考点、CIMA

考点、FRM 考点。自 2003 年以来，有 2000 余名学生于在校期间

分赴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芬兰、荷兰等国高校交换或交流

学习，400 余名学生毕业后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排名世界前

100 名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学校办学以来，已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 20 余万人，多数学生

现已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和中坚力量，甚至成为商界、政界、

学界的精英。毕业生中涌现出了用友集团董事长王文京，科瑞集

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上海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等大批知名企

业家；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著名会计审

计学家、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秦荣生，著名会计学家、广

州大学校长魏明海，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世界银行高级

经济学家樊启淼等知名学者。  

据资料显示，学校排名中国财经类大学排行榜第 7 名、中国

CFO 大学排行榜第 5 名、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第 16 名、中国高管

校友大学排行榜第 30 名、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第 47 名、中

国大学生创业竞争力排行榜第 59 名、中国大学杰出人文社会科学

家校友榜第 60 名、高考生最喜爱的百强大学榜第 71 名、中国高

校毕业生薪酬排行榜第86名、中国大学杰出校友排行榜第89位、

全国毕业生质量排行榜江西省第 1 名。 

二、 保送条件 



5 

 

（一）品行端正，无犯罪历史记录，符合教育部、澳门高等教育

辅助办公室关于保送生资格要求。 

（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身体健康，符合教育部相关体检标

准。 

（三）考生学历档案材料真实齐全。原则上应具有 2 年以上在澳

门地区学习经历的澳门应届高中毕业生。 

（四）高中阶段原则上不得有不及格科目，高中文化成绩排名应

在年级前 30%之内，外语语种为英语。 

三、 考核方式/录取原则 

（一）申请我校保送生的学生，需提供由所在中学出具的各科学

习成绩、年级排名、推荐意见和相关材料 

（二）我校审核材料并通过面试择优录取。 

四、 招生专业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科类 学制 

财税与公

共管理学

院 

财政学类(01 含财政学、税收学) 文理兼收 四年 

公共管理类(01 含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 文理兼收 四年 

法学院 法学类[01 含法学、法学(法务会计)] 文理兼收 四年 

工商管理

学院 

工商管理类(01 含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 文理兼收 四年 

市场营销(国际营销) 文理兼收 四年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01 含物流管理) 文理兼收 四年 

国际经贸

学院 

电子商务类(01 含电子商务) 文理兼收 四年 

工商管理类(03 含国际商务) 文理兼收 四年 

经济与贸易类(01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理兼收 四年 

国际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CITF方向-特许国际贸易金融师) 文理兼收 四年 

经济学院 经济学类(01 含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 文理兼收 四年 

旅游与城

市管理学

院 

公共管理类(02 含土地资源管理) 文理兼收 四年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02 含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文理兼收 四年 

旅游管理类(01 含旅游管理) 文理兼收 四年 

人文学院 
工商管理类(04 含文化产业管理) 文理兼收 四年 

社会学类(01 含社会工作) 文理兼收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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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类(01 含新闻学、广告学) 文理兼收 四年 

中国语言文学类[02 含汉语国际教育(国际商贸)] 文科 四年 

统计学院 经济学类(02 含经济统计学) 文理兼收 四年 

外国语学

院 

外国语言文学类(01 含商务英语) 文理兼收 四年 

外国语言文学类(02 含日语) 文理兼收 四年 

注：招生专业名称和方向仅供参考，具体专业名称以当年公布的

名称为准。 

五、 招生计划 

2019 年澳门保送生招生计划 5 名。 

六、 相关要求 

1、 被录取的保送生请按照学校录取通知书指定的时间到学校报

到，具体事宜届时请查阅《江西财经大学 2019 年新生入学须

知》。 

2、 新生入校后，我校将核查其入学资格，并进行身体检查，如

有不符合条件或要求者，取消入学资格。 

3、 被录取的澳门保送生的管理按我校大学生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学杂费、住宿费等收费标准与内地学生相同。 

七、 其他 

澳门保送生录取工作接受社会监督，我校监察部门监督举报方式：

jcjiwei@jxufe.edu.cn 

八、 查询方式 

所在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部  门：招生就业处招生办公室 

电  话：0791－8381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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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0791－83839151 

网  址：www.jxufe.edu.cn 

学校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昌北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港东大街

169 号 

邮  编：330013 

http://www.jxufe.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