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２　 财经商贸类

专业代码　 １２０１００
专业名称　 会计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会计核算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企事业单位，从事会计、出纳、收银、报税、工商登记、保险办理、仓库

管理、商业银行柜面业务处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执行财经法律法规，遵守财经职业道德，工作严谨细致，责任心强；
２ 了解财税、金融、工商、物资管理的基础知识，掌握企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原理、工作流程和

相关数理、统计知识；

３ 能进行会计日常经济业务的核算，具有会计报表指标综合分析的基本技能，具有纳税申
报等税务处理能力；

４ 掌握点钞、翻打传票、录入中英文及数字的基本技能；
５ 能熟练操作会计核算系统软件、收银系统软件和收银设备；
６ 具有工商登记、保险业务办理、银行柜面业务处理、库存管理的能力；
７ 能使用常用办公设备及软件，会撰写常见事务文书。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统计基础、财政与金融基础知识、财经应用文写作、企

业财务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基础、成本会计、会计电算化、Ｅｘｃｅｌ 财务会
计应用、企业涉税业务办理、工商登记与社会保险办理等。

在校内进行会计模拟实习、会计基本技能、出纳、收银、仓储管理、银行柜面业务处理等综合

实训；在相关企事业单位进行企业财务会计综合实习或顶岗实习等。

专业（技能）方向

企业会计、金融业会计、政府会计、非营利组织会计、税务代理

对应职业（岗位）

会计人员（２－０６－０３－００）、统计人员（２－０６－０２－００）、银行清算员（２－０７－０１－０４）、银行信用
卡业务员（２－０７－０１－０８）、收银员（４－０１－０１－０２）、银行储蓄员（２－０７－０１－０９）、保险推销员（２－０７
－０２－０２）、保险理赔员（２－０７－０２－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统计从业资格证书、银行从业资格证书、收银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会计、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会计与审计

本科：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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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１２０２００
专业名称　 会计电算化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会计电算化核算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企事业单位，从事会计、出纳、报税、仓库管理、保险办理等业务的电

算化岗位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执行财经法律法规，遵守财经职业道德，工作严谨细致，责任心强；
２ 了解财税、金融、工商、物资管理的基础知识，掌握企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原理、工作流程和

相关数理、统计知识；

３ 能进行会计日常经济业务的核算、会计报表分析和基本的理财运作，具有纳税申报等税
务处理能力；

４ 掌握点钞、翻打传票、录入中英文及数字的基本技能；
５ 能操作会计电算化设备及会计核算系统软件；
６ 具有工商登记、保险业务办理、库存管理的能力；
７ 能使用常用办公设备及软件，会撰写常见事务文书。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统计基础、财政与金融基础知识、财经应用文写作、会

计信息系统数据库技术、会计信息系统网络技术、企业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基础、成本会计、

会计电算化、Ｅｘｃｅｌ财务会计应用、ＥＲＰ 财务管理系统应用、电子商务基础、企业涉税业务办理、
工商登记与社会保险办理等。

在校内进行会计模拟实习、会计基本技能、出纳、收银、仓储管理、银行柜面业务处理等综合

实训；在相关企事业单位进行企业财务会计信息处理系统综合实训、会计电算化综合实训或顶岗

实习等。

对应职业（岗位）

会计人员（２－０６－０３－００）、统计人员（２－０６－０２－００）、银行清算员（２－０７－０１－０４）、银行信用
卡业务员（２－０７－０１－０８）、银行储蓄员（２－０７－０１－０９）、保险推销员（２－０７－０２－０２）、保险理赔员
（２－０７－０２－０３）、收银员（４－０１－０１－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会计电算化合格证、统计从业资格证书、银行从业资格证书、收银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会计与审计

本科：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

专业代码　 １２０３００
专业名称　 统计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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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统计工作、统计信息与咨询服务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企事业单位、各类信息咨询服务公司，从事市场调查、数据统计与处

理、信息咨询服务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执行财经法律法规，遵守财经职业道德，工作严谨细致，责任心强；
２ 掌握统计工作的基础知识、工作原理和流程；
３ 掌握常用的市场调查方法以及数据统计的处理方式；
４ 了解社会经济、会计、税收、金融、物价等相关知识；
５ 具有市场调查、数据处理、基础统计分析和信息服务的能力；
６ 能撰写一般的统计报告或统计咨询报告，会填写统计报表；
７ 能使用常用办公设备和基础统计软件。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统计法规与职业道德、统计基础、统计实务、统计预测与决策、市场调查实务、数据处理与分

析、市场营销基础、会计基础、经济学基础、国民经济统计、统计分析与写作等。

在校内外进行统计数据处理综合实训、信息咨询服务综合实训等；在相关企事业单位进行顶

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统计信息技术、统计咨询服务

对应职业（岗位）

统计人员（２－０６－０２－００）
职业资格证书

统计从业资格证书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统计实务

本科：统计学

专业代码　 １２０４００
专业名称　 金融事务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银行、保险、证券事务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基层部门、资产管理公司、理财咨询机构

等，从事银行柜员、信贷、信用卡推广、银行会计、金融咨询和理财服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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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要求

１ 能严格执行金融法律法规，遵守金融职业道德，责任心强；
２ 具有高度的职业责任心和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３ 掌握银行货币、信贷、保险、证券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４ 会撰写常见金融事务文书，能进行与岗位工作相关的英语会话，具有良好的与客户沟通

和服务的能力；

５ 具有熟练地点钞、验钞、计算器操作技能；
６ 具有熟练地使用计算机处理业务工作的能力，会使用金融工作设备及操作金融工作

软件；

７ 掌握银行或证券等业务流程，能够运用银行或证券等业务工作方法，处理日常工作问题。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金融法规与职业道德、金融基础、银行网点与运营、银行大堂服务、银行柜面业务、银行中间

业务、理财咨询与服务、外汇交易与处理、银行信贷、银行会计、货币鉴别与点钞、键盘录入技术、

保险基础、证券实务、金融电子化设备操作等。

在校内外进行金融综合实训及实习等。

专业（技能）方向

银行事务、证券事务、投资理财

对应职业（岗位）

银行储蓄员（２－０７－０１－０９）、银行清算员（２－０７－０１－０４）、银行信贷员（２－０７－０１－０５）、银行
货币发行员（２－０７－０１－０１）、银行信托业务员（２－０７－０１－０７）、银行信用卡业务员（２－０７－０１－
０８）、证券发行员（２－０７－０３－０１）、证券交易员（２－０７－０３－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银行从业资格证书、收银员、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金融管理与实务、金融与证券、证券投资与管理、投资与理财

本科：金融学、投资学

专业代码　 １２０５００
专业名称　 保险事务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保险事务工作的从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保险、理财、信托、社会保障、投资咨询等行业的基层部门，从事保险

理财和社会保障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能严格执行金融法律法规，遵守金融职业道德，工作严谨细致，责任心强；
２ 掌握金融、保险、证券、社会保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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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能撰写常见的金融事务文书，能进行与岗位工作相关的英语会话；
４ 具有点钞、计算器、保险网络的操作技能；
５ 能使用计算机处理业务工作，会使用保险工作设备及操作保险工作系统软件；
６ 能解释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签订保险合同；
７ 能处理保险客户咨询、承保、理赔等保险日常事务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保险法规与职业道德、公关礼仪、金融基础、保险基础、保险市场调查与分析、保险业务宣传

与推广、保险产品解析、保险产品销售、保险承保、保险理赔、保险客户服务、保险公司财务管理、

证券基础与实务、社会保障（含员工福利和健康保险）、保险电算化等。

在校内外进行保险综合实训及实习等。

专业（技能）方向

人身保险、财产保险、保险产品营销、社会保障

对应职业（岗位）

保险代理人、保险理赔员

职业资格证书

保险代理从业资格证书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保险实务、医疗保险实务

本科：保险

专业代码　 １２０６００
专业名称　 信托事务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信托事务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信托、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公益信托等单位，从事中介服务、柜面业

务、咨询业务、代理业务、委托业务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能严格执行金融法律法规，遵守金融职业道德，工作严谨细致，责任心强；
２ 具有金融、保险、证券、信托的基本知识，熟悉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公益信托的工作流程，

掌握相关专业技能；

３ 掌握财税、会计、统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
４ 能进行中英文及数字录入、使用办公自动化及信托工作的常用计算机软件；
５ 具有会计核算、个人投资理财的基本能力；
６ 熟悉接待、合同办理、柜面业务处理、档案管理的工作流程，能处理日常工作问题；
７ 熟练使用常用办公设备及软件，会撰写常见事务文书，具有较好的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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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会计基础、金融基础、保险基础、证券基础、信托基础、信托业务处理、

合同拟定和签订、财政与税收、个人投资理财、公关礼仪、档案管理等。

在校内进行信托临柜业务实训、中介业务与委托业务实训；在相关单位进行信托业务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公益信托

对应职业（岗位）

典当业务员（４－０１－０４－０３）、租赁业务员（４－０１－０４－０４）、中介代理人（４－０７－０１－０１）、银行
信托业务员（２－０７－０１－０７）、拍卖师（４－０１－０４－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银行信托业务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金融管理与实务

本科：金融学

专业代码　 １２０７００
专业名称　 商品经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商品经营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大中型商厦、专卖商店、超级市场、连锁经营店等企业，从事商品的批

发、零售、采购、推销、储存和理货等业务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执行商品经营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诚实守信、顾客至上的职业意识；
２ 了解消费者心理，熟悉所经营主要商品的性能、特点、产地、使用方法以及价格；
３ 掌握商品介绍、商品展示、商品宣传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４ 掌握商品销售中的商品码放、商品储存、商品养护、商品捆扎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５ 掌握商品经营柜组核算的知识与方法；
６ 能根据顾客要求，提供商品咨询、操作示范、商品调试、组装等服务；
７ 掌握网上销售的业务处理，能运用计算机进行电子支付操作，并开具发票。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商品经营常用法律法规、商品知识、消费者心理知识、市场营销基础、商品销售服务礼仪、推

销实务、商品经营、商品储存与管理、商品经营柜组核算、销售服务技巧、电子商务基础、收银实

务、商品陈列与展示等。

在校内外进行商品经营综合实训；在商品销售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家电商品经营、食品经营、医药商品经营、珠宝玉器经营、建材家居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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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职业（岗位）

营业员（４－０１－０１－０１）、收银员（４－０１－０１－０２）、推销员（４－０１－０２－０１）、保管员（４－０２－０１－
０１）、理货员（４－０２－０１－０２）、商品养护员（４－０２－０１－０３）、采购员（４－０１－０３－０１）、出版物发行员
（４－０１－０２－０２）、医药商品购销员（４－０１－９９－０１）、珠宝首饰评估师☆（Ｘ６－２６－０１－４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营业员、收银员、推销员、出版物发行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市场营销、市场开发与营销、营销与策划

本科：市场营销

专业代码　 １２０８００
专业名称　 专卖品经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专卖品买卖的营销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烟草专卖部门、营销单位，从事烟草商品的配送与销售，以及基层经

营单位的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执行商品经营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诚实守信、顾客至上的职业意识；
２ 具有较好的语言表达、商务沟通和专卖品宣传的能力；
３ 掌握市场营销、会计、统计、财税金融、消费者心理、广告、公关等的基础知识；
４ 掌握与专卖品管理相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知识；
５ 具有运用专卖法律法规，打击违法活动，保护专卖品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的业务能力；

６ 能做好专卖内外勤管理的各项工作；能处理专卖品网上销售业务；具有获取和处理信息
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专卖经营法律法规、市场营销基础、会计基础、统计基础知识、财税金融基础、经济学基础、广

告基础与实务、消费者心理知识、商务礼仪与公关、电子商务基础、专卖品管理、烟草商品知识、烟

草专卖市场调查及分析、烟草专卖内外勤实务等。

在校内进行专卖品经营的综合实训；在专卖品销售企业进行专卖品销售、专卖品管理等顶岗

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专卖管理、烟草专卖经营

对应职业（岗位）

营业员（４－０１－０１－０１）、推销员（４－０１－０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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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营业员、推销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商务管理、市场营销

本科：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专业代码　 １２０９００
专业名称　 连锁经营与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连锁经营的管理与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零售、餐饮和服务等连锁企业，从事连锁企业运营管理、店铺开发、门

店管理、商品管理、信息管理、营销策划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执行商品经营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诚实守信、顾客至上的职业意识；
２ 掌握连锁经营管理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
３ 掌握商品、服务等经营业务成本核算的知识与方法；
４ 会操作收银系统软件和收银设备；
５ 具有一定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物流技术的专业能力；
６ 具有良好的市场营销理念以及英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７ 具有适应现代化、国际化连锁商业与服务业发展需要的运营设计理念和技术方法。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商品经营常用法律法规、销售心理学基础、企业管理知识、市场营销知识、电子商务基础、连

锁经营管理、连锁企业门店运营管理、连锁企业采购管理、商业企业信息系统管理、物流配送与营

运管理、推销实务、收银实务、连锁经营柜组核算知识、计算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连锁经营综合实训；在连锁经营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商品连锁经营与管理、服务连锁经营与管理、特许经营与特许体系建设

对应职业（岗位）

营业员（４－０１－０１－０１）、收银员（４－０１－０１－０２）、推销员（４－０１－０２－０１）、采购员（４－０１－０３－
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营业员、收银员、推销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连锁经营管理、市场开发与营销、营销与策划

本科：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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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１２１０００
专业名称　 市场营销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市场营销与策划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工商企业，从事市场调查、业务洽谈、商品推销、展销和营销及其策划

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执行商品经营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诚实守信、顾客至上的职业意识；
２ 熟悉市场营销的基础知识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３ 掌握商品经济、商品流转和营销成本核算的基础知识；
４ 掌握消费者心理、市场、广告、公共关系、推销、策划等知识；
５ 了解物价、税收、金融、会计等相关知识；
６ 具有市场调查、市场分析以及初步营销策划的基本能力；
７ 能进行商品采购、商品推销、商品展销、商情调查等基础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市场营销基础、经济学基础、商务礼仪与公关、电子商务基础、销售心理学基础、营销财务基

础、零售企业知识、市场调查与预测、广告基础与实务、营销策划、推销实务、商务谈判、商品知识

及汽车等主要大类产品的营销实务等。

在校内进行口语交际训练、市场调查综合实训；在工商企业进行市场营销顶岗实习等。

专业（技能）方向

电子产品营销、汽车营销、化妆品营销

对应职业（岗位）

推销员（４－０１－０２－０１）、营业员（４－０１－０１－０１）、收银员（４－０１－０１－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

推销员、营业员、收银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营销与策划、市场开发与营销

本科：市场营销

专业代码　 １２１１００
专业名称　 电子商务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电子商务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中小型企业，从事网络营销、客户服务、电子仓储物流、在线支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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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商务网站编辑与维护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执行商品经营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诚实守信、顾客至上的职业意识；
２ 能使用常用办公设备及软件，会撰写商务文书，具有良好的商务沟通能力；
３ 了解市场营销、财会金融、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等基础知识；
４ 掌握电子商务、计算机及网站建设、网络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５ 掌握网上单证处理及电子支付的操作技能；
６ 熟悉网络常用软件，具备初步的网页制作能力；
７ 具备网络信息搜集、原创、编辑、发布等信息处理能力；
８ 具有基本的商品推销与广告策划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电子商务基础、市场营销基础、会计基础、金融基础、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电子商务网站建设

与维护、电子商务网络技术、网页制作、网络营销、物流与配送、客户关系管理、现代办公设备使

用等。

在校内进行网上贸易实务、网上经营实务、商务活动训练、电子商务模拟实训；在相关企业进

行网络营销顶岗实习等。

专业（技能）方向

网络营销、电子商务物流、客服管理、商务网站维护、网站推广

对应职业（岗位）

电子商务师（４－９９－００－０１）、计算机操作员（３－０１－０２－０５）、计算机网络管理员（Ｘ２－０２－１３－
０５）、物流员、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２－０２－１３－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电子商务师（初级）、计算机操作员、计算机网络管理员、物流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子商务

本科：电子商务

专业代码　 １２１２００
专业名称　 国际商务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国际商务活动的经营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具有国际商务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从事外贸制单、进出口业务助理、

外贸跟单、货运代理、船务代理、商务咨询、商务文秘和其他涉外商贸服务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我国的外贸法律法规和国际贸易惯例，具有诚实守信、严谨细致的职业意识；
２ 具有商务沟通、商务礼仪和协调合作能力，了解主要贸易对象国的文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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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具有中英文录入基本技能，能应用各种办公软件及国际商务相关软件，能较熟练地利用
计算机网络等获取国际商务信息，并处理相关业务；

４ 熟悉国际贸易相关知识和业务操作的一般流程；掌握主要国际贸易术语和国际货物买卖
合同的主要条款，能初步处理国际贸易基本业务；

５ 了解与国际商务相关的财税、保险、银行、海关、货运公司、商检等企事业单位的基础业务
知识和基本工作流程；

６ 具有国际汇兑基本常识和经济核算等相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７ 具有一定的外语能力和较好的商务谈判能力，能撰写和处理商务函电及合同，以及运用

外语进行日常会话和基本商务谈判；

８ 具有 ＥＤＩ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能熟练缮制、审核常用外贸单证，掌握外贸单证的制作、
流转、交接、处理及存档等相关知识和基本工作流程。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国际贸易基础、进出口贸易实务、商贸法律与案例、商务外语函电、商务外语听说、国际汇兑

与结算、报关报检理论与实务、国际货代理论与实务、外贸单证实务、港口与航线、国际商务模拟

与运作、市场营销基础等。

在校内进行进出口贸易业务处理模拟实训、外贸单证缮制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

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外贸单证、外贸报检、国际货运代理、外贸报关助理

对应职业（岗位）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货代员、报检员、报关助理、国际商务人

员☆（２－０６－０５－００）、报关员☆（Ｘ２－０６－０５－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货代从业人员、报检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国际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

本科：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代码　 １２１３００
专业名称　 商务英语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涉外商务活动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具有英语语种商务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从事国际贸易、外贸制单、国

际商务秘书、英语商务翻译、涉外商务代理、涉外咨询、酒店与旅游业涉外接待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我国的外贸法律法规和国际贸易惯例，具有诚实守信、严谨细致的职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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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具有沟通与协作、协调与组织能力；
３ 了解英国及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能按规范的商务礼仪进行涉外接待；
４ 熟悉文秘工作，能熟练使用现代化办公设备和计算机常用软件，能利用计算机网络获取

商务信息以及处理相关业务。

５ 具有国际贸易基础知识和办理进出口贸易初级业务的能力；
６ 具有国际汇兑、经济核算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７ 能撰写和处理一般性商务函电和常见商务文书，能熟练缮制和审核常用外贸单证；
８ 具有初级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等能力，能阅读和翻译一般性国际商务活动相关资料，

并能用英语进行简单的商务交流。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基础英语、国际商务英语、商务英语阅读与翻译、商务英语听说、商务英语函电、进出口贸易

实务、商贸法律与案例、国际营销基础、国际汇兑实务、外贸单证实务、涉外商务秘书理论与实务、

涉外商务礼仪等。

在校内进行进出口贸易业务处理模拟实训、外贸单证缮制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国际贸易业务员 、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 、秘书（３－０１－０２－０１）、公关员（３－０１－
０２－０２）、电子商务师（Ｘ４－９９－００－０１）、国际商务人员☆（２－０６－０５－００）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秘书、公关员、电子商务师（初级）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商务英语、国际商务

本科：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代码　 １２１４００
专业名称　 商务日语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涉日商务活动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具有日语语种商务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从事国际贸易、外贸制单、国

际商务秘书、日语商务翻译、涉外商务代理、涉外咨询、酒店与旅游业涉外接待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我国的外贸法律法规和国际贸易惯例，具有诚实守信、严谨细致的职业意识；
２ 具有沟通与协作、协调与组织能力；
３ 了解日本的文化习俗，能按规范的商务礼仪进行涉外接待；
４ 熟悉文秘工作，能熟练使用现代化办公设备和计算机常用软件，能利用计算机网络获取

商务信息以及处理相关业务。

５ 具有国际贸易基础知识和办理进出口贸易初级业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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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具有国际汇兑、经济核算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７ 能撰写和处理一般性商务函电和常见商务文书，能熟练缮制和审核常用外贸单证；
８ 具有初级的日语听、说、读、写、译等能力，能阅读和翻译一般性国际商务活动相关资料，

并能用日语进行简单的商务交流。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基础日语、国际商务日语、商务日语阅读与翻译、商务日语听说、商务日语函电、进出口贸易

实务、商贸法律与案例、国际营销基础、国际汇兑实务、外贸单证实务、涉外商务秘书理论与实务、

涉外商务礼仪等。

在校内进行进出口贸易业务处理模拟实训、外贸单证缮制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秘书（３－０１－０２－０１）、公关员（３－０１－０２－
０２）、电子商务师（Ｘ４－９９－００－０１）、国际商务人员☆（２－０６－０５－００）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秘书、公关员、电子商务师（初级）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商务日语、国际商务

本科：日语、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代码　 １２１５００
专业名称　 商务德语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涉德商务活动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具有德语语种商务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从事国际贸易、外贸制单、国

际商务秘书、德语商务翻译、涉外商务代理、涉外咨询、酒店与旅游业涉外接待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我国的外贸法律法规和国际贸易惯例，具有诚实守信、严谨细致的职业意识；
２ 具有沟通与协作、协调与组织能力；
３ 了解德国及德语国家的文化习俗，能按规范的商务礼仪进行涉外接待；
４ 熟悉文秘工作，能熟练使用现代化办公设备和计算机常用软件，能利用计算机网络获取

商务信息以及处理相关业务。

５ 具有国际贸易基础知识和办理进出口贸易初级业务的能力；
６ 具有国际汇兑、经济核算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７ 能撰写和处理一般性商务函电和常见商务文书，能熟练缮制和审核常用外贸单证；
８ 具有初级的德语听、说、读、写、译等能力，能阅读和翻译一般性国际商务活动相关资料，

并能用德语进行简单的商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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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基础德语、国际商务德语、商务德语阅读与翻译、商务德语听说、商务德语函电、进出口贸易

实务、商贸法律与案例、国际营销基础、国际汇兑实务、外贸单证实务、涉外商务秘书理论与实务、

涉外商务礼仪等。

在校内进行进出口贸易业务处理模拟实训、外贸单证缮制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秘书（３－０１－０２－０１）、公关员（３－０１－０２－
０２）、电子商务师（Ｘ４－９９－００－０１）、国际商务人员☆（２－０６－０５－００）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秘书、公关员、电子商务师（初级）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国际商务

本科：德语、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代码　 １２１６００
专业名称　 商务韩语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涉韩商务活动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具有韩语语种商务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从事国际贸易、外贸制单、国

际商务秘书、韩语商务翻译、涉外商务代理、涉外咨询、酒店与旅游业涉外接待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我国的外贸法律法规和国际贸易惯例，具有诚实守信、严谨细致的职业意识；
２ 具有沟通与协作、协调与组织能力；
３ 了解韩国的文化习俗，能按规范的商务礼仪进行涉外接待；
４ 熟悉文秘工作，能熟练使用现代化办公设备和计算机常用软件，能利用计算机网络获取

商务信息以及处理相关业务。

５ 具有国际贸易基础知识和办理进出口贸易初级业务的能力；
６ 具有国际汇兑、经济核算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７ 能撰写和处理一般性商务函电和常见商务文书，能熟练缮制和审核常用外贸单证；
８ 具有初级的韩语听、说、读、写、译等能力，能阅读和翻译一般性国际商务活动相关资料，

并能用韩语进行简单的商务交流。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基础韩语、国际商务韩语、商务韩语阅读与翻译、商务韩语听说、商务韩语函电、进出口贸易

实务、商贸法律与案例、国际营销基础、国际汇兑实务、外贸单证实务、涉外商务秘书理论与实务、

涉外商务礼仪等。

在校内进行进出口贸易业务处理模拟实训、外贸单证缮制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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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职业（岗位）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秘书（３－０１－０２－０１）、公关员（３－０１－０２
－０２）、电子商务师（Ｘ４－９９－００－０１）、国际商务人员☆（２－０６－０５－００）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秘书、公关员、电子商务师（初级）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国际商务

本科：韩语、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代码　 １２１７００
专业名称　 商务俄语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涉俄商务活动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具有俄语语种商务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从事国际贸易、外贸制单、国

际商务秘书、俄语商务翻译、涉外商务代理、涉外咨询、酒店与旅游业涉外接待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我国的外贸法律法规和国际贸易惯例，具有诚实守信、严谨细致的职业意识；
２ 具有沟通与协作、协调与组织能力；
３ 了解俄罗斯及俄语国家的文化习俗，能按规范的商务礼仪进行涉外接待；
４ 熟悉文秘工作，能熟练使用现代化办公设备和计算机常用软件，能利用计算机网络获取

商务信息以及处理相关业务。

５ 具有国际贸易基础知识和办理进出口贸易初级业务的能力；
６ 具有国际汇兑、经济核算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７ 能撰写和处理一般性商务函电和常见商务文书，能熟练缮制和审核常用外贸单证；
８ 具有初级的俄语听、说、读、写、译等能力，能阅读和翻译一般性国际商务活动相关资料，

并能用俄语进行简单的商务交流。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基础俄语、国际商务俄语、商务俄语阅读与翻译、商务俄语听说、商务俄语函电、进出口贸易

实务、商贸法律与案例、国际营销基础、国际汇兑实务、外贸单证实务、涉外商务秘书理论与实务、

涉外商务礼仪等。

在校内进行进出口贸易业务处理模拟实训、外贸单证缮制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秘书（３－０１－０２－０１）、公关员（３－０１－０２
－０２）、电子商务师（Ｘ４－９９－００－０１）、国际商务人员☆（２－０６－０５－００）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秘书、公关员、电子商务师（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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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国际商务

本科：俄语、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代码　 １２１８００
专业名称　 商务法语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涉法商务活动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具有法语语种商务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从事国际贸易、外贸制单、国

际商务秘书、法语商务翻译、涉外商务代理、涉外咨询、酒店与旅游业涉外接待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我国的外贸法律法规和国际贸易惯例，具有诚实守信、严谨细致的职业意识；
２ 具有沟通与协作、协调与组织能力；
３ 了解法国及法语国家的文化习俗，能按规范的商务礼仪进行涉外接待；
４ 熟悉文秘工作，能熟练使用现代化办公设备和计算机常用软件，能利用计算机网络获取

商务信息以及处理相关业务。

５ 具有国际贸易基础知识和办理进出口贸易初级业务的能力；
６ 具有国际汇兑、经济核算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７ 能撰写和处理一般性商务函电和常见商务文书，能熟练缮制和审核常用外贸单证；
８ 具有初级的法语听、说、读、写、译等能力，能阅读和翻译一般性国际商务活动相关资料，

并能用法语进行简单的商务交流。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基础法语、国际商务法语、商务法语阅读与翻译、商务法语听说、商务法语函电、进出口贸易

实务、商贸法律与案例、国际营销基础、国际汇兑实务、外贸单证实务、涉外商务秘书理论与实务、

涉外商务礼仪等。

在校内进行进出口贸易业务处理模拟实训、外贸单证缮制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秘书（３－０１－０２－０１）、公关员（３－０１－０２
－０２）、电子商务师（Ｘ４－９９－００－０１）、国际商务人员☆（２－０６－０５－００）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秘书、公关员、电子商务师（初级）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国际商务

本科：法语、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代码　 １２１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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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物流服务与管理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物流服务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物流企业和其他单位的物流部门，从事仓储配送、运输、装卸搬运、流

通加工、货运代理、物流信息处理、客户服务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
２ 熟悉现代物流作业流程，能分析和解决简单物流问题；
３ 能进行验收、装卸、堆码、储存、分拣、流通加工、包装、配载、送货等具体物流业务操作；
４ 熟练操作物流管理信息系统，能进行物流信息的收集、分类、处理及发布，填制物流相关

单证；

５ 能使用常见的装卸搬运设备、计量器具、存储设施、养护设备、分拣设备、包装设备等并会
简单维护；

６ 能根据物流区域的交通特点，选择物流配送线路；
７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商务沟通能力，能针对客户需求提供优质服务，能撰写基本的

商务文案。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物流基础、物流技术与实务、商品知识、物流地理、物流法律法规、仓储作业、配送与流通加工

作业、运输作业、货运代理、物流营销、物流信息技术、装卸与搬运作业、物流客户服务、物流机械

设备、物流成本核算等。

在校内进行仓储配送作业、物流信息处理、物流设备操作等综合实训；在物流企业进行仓储

配送、运输、信息处理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仓储与配送、运输业务、港口物流、快递业务、物流客户服务、回收品物流

对应职业（岗位）

物流员、冷藏工（４－０２－０１－０５）、保管员（４－０２－０１－０１）、理货员（４－０２－０１－０２）、商品储运员
（４－０２－０２－０１）、商品养护员（４－０２－０１－０３）、保鲜员（４－０２－０１－０４）、商品护运员（４－０２－０２－
０２）、医药商品储运员（４－０２－０２－０３）、出版物储运员（４－０２－０２－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

物流员、冷藏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物流管理

本科：物流管理

专业代码　 １２２０００
专业名称　 房地产营销与管理

１２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房地产经营企业、基层房地产管理单位，从事房地产经营、咨询与租

赁、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房地产交易管理、房地产测绘与市场监察、房地产策划、物业管理等

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房地产法律、法规、政策，具有较好的礼仪素
养和沟通能力；

２ 掌握房地产、保险、银行信贷、信托的基础知识；
３ 具有财税、银行信贷、会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
４ 掌握房地产开发、管理、经营、租赁、中介服务的专业技能和工作流程；
５ 熟练掌握文字录入技能、常用办公自动化及与房地产经营工作相关的常用办公软件的使用；
６ 具有房地产交易、权属登记的基本技能，能进行房地产测绘、销售、租赁、置换、房管、市场

监察等；

７ 熟悉接待、合同办理、柜面业务处理、档案管理、房地产策划、物业管理的工作流程，能处
理日常工作和临柜接柜问题；

８ 会撰写常见事务文书。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房地产法规与职业道德、会计基础、金融基础、房地产经纪基础、房地产经纪实务、房地产合

同签订与管理、房地产投融资管理、物业管理、房屋权属与信息查询、房地产营销策划。

在校内外进行房屋结构业务实训、房地产中介业务与委托业务实训、房地产市场调查实习、

房地产业务综合实习等。

专业（技能）方向

房地产营销与策划、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服务与管理、房地产营销与经纪

对应职业（岗位）

房地产策划员（２－０２－２１－１１）、房产测量员（６－０１－０２－０６）、物业管理员（４－０７－０２－０１）、智
能楼宇管理师（Ｘ４－０７－０２－０２）、房地产经纪协理＃、房地产策划师☆（２－０２－２１－１１）、房地产经纪
人☆（Ｘ４－０７－０１－０９）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房地产策划员、房产测量员、智能楼宇管理师（四级）、房地产经纪协理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本科：市场营销、土地资源管理

专业代码　 １２２１００
专业名称　 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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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客户服务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类企业、事业、社会中介组织等单位，从事为客户提供售前、售中、

售后服务、导购、投诉接待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２ 具有高度的对客户安全隐私与利益负责的职业态度；
３ 了解国家有关客户服务相关的法律和企业有关客户服务的规章制度；
４ 掌握行业大类相关知识及客户服务的一般流程；
５ 熟练掌握客户服务中的一般操作规范和技能；
６ 具有良好的沟通与协调能力、自我情绪调适能力和亲和力；
７ 能熟练地使用常见的办公自动化软件，能进行简单的服务英语会话。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客服人员行为规范与职业道德、商务礼仪与公关、服务营销与管理、法律法规基础（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商务沟通、普通话与口语交际、初级英语口语、客户关系管理、基础会计与收银、

常见办公自动化软件。

在校内进行客服岗位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客服岗位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金融类企业客服、娱乐休闲业客服、产品售后客服、电信客服

对应职业（岗位）

企业客服人员、客户服务管理师☆（４－０７－９９－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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