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6年 中 国 高 职 高 专 院 校 竞 争 力 排 行 榜 中 ，

重 庆 工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名 列 全 国 第2 3位 、 重 庆 第1名 ；

2 0 1 7年 位 居 全 国 第1 4位 、 西 南 地 区 第1名 。

2 0 1 8 - 2 0 1 9年 中 国 高 职 高 专 院 校 竞 争 力 排 行 榜 中 ，

学 校 获 得 “5 * + "好 评(全 国 高 职 高 专 院 校 前1 % )，

位 列 全 国 第1 3位 ， 西 南 地 区 第1名 。



国家级项目1项

重庆市级重大项目1项

重庆市级重点项目2项

重庆市级一般项目4项

重庆市区级项目3项

院级精品课程建成9门，立项2门，精品课程及微课5门

专业教学网络资源库1项

院级教研课题10项，院级科研项目立项8项

院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

教师主编教材30余种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市场营销技能大赛”团体一等奖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市场营销技能大赛”团体二等奖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市场营销技能大赛”团体三等奖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会计技能大赛”团体二等奖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团体三等奖

重庆市职业技能大赛 “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一等奖

重庆市职业技能大赛“市场营销技能大赛”团体一等奖

重庆市职业技能大赛“市场营销技能大赛”团体二等奖

重庆市职业技能大赛“市场营销技能大赛”团体三等奖

重庆市第四届会计信息化技能竞赛二等奖

重庆市ERP沙盘模拟赛二等奖

重庆市优秀教学团队—会计电算化专业

重庆市五佳五四红旗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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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独立设置

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院校，现学校下设8个二级学院，其中财经学院现有会

计、资产评估与管理、市场营销、互联网金融等四个专业，其中，会计专业为

重庆市提升专业服务能力重点建设专业，设有中加合作专科教育项目班（与加

拿大北方应用理工学院合作办学），学院在校学生2000余人。我院拥有一支高

素质、高学历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50余人，兼职教师20余人。现有教师

中正高职称7人，副高职称14人，博士4人，硕士49人，双师素质教师47人。

学院遵循“把企业搬进校园”的理念，按照“真实性、应用性、创新性”

的原则，建有国内一流的跨专业“大商科综合实践教学中心”，重点打造“企

业岗位能力全真实训中心”、“营销综合仿真中心”、“财务运营仿真实训中

心”三大实训平台，以学生为中心，实施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

式，突出职业本位，增强岗位体验，强化技能训练。学院与用友新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长安集团、中国民生银行、中国人寿财险、中国平安、中汽西

南、广东坚朗集团、协信星光68、重庆方舟会计服务有限公司、重庆铭美会计

咨询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重庆市代账协会等数十家行业知

名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学院开展了“坚朗订单班、链家订单班、以纯订单

班”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学生教育教学与实习就业融为一体。与北

京东奥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我院达成战略合作，为会计专业学生提供“平

台+内容”一体化销售模式，让会计专业的学生受益。与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

公司（旗下中华会计网校）形成战略伙伴，为会计专业及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

提供免费的专属学习资料。学生先后获得重庆市、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

毕业生凭着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良好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深受用人单位

的欢迎，近五年来，学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

财经学院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的理念，教学过程中大量采用现

场教学、模拟教学、项目教学等教学方

法，使学生在完成真实工作任务的同时

获得职业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精神。



第一实训楼

第一实训楼

说明： 

1.学费：实际学费收费以2018年重庆市物价局核准的最新收费标准为准。

2.住宿费1000-1200元/年左右，具体收费根据学生居住的寝室类别为准。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学费

（元/年）

财经学院

会计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中加合作会计专业

市场营销

互联网金融

7500

6200

6200

6200

14000

招生范围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招生计划数

80人

35人（中职

会计类15人）

40人

40人

70人

2018年录取分数

普通高中 中职

348-429 589-750

322-394 568-588

秋季高考 0

266-391

321-413

540-750
(汽车营销)

544-592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校招生信息网址：http://www.cqipc.net   

在渝招生代码：5032   在川招生代码：5052   中外合作办学招生代码：9105

财经学院信息网址：http://www.cqipc.net/cjxy/    

办公室电话：023-61879015  61879013

金渝琳(财经学院院长)：18502385799    周庆（财经学院党总支书记）：18602340628 

会计教研室主任（包含会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郑丽13983397516

营销教研室主任（包括市场营销、互联网金融专业）：李立13206035218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空港桃源大道1000号     邮政编码：401120



会计教研室：

专业名师：

张春萍  教授  高级会计师  中共党员

毕业于重庆大学  MPACC会计硕士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重庆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会计专业专家委员会委员

重庆市教育会计学会理事会理事

出版专著1部，主编教材1部，参编教材1部

曾2次获得学院“教学质量奖”，1次荣获“优秀教育工作者”，2次荣获上级“先进个人”称号 

主持院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职院校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构建》并形成了一系列规范

的全面预算管理文件制度和论文等成果

主持上级会计学会四川分会财务管理课题一项
出版专著2部，主编教材1部，参编教材1部，并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具有实践技能的
“双师型”素质教师
曾主持某高职院校财务处工作，全面负责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财务信息化一二三期建设，建立健全
重大财经决策和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内部控制等的制度及会计规范相关业务流程，执笔完成了有关
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一系列文件的制订和修订工作。

专业特长：财务管理、资产评估、会计电算化

主教课程：会计基础、财务管理、资产评估、会计电算化、企业财务报表阅读与分析

授课风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结合工作实际培养技能应用型人才

罗平实  教授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毕业于重庆工商大学会计系会计学专业、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职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

96年7月至2009年8月就职于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先后担任集团销售财务处会计员、主办会计、财务主管，集团财务部室主任

熟悉商品流通企业、工业制造业及上市公司财务运作体系

在国企改制、转制、资本运作、税收筹划、内控制度建设及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及专业队伍的建设

等方面业绩突出，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为企业获得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专项资金3项，获得省部级一等奖1项

2009年9月至今在学校任教，近年来，在CSSCI源刊及中文核心期刊等发表了10多篇专业学术论文和

教研教改论文

出版学术专著1部，主编（副主编）高教出版社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等6部

主持市级课题3项，主持横向课题3项

专业特长：财务会计

主教课程：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授课风格：理论联系实际、重难点突出、师生互动

温璿  理学学士  教授  中共党员

毕业于重庆大学会计学专业

西南财经大学国内访问学者

重庆市级教学团队——会计电算化教学团队主要成员

连续多年评为学院优秀教师、获得学院“十佳教师”称号

主编出版教材5本，副主编出版教材2本

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篇，其他公开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篇

主持、参与重庆市级课题与项目7项

获得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参与校级会计专业建设项目6项

专业特长：会计学

主讲课程：会计基础、财务会计、成本会计

授课风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清晰、过程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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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教研室拥有一支高职称、高学历的专兼职教学队伍，目前设有会计、资产评估与管理

两个专业共计1400余学生，共有21位专任教师，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9人，博士3人，高级会

计师4人，会计师8人，注册会计师2人，具有海外学习背景7人。在专业发展、课程建设、师资

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为90%，是一支富有开拓精

神、勇于创新的教学队伍，荣获重庆市市级“会计电算化专业教学团队”称号。团队成员主

持、参与市级项目、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28项；发表学术论文75篇；出版专著6部；编写国家

级、市级规划教材及其他教材22多部；学生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会计技能大赛”二等奖，

“企业经营管理沙盘大赛”一等奖。

俞燕  管理学博士  副教授  会计师

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

校级引进高层次人才，学校优质校建设项目财经专业群建设骨干成员

荣获2016-2017年度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级教学质量奖，荣获2016年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财经

学院院级优秀班主任称号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庆决赛金奖指导教师，全国职业院校会计技能大赛市

级三等奖指导教师，市级创新创业团队成员、校级创新创业指导教师

2016年论文获得“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典型案例与优秀论文”一等奖，2016年获得重庆

市高职院校第二届“教师论坛”论文评选优秀奖，2017年论文获得重庆高教学会科技专委会年会一

等奖

在科研方面能够高质量完成一定数量专著及科研论文，在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篇， CSCD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1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篇

编写教材3本、 专著2部

取得2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项

主持市级项目3项，主研教育部项目1项，主研市级项目2项

专业特长：职业教育研究、农业产业经济研究

主讲课程：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经济学基础

授课风格：注重将专业教育与创新教育相结合、运用互联网+教学混合教学创新课程实验

董长胜  会计学教授

1967年3月生

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会计学和吉林教育学院教育管理专业，双本科学历

省级特色专业（会计电算化）带头人

省级优秀课程（财务会计）主持人，校级精品课程（成本会计）主持人

吉林省市级拔尖创新人才

编写专著二本，主编教材二本，参编多本

发表论文多篇，省级专业建设交流论文二篇

发明实用专利一个，主持省级课题一项，第二负责人一项，参与三项

获省级专业技能大赛二等奖一项

专业特长：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资产评估

主教课程：财务会计，统计学，审计学，机电设备评估，建筑工程评估，成本会计 

授课风格：专业问题通俗化，复杂问题简单化，知识面丰富，创新风趣 



                     以职业技术能力水平为要求，以岗位技能

需求为依据组织教学内容，培养熟练掌握运用财务软件，

能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各类企、事业单位出纳、会计、成本核算、

工资核算、资产管理、稽核等。

                     会计基础、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财务会

计、会计电算化、国家税收、财务管理、经济法基础、

统计学、成本会计、审计学、管理会计等。

                     培养能满足我国企业改制、企业兼并、企

业出售、资产重组、资产转让、股份经营、企业清算、

中外合资与合作以及租赁、抵押、担保等产权交易及相

关经济活动所需，从事资产评估业务、会计核算业务和

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主要面向评估咨询公司（资产评估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司法机关、投

资银行、海关、房地产交易部门、珠宝与文物鉴定部门、

大型公司内部评估机构等从事资产管理及财务税收工作、

资产评估中介工作。企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税收等工

作。

                     资产评估原理、会计基础、财务会计、财

务管理、经济法、经济学、建筑工程概论、机电设备评

估、建筑工程评估、房地产评估、二手车评估等。

                     培养面向涉外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和会计师

事务所等单位，能从事会计核算、财务分析与管理和审计等

工作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该

项目班学生毕业时可以获得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书

和加拿大北方应用理工学院专科毕业证书。

                     涉外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事业单位出纳、

会计、成本核算、工资核算、资产管理、稽核等。

                     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会计基础、会计电算化、

财务会计、国家税收、Cambridge Interchange（剑桥商

务英语）、Accounting（会计学）、Microeconomics（

微观经济学）、Accounting Applications（会计应用）、

Macroeconomics (宏观经济学）、Management 

Accounting（管理会计）、Financial Management（财

务管理）、Taxation（税法）

1.引入加拿大会计专业认证的课程体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2.加拿大引进的专业课程全部采用双语教学。

3.该专业每年派遣部分学生到加拿大开展交换生项目。

4.双证毕业后，可继续到加拿大或其他国家攻读本科学历。

市场营销教研室：

专业名师：

蒲冰  教授  双师型教师  市场营销教研室专任教师

2008年起被聘为校级骨干教师，2017年学校校级优秀教师

2014年主持市级教改重大课题《ARCS模式在营销专业的应用与研究》，现已结题

2017年主持教改成果获得重庆市政府教学成果一等奖，同年获机械行指委教学成果二等奖

有多年企业管理经验和行业工作经验

曾任中国人寿保险重庆分公司部门主管、片区主任、企业培训讲师

荣获企业“金牌营销员”、“十大优秀主管”、“行业能手”等称号

专业特长：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主教课程：营销心理学、管理学、传播学、超市营销。

授课风格：因材施教、扎实严谨、校企结合。

李立  副教授  双师型教师  市场营销教研室主任  学校首批名师
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管理学硕士、营销与策划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
澳大利亚职教师资四级证书
高级网络营销师、金蝶公司K/3人力资源管理师
连续被学院2016年、2015年、2013年、2011年、2010年、2009年年度考核为优秀
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市场营销技能比赛获得一等奖1个，二等奖1个，
三等奖1个，并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第一届重庆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
主持重庆市教委重点课题《“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高职营销与策划专业的运用》，主
持院级精品课程《营销策划实务》
发表多篇核心刊物，主编及副主编出版多本专著和教材，连续6次获得教学质量奖，参加学院
说课比赛获得二等奖，并获教学能手称号，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

专业特长：市场营销、营销策划
主教课程：市场营销、商务策划、营销策划实务
授课风格：风趣幽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新实践

李静  双师型教师  

毕业于云南大学，管理学硕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和教学能力突出
连续两次获得重庆市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获得重庆市高校教学比赛一等奖
建立了重庆市级在线精品课程1门，出版专著1本，教材2本，发表论文10余篇
主持和参与各类项目20余项。指导学生获得过重庆市市场营销技能大赛一等奖2项
全国市场营销技能大赛二等奖1项，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重庆赛区银奖1项，铜奖两项
被学院评为“优秀教师”、“优秀个人”。

专业特长：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主教课程：零售店面管理、消费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实务。
授课风格：深入浅出、轻松自然、理实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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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教研室拥有一支高职称、高学历的专兼职、双师素质的教学队伍，目前设有市场营
销、互联网金融两个专业共计500余学生，共有18位专任教师，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6人，硕士
11人。经过多年精心打造，以校级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为领军人物在专业发展、师资队伍、课
程与教材、教学改革、学生培养成果、实战、实训教学及开展教科研等建设方面已初显成效，形
成专兼结合、团结协作，具有鲜明的开拓和创新特色的教学团队。团队成员主持、参与省部级项
目、企事业委托项目16项；发表学术论文32篇；出版专著4部；编写国家级、省级规划教材及其
他教材11多部；荣获重庆市教学成果二等奖；学生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市场营销技能大赛”
一等奖。

财经学院市场营销教研室骨干教师



                       培养适应互联网+背景下新媒体经济发展需

要，掌握市场营销的专业知识、方法和技能，具备较强的

语言表达、人际沟通、应变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面向市

场营销和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复合式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

能型人才。

                     各类制造企业、商贸流通企业、现代服务企

业等相关职能部门从事产品推销、营销策划、市场调研、

客户服务、渠道管理、营销管理等工作，主要就业岗位为

销售代表、店长、区域经理、策划经理等。

                     市场营销、市场调查技术、营销心理学、产

品推销、营销策划实务、零售店面管理、广告实务、网络

营销、企业管理、现代社交礼仪、统计技术、公共关系等

课程。

                     本专业与广东坚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等上市

公司进行联合培养，开设有各种形式的订单班，设有企业

奖学金，经过学习和考核后可直接进入上市公司等大中型

企业工作。

                      培养面向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业务和互联网

金融企业一线业务岗位的，掌握金融基础理论知识与网络

金融存贷业务、产品营销、客户理财等业务操作处理专业

技能，能从事互联网产品设计、产品运营管理、金融数据

分析、金融产品营销等工作的德、智、体、美方面全面发

展、具有较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端技能型应用人才。

                     

职业领域：银行、证券公司、互联网理财、第三方信贷、

众筹、P2P等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企业。

主要岗位：临柜业务操作岗、客户开发管理、理财顾问、

风险管理、产品运营助理、融资专员、网络推广、投资顾

问助理

职业晋升岗位：柜组负责人、财富管理经理、投资主办、

区域经理、金融产品运营师、金融产品策划师、数据分析

师、风险控制专员银行、证券公司、互联网理财、第三方

信贷、众筹、P2P等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企业。

                     金融学、互联网金融市场、证券投资、商业

银行实务、互联网金融产品与设计、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分

析、个人理财实务、电子支付与网络银行、互联网金融产

品营销、互联网金融创新管理、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等课

程。

专业 就业情况（2018年学生就业部分单位） 备注

会计、资产评估
长安集团、中国民生银行、中国人寿财险、中国

平安、国家公务员及各大会计事务所等

市场营销、互联网

金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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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学院建有国内一流的跨专业“大商科综合实践教学实训中心”，

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建有15间专业实训室和一间中控室、600多台计算

机，主要负责我院会计、市场营销、互联网金融、资产评估与管理实训及

相关培训。主要包括:财务管理信息化实训室、VBSE营销仿真综合实训

室、VBSE财务仿真综合实训室、经管协同创新中心、策略销售沙盘实训

室和会计技能、税务技能、市场营销技能大赛训练室。

此外财经学院还提供学生国家教师职业资格证考前培训，学生获得教师资格证后可推荐到主城各幼儿园工作。

广州坚朗集团、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泸州老窖

集团、沃尔玛集团、万科集团、重庆链家集团、

重庆以纯集团、星光6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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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设有学校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校长奖学

金、校内学习奖学金及企业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评选标准为学习成绩优异、综合素质突出、获得过校级以上

奖励的同学。奖励金额：8000元/人。

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标准为学习成绩优异、家庭贫困、综合素质突出的

同学。奖励金额：5000元/人。

国家助学金：评选标准为家庭贫困、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奖励金额：一

等4000元/人、二等3000元/人、三等2000元/人。

优秀新生奖学金：学校针对优秀新生设置入学奖学金，新生入学时按学校

相关规定评定一次，特等优秀新生奖学金5000元/人，一等优秀新生奖学金

2000元/人，二等优秀新生奖学金1000元/人，三等优秀新生奖学金500元/人。

校长奖学金：奖励金额为一等奖2000元/人·期，二等奖1000元/人·期，三

等奖500元/人·期。

校内奖学金：评选标准为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奖励金额：100—500元

/人。

企业奖学金：评选标准为家庭贫困、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奖励金额：以

企业支助金额和名额为准。

勤工助学金：学生勤工助学是针对家庭贫困学生开始的勤工俭学项目，工

作内容为：整理资料、协助管理实训室及办公室等。工作费用：100—200元

/月，以实际工作量为准。

学生在我院学习期间，除了熟练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如果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

历，取得本科文凭，我们提供了专升本让学生有机会进入本科学习。专升本（学生自学途

径完成）。这条渠道是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报考普通高校的专升本考试，被本科院校录取

后，升入本科院校三年级就读，通过2年的本科学习，获取全日制专科起点本科文凭，目

前每年财经学院有近80人通过专升本考试进入本科学校学习，专升本录取率达到68%。考

试时间：每年年4月中旬，考试科目：文科类：英语、计算机、大学语文。理科类：英

语、计算机、高等数学。

目前我院依托学校学生卓越成长计划，为学生提供境外游学、交换学习、海外实习机

会，学生通过学院助学金（公费学生提供助学金5000元/人）及自付部分费用可参加赴美

国、英国、西班牙、德国、马来西亚、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短期游学、交换学习、带薪实

习等活动。2018年财经学院共计90余人次参加学校卓越成长计划赴国外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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